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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一、各學制新生班班長請自 10 月 21 日(星期一)起至註冊組領取全班入學學歷資料，並
請同學簽收後，再將簽領名冊繳回註冊組。
二、「學生證」尚未加蓋註冊章之同學，請完成繳費註冊後，持學生證至註冊組加蓋註
冊章，以維護學生身分之權益。
三、下學期轉系、科申請已於 10 月 14 日公告(含日間部與進修部互轉)，轉系、科申請
日期為 10 月 21 日(星期一)至 25 日(星期五)，有意願之同學，請掌握申請日期內提
出申請。
四、請大四同學及專五應屆畢業班同學注意自己所屬科系畢業學分數(必修及選修以及
選修本系最少學分數等)、通識選修類別及學分數等，以及相關畢業門檻(如英檢、
專業、資訊及學分學程或課程模組)等條件，積極取得畢業門檻條件，以利如期畢業，
順利規劃自己的未來的學習或就業生涯。
五、同學如有更正戶籍資料時(如姓名、戶籍地址等)，應立即至註冊組申請更正，以維
護學籍資料之正確性與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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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

期末考

18

109 年 1 月 6 至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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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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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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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學可隨時向監考教師、導師或校方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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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學生考試規則」
。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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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課務資訊哪裡找？請至教務處→課務組網頁查詢，內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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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室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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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午 5:00 前將教室借用單送教務處課務
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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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組或總務處。
五、請大家共同維護上課權益：請注意通知、熟悉規定、幹部宣導、按時辦理、不懂請
發問～

【聯合服務中心】
一、仁愛、信義、和平樓教室的講桌鵝頸麥克風材質脆弱，禁不起 360 度轉動，否則容
易折損，更換一支新麥克風要 2000 元台幣，非常昂貴，請同學與我們一起愛惜學
校公物哦！
二、為了維護數位講桌清潔及衛生，提醒同學們，請勿倚靠著數位講桌飲食，以免食物
殘屑掉進講桌機櫃、鍵盤抽屜等，都將可能招引老鼠鑽進機櫃內咬壞線材，導致機
器故障。若要飲食，請盡量與數位講桌保持適當距離。
三、借用設備(如：筆記型電腦)也請養成良好的使用習慣，切勿邊使用邊進食，雙手要
保持清潔，請大家共同維護設備品質。

【數位教學組】
一、本學期「致理磨課師課程」
，已於 10 月 16 日(星期三)開課，請同學踴躍報名選課，
相關資訊請洽數位教學組重要訊息公告。
二、歡迎同學多加利用本校致理磨課師平台線上補救教學課程本校致理磨課師平台開
設有「電腦會計丙級檢定(108 學年度)」
、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108 學年度)」
、
「個
體經濟學(108 學年度)」線上補救教學課程，提供相關證照考試輔導教學，歡迎同
學利用時間線上學習。
使用方式：請由本校入口網站→教學類系統→登入致理磨課師→線上補救教學，點
選課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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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 致學一起學臉書粉絲專頁成立，同學可以掃描 QR CODE 加入粉絲團，
取得數位學習第一手消息，並可以透過線上客服獲取更即時的問題回覆。
四、本學期推廣磨課師課程辦理抽獎活動，活動辦法公告至 E 致學一起學臉書
粉絲專頁。

粉絲團

【語言中心】
一、近期校內外英語競賽
1.2019 英文廣泛閱讀比賽
(1)目的：全面提升學生的英文閱讀能力，強化英文自學力與實力。
(2)活動期間：9 月 6 日至 10 月 18 日。

活動詳情

2.2019 年北區技專校院暨高中職英語朗讀比賽
(1)目的：透過聆聽其他同學的朗讀，達到有別於課堂教學
及矯正發音的效果，藉以提升學生英文程度及學習
英語的興趣和動機。
(2)報名截止：11 月 7 日(星期四)

競賽詳情

線上報名

3.2019 全國立型盃英文自我介紹比賽
(1)目的：藉由英文自我介紹比賽，提供學生於課堂外演練外
語機會，提升學生學習外語興趣，提升英文能力。
(2)報名截止：12 月 6 日(星期五)

競賽詳情

線上報名

4.2019 校園創意短片比賽
(1)目的：增進學生對學校之了解，加強學生英文行銷能力，
藉由多元創意發想與自由發揮，提升學生自主學
習英語動機及英文口語表達能力。
(2)報名截止：12 月 31 日 (星期二)下午 5:00 為止

競賽詳情

線上報名

【學分學程管理中心】
一、學分學程與深碗課程有何不同？
學程修讀完才可獲得學程證書，而學程中深碗課程是為了讓課程更主題及系統化，
學生所學習的課程擔心到職場不受用，而深碗課程把所學基本能力變成未來帶著走
的專業實力。
二、學分學程與我們系上的模組有什麼關係？
兩者之間差別在於，學分學程的課程規劃符合跨域精神，規劃將包括他系課程共同
組成專業學習，而模組課程則將系上的選修課程依性質區分各專業領域，讓學生在
選修課程較為集中專業，以提升學生更為聚焦學習，因此學生可依興趣兩者皆選擇
或選其一。

三、學分學程(國際空勤服務-商貿外語學院)課程介紹：
鑒於全球航空產業的持續擴張發展，國內外航空公司空勤人力國際化之需求，以跨
院系整合方式設置本學程，以因應航空界對國際化空勤服務人才外語能力及外型儀
態的高度要求，培育語言及專業均優的空勤服務人才。
1.本學程學分數為 22 學分。
2.須修習完成必修課程(8 學分)及必修深碗課程(空勤服務管理實務 4 學分)。
3.須選修第二外語(至少 4 學分)，專業選修(至少 4 學分)與博雅課程(至少 2 學分)。
4.完成上述條件(至少 22 學分)，授予「國際空勤服務學分學程證書」
。
5.歡迎有興趣的同學進行修習，有任何問題請撥分機詢問各科系學分標準。

【英語角落】
Make hay while the sun shines. 把握時機
A：You know what? Dr. Johnson finally agreed to give me a chance to make up the
test.
B：Unbelievable!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me.
A：It is true. I missed the test because of a car accident.
B：Make hay while the sun shines. Study harder, okay?
make up (ph.) 補足
unbelievable (adj.) 難以置信的
kid (v.) 開玩笑
miss (v.) 錯過、未趕上
hay (n.) 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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