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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藝股長在導師時間宣達並張貼於公布欄內 

 
  

 

 
 

 
 

【註冊組】 
一、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轉系(科)規定事項已公告於校網首頁，申請日期為 11 月 8 日(星

期一)至 12 日(星期五)，請有意申請之同學於時間內完成辦理，申請書可至教務處註

冊組領取或網路公告處下載使用。 

二、已完成註冊繳費但學生證尚未加蓋本學期註冊章之同學，請持學生證至註冊組蓋本

學期註冊章，以維護學生身分與權益。 

三、請尚未領回學生證之新生，持證件至註冊組簽名領回。 

四、同學如有更正戶籍資料(如姓名、戶籍地址)或手機號碼，請立即至註冊組申請更新，

以維護學籍資料正確性與一致性。 

【課務組】 

一、11 月 2 日(星期二)起取消 80 人以上課程拆班教學： 

(一)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取消室內人數上限，故超過 80 人以上課程取消

拆班上課，拆班課程回復至原教室上課（以課表查詢系統之上課教室為主）。 

(二)同學於上課時仍禁止飲食，需採固定座位與配戴口罩。 

(三)教師授課時，若能保持社交距離，可不戴口罩上課。 

(四)於室內外從事運動、唱歌時，得免戴口罩(但仍應隨身攜帶口罩，如本身有相關

症狀，或與不特定對象無法保持安全距離時，仍應戴上口罩) 

二、本學期日間部期中、期末考試日期如下，請同學掌握時間及早做好讀書規劃。 

考試別 週次 考試日期 

期中考 10 11 月 22 日至 26 日 

期末考 18 111 年 1 月 17 日至 21 日 

(一)五專部一至三年級期中、期末考試，部分科目採共同排考方式進行，屆時請同學

注意課務組公告之考試日程表。 

(二)本校各學制期中、期末考試均採 A、B 卷出題，請同學勿存取巧之心，及早做好

讀書規劃。 

(三)為維護考試評量之公正、公平性，並端正應試態度，各課程監考教師與試務巡迴 

人員將嚴格監考，凡考試作弊經查證屬實者，依情節輕重予以記過或退學處分。

依據本校「學生改過、銷過輔導要點」，凡與考試相關之懲誡不得申請改過、銷

過，提醒同學務必遵守考試規則誠實應考。若於考試期間發現違規情事，請向

監考教師、導師或校方反應。 

 

(四)期中考為重大考試，若有任何原因需要請假，除取得任課老師同意外，務必至

課務組辦理請假手續，並檢附相關證明。相關規定請參見學生手冊「致理科技

大學學生考試規則」。 

三、本學期停修辦理日期為：12 月 6 日(星期一)至 17 日(星期五) 

四、請同學準時上課不缺席，並留意個人缺曠課紀錄： 

(一)若修習科目缺曠課時數達全學期該科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不得參加該科目

期末考試，已參加者之期末考試成績不予列計，該科學期成績以不及格計。 

(二)有關期末扣考規定請參閱本校學則第 54 條及附設專科部學則第 47 條。 

(三)課程缺曠紀錄如有任何問題，請於規定時間內向生輔組（分機 1213）洽詢。 

五、提醒同學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教科書。 

六、請大家共同維護上課權益，注意學校最新消息、公告、校內電子郵件與班導師（或

班級幹部）之宣導，各項作業請按時完成，若有任何問題，請洽各教學單位或行政

單位協助處理。 

七、教室借用 

(一)同學若需借用教室，須徵得相關授課教師同意，並請老師上網登錄後印出教室

借用單，經教師簽名後，於使用教室前 2 日 17：00 前將教室借用單送教務處課

務組辦理。 

(二)借用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8:20 至 18:00，其餘時間請洽進修部課務組或總務

處。 

八、防疫提醒：請同學做好自主健康管理，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班級群組通報班級導師；

若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健康問題，可向本校健康中心諮詢(02-2257-

6167 分機 1215)。 

【聯合服務中心】 

一、本中心提供借用之筆記型電腦皆具還原系統，關機後所有資料均自動清除，提醒同

學務必記得將檔案另存於隨身碟中。 

二、請小心保管借用設備，未經許可亦不得攜出校外，一旦遺失或損毀，借用人須負賠

償責任。 

三、已辦理智慧講桌感應卡設定之班級幹部，請主動積極協助老師使用數位設備，並勿

將卡片借給他人，以防不當使用造成設備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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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中心】 

一、近期校內英語活動 

(一)雙語化學習計畫 「全英語教學助理 (EMI TA)培育」講座系列-講座 1: 優良教

學助理經驗分享-從 TA 的角度看待 EMI TA 的工作 

目的：為打造雙語學習環境，全面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

「全英語教學助理 (EMI TA)培育」講座系列之首

場將邀請榮獲 109 學年度優良 TA 的同學分享擔

任教學助理的經驗和心得，以及如何從學生的立

場來協助教師/外師的課程進行，與輔導同儕的專業學習。 

報名時間：10 月 22 日(星期五)至 11 月 22 日 (星期一)17:00。 

參加對象：本校教師教學助理 

二、近期校外英語活動 

(一)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舉辦「110 年全國立型盃英文自我介紹比賽」 

目的：為提供學生於課堂外演練英語機會，提升學生學習英語興趣及演說能力，

特舉辦旨揭比賽。 

報名時間：10 月 25 日(星期一)起至 11 月 26 日(星期五)，

額滿即截止。 

參加對象：全國大專院校「非英語相關科系」學士班在

學學生(含外語相關科系、翻譯系所)且具有

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得有雙重國籍)。 

(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2021 全國大專校院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青年倡議英文提案競賽」 

目的：從「經濟成長」、「社會進步」及「環境保護」三

大面向永續發展，指出全球面臨共同的問題，期

望在 2030 年前，全球各國合作實踐這 17 項永

續發展目標，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因此成為全球推動永

續發展的共同語言與策略架構。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我們都應深入瞭

解如何落實 SDGs，為全球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 月 19 日(星期五)17：30 止。 

參加對象：全國大專校院具有正式學籍之學生。 

(三)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辦理 2022 年「林燈盃」英語文表達力競賽 

目的：本項競賽著重英語文表達力，鼓勵學生練習英語

口語表達與邏輯組織規劃能力，培育學生英語文

素養，並提供互相觀摩機會，以提升學生學習英語

之興趣與競爭力，體現林燈文教公益基金會回饋

鄉里，培育在地人才之宗旨。 

報名時間：111 年 1 月 6 日(星期四)17 點前完成線上報名及上傳競賽影片連結。 

參加對象：專科學校一至三年級在學學生，每隊 2 至 4 人。 

【跨領域學習中心】 

一、學分學程資訊哪裡找？請至【教務處】【跨領域學習中心】網頁查詢。 

二、申請學程：►學生資訊系統。 

三、放棄學程：►學生選課系統/學分學程選課/學程相關功能/其他功能/放棄修習申請。 

四、學程選課：►學生選課系統/學分學程選課/選課相關功能。 

五、學生申請認定學分學程及微學程修讀資格，同一時期內以一學程為限，學分學程修

讀資格認定後一學年內不得更改。 

六、學生修讀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由學生所屬學系循各系課程規劃程序認定是否認列

其畢業學分與畢業門檻。 

七、選課常見問題 QA： 

Q：我想要棄選學分學程，有時段限制嗎？  

A：可隨時於線上提出放棄學程。 

Q：選課有時段的限制嗎？  

A：選課時間與一般選課時間完全相同，分 3 階段選課，選課第 1 階段若欲選擇之

學程課程原選別為必修課程時，則僅開放 3 名名額供學程選課(依選課順序決定)。

惟該課程原班人數已達上限，則本階段選課無法申請加選。 

八、學分學程證明書請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微學程證明書請至各學院辦公室領取。 

九、學生必須具有學程身分才能選修【深碗課程】，申請學程身分：首頁/在校學生/學生

資訊系統。申請學程時間：10 月 8 日(星期五)至 111 年 3 月 4 日(星期五)，配合課

務組公告，1102 選課時間做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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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角落】 
 

Heads will roll 表示有人會被懲罰 

 
A: Are you ready for this afternoon’s meeting? 
B: Almost there. 
A: Make sure that you’re 100% ready. If we lose this client, heads will roll. 
 

ready (adj.) 準備 

meeting (n.) 會議 

lose (v.) 失去 

client (n.) 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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