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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務組重要訊息公告。
2.課務相關法規與表單下載。
3.本學期課務相關行事曆(含選課、停修申請與考試日程等)。
4.課務相關常見問題。
三、 107 學年度暑期重補修開課方式異動提醒：

【註冊組】

請注意！自 106 學年度起，本校開設【暑期重補修課程】方式將有異動，說明如下：
1.暑期重補修課程上課時間以 6 週以上為原則，每週上課不超過 3 天，以避免過分密集上

一、 轉系(科)及輔系(科)申請最後期限：
本學期辦理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轉系(科)及輔系(科)申請至今天(4 月 12 日下午 5:00)截
止，預計期末前完成相關程序並公告轉系科及輔系科核准名單。

課，影響同學學習成效。
2.今年暑期重補修不再分 2 階段開課，同學如欲利用暑假同時修畢上、下學期課程，恐有
衝堂問題，故請作好學習準備，切勿依賴暑期重補修！

二、 請各學制應屆畢業班同學注意：
請檢查自己所修科目、學分及所屬系(科)規定之畢業門檻(如英檢、專業能力及資訊能力
等)、
「修課模組」
、
「學分學程」
、
「至外系修課可承認學分數」及「通識課程修課規定如自
然、人文及社會類學分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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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送回註冊組登錄，以利如期畢業，並規劃人生的下一階段。
三、 4 月 22 日起期中考試，請同學努力以赴準備期中考試，使學業成績亮眼，才不會因為期
中成績不及格達二分之一以上而被學業預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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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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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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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如戶籍資料更正(包括姓名、戶籍地址等)，請攜帶戶籍謄本至註冊組填寫申請單申

用單，經教師簽名後，於借用前 1 日下午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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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8:20 至下午 6:00，其餘時間請洽進修部課務組

請更正。

【課務組】
一、 本學期日間部期中、期末考試日期如下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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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 月 22～26 日

期末考

18

6 月 24～28 日

※五專部一至三年級期中、期末考試，部分科目以隨堂考試方式進行，屆時請同學注意課
務組公告之考試日程表。
1.本校各學制期中、期末考試均採 A、B 卷出題，請同學切勿存任何取巧之心，及早做好
讀書規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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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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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請大家共同維護上課權益：注意通知、熟悉規定、幹部宣導、按時辦理、不懂就問！

【聯合服務中心】
一、 宣導事項：
1.服務中心提供借用的筆記型電腦為還原電腦，提醒同學們將個人資料存放在隨身碟，並
養成隨時存檔的習慣，以防電腦不慎當機或關機後，辛苦建立的資料遺失。
2.同學們借用的攝影機和相機，歸還前請務必檢查是否已做好檔案備份，備份檔案建議使
用複製貼上，請勿使用剪下貼上，以免造成檔案永久性消失。
3.仁愛樓(B 棟)講桌未設置外接筆電的 VGA 線，若老師需要外接筆電時，請至服務中心借
用 VGA 線，另外，若老師攜帶的是 APPLE 筆電，請老師自備轉接頭。

【數位教學組】

將嚴格監考，凡考試作弊經查屬實者，將依情節輕重予以記過或退學處分。另依據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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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致理數位學院」行動 APP：

必遵守考試規則誠實應考。同學若於考試期間仍有發現相關試場違規情事，請同學可隨

手機板數位學院：同學可下載「旭聯智慧大師」APP，登錄入口網站帳號、密碼，即可隨

時向監考教師、導師或校方反映。

時隨地使用「致理數位學院」各項功能，讓您學習無所不在。

3.因期中考乃重大考試，若有任何原因需要請假，除取得任課老師的同意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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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歡迎多加利用本校 SPOC 平台「107 學年度總體經濟學」、
「107 學年度微積分(下)」
、
「107 學年度基礎會計學」線上輔導課程。

規則」。
二、 重要教務資訊哪裡找？請至【教務處】【課務組】網頁查詢，內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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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SPOC 平台 10７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有「總體經濟學」
、
「微積分(下)」
、
「基礎會計學」

三、 已修畢了要如何提出申請拿學程證書?由同學自行登入系統申請。

線上輔導課程，各單元教學影片淺顯易懂，歡迎同學利用時間線上學習。

登入學程相關功能後,請至「其它功能內」，點選「學程修習完畢審查申請」
，同學提出審

請由本校入口網站→教學類系統→登入 spoc 平台，點選課程即可。

查申請後，需等系秘書審查，審查通過後會通知註冊組製作學分學程證書，同學將會收到

三、 本學期「致理磨課師課程」已進入第 5 週課程，選讀同學請利用時間上網學習，並請按時
繳交各課程規定之作業，成績及格同學，可於下學期開學 2 週內辦理選修學分抵免。
四、 「致理數位學院」讓您學習無所不在

註冊組領取學分學程證書 Mail 通知後可至註冊組領取。
四、 學生修習學分學程有關學分、成績之計算，悉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是否採計為畢業學
分，應經所屬系(所、學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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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 年全國技專校院暨高中職組英語朗讀比賽

競賽詳情

線上報名表單

競賽詳情

線上報名表單

競賽詳情

線上報名表單

(1)報名截止：4 月 19 日（星期五）
(2)競賽日期：4 月 30 日（星期二）

2.2019 全國立型盃字彙達人比賽
(1)報名截止：4 月 26 日（星期五）
(2)競賽日期：5 月 15 日（星期三）

3.2019 致理盃國際商貿英語簡報競賽
(1)報名截止：5 月 1 日（星期三）中午 12:00 止

Energy and persistence conquer all things.
動力加上堅持戰勝一切。

(2)競賽日期：5 月 30 日（星期四）

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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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詳情

線上報名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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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學程管理中心】
一、 本學期學生申請修讀學分學程, 目前已開放隨時可線上提出，先至學生資訊系統，線上填
妥申請書，按送出至學程主辦單位彙集審核。審核通過後”恭喜你”具有學程選課的身分。
學生資訊系統申請網址為 http://140.131.77.93/SISystem/
二、 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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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角落】

A: How is your business going?
B: Well, things have been going from bad to worse.
A: It is tough all over, but energy and persistence conquer all things. Never
give up.
B: OK! OK! I will try my best.
business (n.) 生意
go from bad to worse (ph.) 每況愈下
tough (adj.) 艱困的
all over (ph.) 到處、各處
energy (n.) 動力、能量
persistence (n.) 堅持
conquer (v.) 戰勝、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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