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學藝股長在導師時間宣達並張貼於公布欄內 

 
 

 

 
 

 
 

【註冊組】 
一、 下週為日間部畢業考試週，教師輸入學期成績截止日為 6 月 3 日(星期一)，畢業班科目學

業成績預計 6 月 4日(星期二)開放查詢。 

二、 畢業班同學如果畢業門檻已經達到標準，請記得將資料送到所屬系科辦公室審查，以利如

期畢業。 

三、 畢業班同學如果向圖書館借書未還、學雜費(或實習費)尚未繳清者，請速歸還書籍或繳清

學雜費(或實習費)，以利如期畢業。 

四、 已將應屆畢業生注意事項通知以 e-mail方式寄給畢業班同學及導師，請同學至學校 mail

收看。 

五、 同學戶籍資料或通訊資料(包括地址、聯絡電話及手機號碼等)如有更換，請務必至註冊組

更正；如戶籍資料更正(包括姓名、戶籍地址等)，請攜帶三個月內戶籍謄本至註冊組填寫

申請單申請更正。 

【課務組】 
一、 【畢業班期末考試週】 

1.日間大學部和五專部畢業考試預定於 5月 27日(星期一)至 31日(星期五)舉行-祝畢業班

同學考試順利！ 

2.已於 5月 22日(星期三)公告期末扣考預警名單，5月 27日(星期一)將公告最終名單，

請同學至課務組網頁查詢。 

3.依本校學則第 54 條之規定，學生修習科目如達扣考標準，不得參加期末考試，已參加

者期末考試成績不予列計，該科學期成績以不及格計。 

二、 【暑修選課須知】 

1.107 學年度暑期重補修選課須知已公告，四技部與五專部預計開設課程請至教務處課務

組網頁查詢。 

2.【加選暑修課程及繳費】 

(1)選課時間：6 月 5 日(星期三)至 12日(星期三)每日 9:00至 23:59 

(同第 1階段選課日程) 

(2)繳費時間：6 月 13日(星期四)至 19日(星期三)每日 9:00至 20:30 

(週六、日不上班) 

 6月 13 日(星期四)9:00起開放上網列印繳費單，請同學於規定時間內

至出納組(忠孝樓 1樓)繳費。 

(3)關課公告：6 月 21日(星期四)17:00後於「暑修選課」系統內公告。 

 選課(繳費)人數未達開課標準時，課務組將予以關課。 

3.跨部與跨校選課資格 

(1)申請跨進修部選課：高年級同學(各學制最後兩年級)、延修生及轉學生補修學分。 

(2)申請跨外校選課：畢業班學生及延修生。 

4.請注意暑修退課不等於退費 

(1)暑修課程一旦繳費，除因課程未開成可全額退費外，一概不得申請退費。 

(2)學生如於暑期修課期間因故無法繼續修課，得依規定申請退課；惟遇下列情形者，

無法辦理退課： 

 選課人數已達開班人數下限。 

 學生缺課節數已達扣考標準者。 

三、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選課預告： 

1.6月 4日(星期二)中午 12:00起，將開放同學查詢 108學年度第 1學期課表。 

2.108學年度第 1學期選課日程表請各班學藝股長於 5月 29日(星期三)起至教務處課務組

領取。 

3.第 1階段選課：本階段不開放隨班附讀與新生班級課程選課。 

(1)6月 5日(星期三)：碩士班、二技、五專先開始選課。 

(2)6月 6日(星期四)至 12日(星期三)：全校選課。 

(3)6月 18日(星期二)14:00 起開放查詢。 

 

4.第 1階段選課無人數上限，沒有先搶先贏的壓力，如超出預定人數，將以電腦亂數抽籤。 

5.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階段選課預計於 6月 19日(星期三)至 7月 1日(星期一)止，選

課方式將比照第 1階段的抽籤方式辦理，但保留前 2天給畢業班級優先選課。 

6.第 2階段隨班附讀選課一律共同參與抽籤，但畢業班生可於 6月 19至 20日 期間優先

加選，並保留先搶先贏的方式，額滿為止。(本階段新生班級課程不得加選) 

7.第 2階段的抽籤順序與第 1階段相同：該系該年級本系高年級他系高年級 

8.第 2階段可加選名額計算說明：只要該課程有加選名額，參與抽籤人數無上限；但若該

課程已達選課人數上限，則關閉不開放加選。期間如有同學退選釋出新的名額，則於次

1階段抽籤會重新開放加選，請參見【選課須知第３頁】。 

四、 請同學準時上課不缺席，並留意個人缺曠課紀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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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參加者期末考試成績不予列計，該科學期成績以不及格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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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條規定。 

3.課程缺曠紀錄如有任何問題時，應於規定時間內向生輔組（忠孝樓 1 樓）洽詢。 

五、 教室借用 

1.同學如有借用教室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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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借用前 1日 17:00前將教室借用單送教務處課務組辦理。 

2.教室借用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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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提醒同學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不法影印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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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階段選課 

6/5-6/12 

第 2階段選課 

6/19-7/1 

第 3階段選課 

9/6-9/15 

全校選課 6/19-20：畢業班優先加選 

(額滿為止) 
最後網路加退選 

 

(作業方式不變，額滿為止) 

6/21起：全校選課(改抽籤制) 

抽籤作業 

(作業方式不變) 

 第 1次加選==>6/25(二)抽籤 

 第 2次加選==>6/28(五)抽籤 

 第 3次加選==>7/2 (二)抽籤 

第 188期 
2019. 5.24 



 

 

 

 

 

 

 

 

 

 

 

 

 

 

 

 

【聯合服務中心】 
一、 宣導事項： 

1.因 108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活動，各系所需設備筆記型電腦 40台、攝影機 41台、腳

架 41支、錄音筆 18 台、延長線 25 條等，聯合服務中心必須保留設備協助各系辦理重

要活動，故自 6 月 17 至 25日止以上相關設備可能有不足狀況，不便之處，請多多體諒。 

2.為了服務流程順暢，提醒借用大量設備的社團負責人，歸還的設備請配合依照號碼裝袋，

並檢查配件是否完整齊全，同時要確認錄製的檔案已完成備份。 

【數位教學組】 
一、 本校 107學年度第 2 學期「致理磨課師課程」預計 6月 12日(星期三)起於 TaiwanLife

平台開放成績查詢，成績及格同學，可於下學期開學 2週內辦理選修學分抵免。 

二、 「VOD課程」課後複習與輔導 

同學可利用「VOD課程」，搜尋系科教師或課程名稱，即可進行各項課程課後複習與輔導，

連結網址：學校首頁→入口網站→登入帳號及密碼→教學類系統，點選「課程學習隨選視

訊系統 VOD」。 

三、 「致理數位學院」讓您學習無所不在 

提供各課程之數位學習功能，包括數位教材、作業繳交、線上測驗與討論區等。 

使用方式：登錄學校入口網站→應用系統→教學類系統→數位學院。 

如利用手機進行數位學院測驗，為避免錯誤情形，請下載「旭聯智慧大師 App」。 

【語言中心】 
一、 近期校內外英語競賽和活動 

1.2019 全國高中職暨技專校院學生 KUSO 創意英語配音比賽 

(1)報名截止：5 月 31日(星期五) 

(2)比賽結果公佈日期：以報名參賽學生配音並上傳在雲端硬碟

之影片中評選，於收件截止日後一個月

內公告於世新大學英語學系網站。 
 

2.全英語商務體驗營–東南亞跨文化交流 

(1)活動宗旨：藉由全英語授課的方式，與中外籍教師進行實質語

言溝通及文化交流，並體驗全英語商務英文活動課

程，以提升學生應用英文之職場競爭力。 

(2)報名截止：5 月 27日(星期一)止  

(3)活動時間：7 月 2 日(星期二)至 3 日(星期三) 

(4)活動地點：致理科技大學 

【學分學程管理中心】 
一、 大四已修畢了，要如何提出申請拿學程證書? 

請同學自行登入系統申請：學程相關功能→其它功能→學程修習完畢審查申請 

待系秘書審查通過後會通知註冊組製作學分學程證書，製作完成後，同學將會收到註冊組

領取學分學程證書 Mail即可至註冊組領取。 

 特別注意：同學在 5 月 25日前線上提出修畢申請，則可如期拿到畢業證書上額外有修 

畢ＯＯ學程等字樣，讓您的證書更加值！  

 

二、 如何才能有學程修讀的資格？ 

1.本校大學部四年制一年級同學可於一年級下學期提出修讀申請；二年制三年級同學可於

三年級上學期提出修讀申請。 

2.申請時段：任何時段皆可線上提出，除了第 3階段選課結束前 3天內不可提出申請。 

申請網址：http://140.131.77.93/SISystem/(學生資訊系統) 

三、 通過後取得學程修讀資格，並可於學期選課期間，透過學分學程選課系統進行學程選課。

目前有 12個學程可供修讀如下：  

學院 學程名稱 主辦單位 系辦分機 系召集人 

商務管理學院 

服務創新商業模式(新設學程) 
企管系 #1238 

倪達仁老師 

幸福產業婚慶服務經營管理 楊雅棠老師 

FinTech(新設學程) 財金系 #1237 郎一全老師 

MICE(新設學程) 
行管系 #1358 

葛致慧老師 

網實通路整合 張弘宗老師 

商貿外語學院 
區域商貿(新設學程) 

商貿外語學院 #4201 
林郁芬老師 

國際空勤服務 鄭皓元老師 

創新設計學院 

雲端行動應用實務 

資管系 #1313 

王德華老師 

翻轉農業 明日餐桌 林曉雯老師 

跨境電子商務 蘇啟鴻老師 

物聯網科技與行銷 
商管系 #1366 

陳明郁老師 

創業家能力 沈介文老師 

1.申請認定學分學程修讀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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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凡自申請修讀學分學程 2年內僅修習該學程課程 2門(含)以下者，視同放棄修讀該學分

學程，學分學程主辦單位得主動註銷其修讀資格。 
 

【英語角落】 
 

Always put one’s best foot forward. 全力以赴 
 
A: I have a job interview tomorrow afternoon. 
B: Remember! Wear a suit and show interest with your voice and body language as 

you respond questions. 
A: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I will always put my best foo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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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詳情 線上報名表單 

  

線上活動報名表單 

 

suit (n.) 套裝、西裝 advice (n.) 建議 

body language (n.) 肢體語言 put forward (ph.) 提出 

respond (v.) 回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