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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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畢業典禮於 6 月 12 日(星期日)舉行，符合畢業資格之同學於當

日由導師頒發學位證書，如當日無法出席畢業典禮之畢業生，可於畢業典禮結束後，

自行持學生證至教務處註冊組簽名領取。 

二、本學期非畢業班學生辦理自動休退學截止日為 6 月 17 日(星期五)，逾期不受理。 

三、本學期期末考試週為 6 月 20 日(星期一)至 24 日(星期五)，學期成績教師輸入期限為

6 月 29 日(星期三)，6 月 30 日(星期四)開放同學查詢學期成績，對成績有疑慮請先

洽詢授課教師。 

四、如戶籍或通訊資料(地址、聯絡電話及手機號碼等)有更換，請至註冊組填單申請。 

【課務組】 

一、111 學年度第１學期選課： 

(一)選課日程及選課懶人包 

   

 

 

選課日程 
日四技選課 

懶人包 

日二技選課 

懶人包 

五專選課 

懶人包 

微學程 

學分學程 

(二)選課日期 

第 1 階段(已結束) 第 2 階段 
畢業班 

輔系、雙主修 
第 3 階段 

選課抽籤 

結果查詢 
6 月 15 日至 27 日 

6 月 29 日 

至 30 日 
9 月 8 日至 16 日 

6 月 14 日 

6 月 15 日至 16 日 

畢業班優先加選 

(額滿為止) 

提前辦理 

線上人工選課 
最後網路加退選 

14:00 起 

6 月 17 日起全校選課 

(改抽籤制) 

第 1 次加選→6月 21 日抽籤 

第 2 次加選→6月 24 日抽籤 

第 3 次加選→6月 28 日抽籤 

含跨進修部 

選課 
開放人工加選 

(三)第 2 階段選課 

1.本階段開放隨班附讀選課，惟新生班級課程不得加選。 

2.畢業班學生，可於 6 月 15 日(星期三)至 16 日(星期四)期間優先加選，額滿為

止(前 2 日不抽籤)。 

 

3.自 6 月 17 日(星期五)至 27 日(星期一)止，選課方式將比照第 1 階段，以抽籤

方式辦理(分 3 次抽籤)。 

4.第 2 階段抽籤順序與第 1 階段相同：該系該年級本系高年級他系高年級 

5.第 2 階段可加選名額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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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如有學生退選，釋出新

的名額，則於次 1 階段抽籤重新開放加選，詳細說明請參見選課資訊網【選課

須知】。 

(四)畢業班學生請特別注意 

1.畢業班學生，若未達所屬系(科)英文畢業門檻，請把握選課機會，務必加選【語

言測驗輔助教學課程】。 

2.畢業班同學、修輔系及雙主修同學，將於 6 月 29 日(星期三)至 30 日(星期四)

提前開放「必修課程」人工加選(含跨進修部選課)，後續將另行公告線上辦理

程序。  

二、110 學年度暑期重補修選課公告：  

(一)繳費時間：6 月 10 日(星期五)至 14 日(星期二)，疫情期間採線上繳費。 

(二)請至學生選課系統「暑修選課」查詢開課及相關資訊。 

三、關於扣考 

(一)本學期不實施扣考制度，但曠課節數仍列入連續兩學期曠課超過 45節退學規定，

除學校認定之防疫假由學校統一處理外，其餘假別請依規定完成請假。 

(二)課程缺曠紀錄如有問題，應於規定時間內向忠孝樓 1 樓生輔組(分機 1213)洽詢。 

四、提醒學生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教科書。 

五、防疫提醒： 

請學生做好自主健康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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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共同維護上課權益：請注意最新消息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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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各教學或行政單位協助。 

 

 

 

 

 

【聯合服務中心】 

一、聯合服務中心將於暑假期間進行筆記型電腦軟體更新及認證，請同學們於期未考週

將所借用筆電歸還。 

二、感謝各班數位設備股長於本學期提供授課教師智慧講桌使用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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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中心】 

一、近期校內英語活動： 

(一) 2022 致理科技大學全英商務英語體驗營 

目的：藉由全英語授課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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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6 月 21 日(星期二)15:00 止。 

活動時間：6 月 27 日(星期一)至 30 日(星期四)。 

參加對象：本校在校學生。 

二、近期校外英語活動： 

(一)英語智慧學習城市作品徵選 

目的：有鑒英語教學成效落差，翻轉學習的新模式，使學生可以運用線上英語學

習平台，在自己的城市學習「生存」英語（survival 

English）。除了生存英語，加入創作任務，除了

增加師生與數位學習平台的互動，強化學習的持

續性外，也透過實作，達到學習遷移的目標。期

望協助學生適性發展，藉由多樣且實用的聽說讀

寫課程，找到最合適的英語學習模式。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6月 15日(星期三)17:00止。 

參加對象：全國高中職(含大專院校)以上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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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學年度學程時間：5 月 1 日(星期日)至第三階段選課結束前 3 天。申請後，

由【學程召集老師】審核，審查結果同時也會寄發通知至您的電子信箱，請密切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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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完畢：►學生選課系統/學分學程選課/學程相關功能/其他功能/學程修習完畢審查

申請。申請後，由【學程召集老師】審核，審查結果同時也會寄發通

知至您的電子信箱，請密切注意。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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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自申請修讀學程 2 年內僅修習該學程課程 2 門

(含)以下者，視同放棄修讀該學程，學程主辦單位得主動註銷其修讀資格。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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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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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學分學程證明書請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微學程證明書(電子檔)將由各學院學分學

程管理中心寄室學生信箱。 

十、跨領域學習中心：學分學程暨微學程懶人包及影片說明(申請學程、學程選課、常

見問題)。 

 

 

活動詳情 報名連結 

  

活動詳情 報名連結 

  

懶人包 申請學程 學程選課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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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角落】 

Wet blanket  掃興的人 

A: Hey Kevin, Jennifer and I are discussing our New Year dinner plan.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B: No, I’m not interested at all. I prefer to stay home. 

A: Come on, don’t be a wet blanket. It’ll be fun! 

discuss (v.) 討論  plan (n.) 計畫  join (v.) 參與 

interested (adj.) 有興趣的    dinner (n.) 晚餐   fun (n.) 樂趣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黑暗中總有一絲光明 

A: Daniel got into a car accident and broke his leg last month.  

B: Oh my goodness, how has he been? 

A: He was released from the hospital yesterday. He’s now dating one of the 

nurses who took care of him then. 

B: Ha,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accident (n.) 意外  break (v.) 打斷  leg (n.) 腿    release (v.) 釋放 

my goodness (n. phr.) 老天爺呀!    hospital (n.) 醫院   care (n.) 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