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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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名單預計 12 月底公告於學校網頁、各系系網與教

務處網頁，並同時個別簡訊通知核准通過者至註冊組領取轉系(科)核准通知單 (通

知內容包括選課、學分抵免及換發學生證等事宜)。 

二、各學制應屆畢業班同學請務必核對註冊組請班長、學藝股長發放之「歷年成績單」

與「畢業應修科目表」，積極取得畢業門檻條件，以利如期畢業。 

三、請同學選課時務必符合每學期修課學分數之上下限規定；如本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者，可於選課第三階段辦理超修學分一至二科目，四技或二技大四學生，

最後一學期(即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可申請減修學分，減修後至少修習二科目(含零

學分科目)，同樣於選課第三階段辦理。 

四、本學期同學辦理休、退學截止日期為 111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五)，並自 110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起，除了休、退學申請書，亦須附上「休退學晤談輔導作業檢核表」。 

【課務組】 

一、本校提供豐富多元的學習輔導資源： 

輔導資源有同儕輔導、教師 Office Hours、語言診斷中心、圖書館學科諮詢、各類型

輔導課程等，同學可多加利用。相關資訊同學可與各任課教師、導師或系(科)辦公室

詢問，亦可至忠孝樓二樓教學發展處-學習促進組詢問。 

二、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日程表：選課前，請先完成本學期教學評量。 

序號 日期 作業內容 

1 12月 28日(星期二) 12:00 開放全校課表查詢 

2 
12月29日(星期三)  

至111年1月4日(星期二) 
第 1階段選課作業 

3 111年 1月 11日(星期二) 公告第 1 階段選課抽籤結果 

4 
111年 1月 12日(星期三) 

至 24日(星期一) 
第 2階段選課作業 

5 111年 1月 27日(星期四) 公告第 2 階段開課結果 

6 
111年 2月 18日(星期五) 

至 25日(星期五) 
第 3階段選課作業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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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規定時間內向生輔組（忠孝樓 1 樓）洽詢。 

四、提醒同學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教科書。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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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教室借用 

(一)同學若需借用教室，須徵得相關授課/活動教師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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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至五 8:20 至 18:00，其餘時間請洽進修部課務組或總務處。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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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避免大幅度折彎智慧講桌附帶之鵝頸麥克風，。 

二、智慧講桌下方壓條內有包覆電線，請同學避免踩踏與移動講桌，以防拉扯地面電線

產生電線外露與突出，造成同學移動上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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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中心】 

一、近期校內英語活動 

(一)雙語課堂面面觀：職場英文實務培訓營 

目的：提升學生英語實用力與應用力，確實國際移動力之基礎。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1 月 7 日(星期五)。 

參加對象：致理科技大學全校學生 

活動時間：110 年 1 月 22 日(星期六)至 24 日(星期一) 

活動地點：校外學習場域 

二、近期校外英語活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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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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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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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朝陽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辦理「第 1 屆全國高中職暨技專校院英語繪本創意教

學競賽」 

目的：為因應「2030 雙語國家」政策，活化雙語教育、

充實雙語教學人才、邁向國際化，及鼓勵未來英語

教師投入創意教學、培養更多優秀新血，此次活動

將藉由繪本，創意發想教學活動，讓對英語教育有興趣之學生實際應用教

學理論於實務，提昇英語口語表達、課程設計及教學能力，激發參賽學生

嘗試以各種不同方式創新教學。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五）止 

參加對象：五年制專科學校四年級以上在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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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學程時間：10 月 8 日(星期五)至 111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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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跨領域學分學程暨微學程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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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角落】 
 

Clean someone’s clock 把某人打敗 

 

A: Joe and Peter got into a fight at the bar last night. 

B: Really? Joe is so much taller and stronger than Peter. He must have 

cleaned Peter’s clock. 

A: Nope. Peter has a black belt in Karate. He ended up cleaning Joe’s clock. 

 

fight (n.) 打架 

bar (n.) 酒吧 

black belt (n. phr.) 黑帶 

end up (v. phr.) 最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