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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一、請「非新生班」還未蓋註冊章的班級，由班長協助收集全班同學「學生證」(依學號

由小到大順序)送交註冊組加蓋註冊章(己繳交學雜費的同學才能蓋章)，學生證蓋妥

註冊章後當日發回，以維護學生身分之權益。 

二、依據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本學期申請下學期轉系科時間為 11 月 7 日(星期

一)至 11 月 11 日(星期五)。請有意申請的同學不要錯過申請時間。 

三、同學如己更正戶籍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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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號碼更換時，也請至註冊組申請更新。 

四、請大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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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及選修本系

最少學分數等)、通識選修類別及學分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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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積極通過畢業門檻條件，以如期畢業。 

五、同學可多利用信義樓一樓穿堂及綜合教學大樓一樓的智慧型多元支付自動化服務機，

列印 「單一學期成績單」及「當學期在學證明」。 

【課務組】 
一、111學年度第 1學期致理磨課師選課 

(一)選課網址：https://moocs.chihlee.edu.tw/mooc/index.php (請選 111-1 開課課程)。 

(二)選課日期：111 年 9 月 14 日(三)~10 月 12 日(三)，須以本校學號登入選課，才

可以辦理學分抵免。 

(三)本學期磨課師抵免規定，請參閱「【日課務組】111-1 磨課師課程選課 

網址點選 https://aa100.chihlee.edu.tw/p/406-1002-96157,r8.php 

二、選課結果確認 

本學期第 3 階段選課作業已結束，請同學自行確認選課紀錄，並注意本校學則有關

每學期應修學分數之規定，如有疑義者，請至忠孝樓 3 樓教務處課務組查詢。 

各學制各年級每學期可修習總學分數上下限如下表： 

三、111 學年度校務類評鑑全校師生問卷調查，將於 10 月 3 日(一)及 10 月 4 日(二)辦理，

敬請同學留意問卷通知。 

四、提醒同學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不法影印教科書。 

五、教室借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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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借用時間：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 8:20 至 18:00，其餘時間請洽進修部課務組或總

務處。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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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規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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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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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辦理。 

八、防疫提醒 

(一)確診(或須居隔)同學，請務必確實完成通報(1.填報資料、2.通報確認、3.告知班

導師)，並於居家照護期間，依各課程之教學進度居家學習。 

(二)請同學做好自主健康管理，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班級群組向班級導師及防疫專

線 02-22580318 通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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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制 年級 
學期(必修+選修+附讀) 

最少至最多修業學分數 

選修課最低開課 

人數下限 
備註 

碩士班 
一 4 至 18 學分 

3 人以上開班 
 

二 由各系決定 

二技 
三 16 至 25 學分 

1.大學部依各系各年

級班級數開班： 

1 班 20 人開班 

2 班 25 人開班 

3 班 30 人開班 

2.專科部 25 人開班 

3.通識、體育課程 50

人開班 

4.第二外語 40 人開班 

5.院選修 40 人開班 

修習以下課程

之學分數可外

加於修習學分

數上限，亦可

包含於修習學

分數下限： 

1.校內、校外實

習課程 

2.各學院開設之

深碗 課程(4-6

學分) 

四 9 至 25 學分 

四技 

雙軌四

技 

一 16 至 25 學分 

二、三 16 至 25 學分 

四 9 至 25 學分 

五專 

一、二、三 20 至 32 學分 

四、五 12 至 28 學分 

第 249期 
2022.9.30  

https://moocs.chihlee.edu.tw/mooc/index.php
https://aa100.chihlee.edu.tw/p/406-1002-96157,r8.php


2 

 

第 2 頁，共 3 頁 

 

 

 

 

 

 

 

 

 

 

 

 

 

【聯合服務中心】 
一、有關維護智慧講桌宣導事項： 

(一)請同學們愛惜學校公物，小心維護智慧講桌上的鵝頸麥克風，請勿 360 度繞圈

把玩，一旦故障即不再換新。 

(二)各班級數位設備股長可至聯合服務中心辦理智慧講桌感應卡設定，協助老師使

用數位設備。 

【語言中心】 

一、近期校內外英語活動： 

(一) 2022 第十一屆專業英文字彙(PVQC)暨專業英文聽力(PELC)校內賽 

目的：為因應國際化及培育優秀專業人才，透過

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專

業英日文單字能力國際認證(簡稱 PVQC 國際

證認證)競賽方式培養學生英語文學習興趣，提

升學生職場專業英文詞彙與聽力能力，有效縮

短學用落差，並建立學生國際化的專業語文核心能力，以培養國際競爭力。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3 日（一）下午 5 時止。 

參加對象：本校所有在學學生。 

 (二) 致理科大 2022 英文校園形象文創海報設計競賽 

目的：藉由英文校園形象文創海報設計競賽，培養學

生英文文字表達、學校意象設計及校園導覽介

紹之能力，並提供學生結合語言傳達及文創設

計的學習機會，以培養學生語言溝通力，增進學

生跨領域之學習力及就業力。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年 10月 3日（一）中午 12:00止。 

參加對象：國內各大專院校之在學學生(含五專部)，每件作品可由 1 至 2 名同

學共同報名，並有 1位指導老師。 

(三) 2022 年第三屆科學與科普專業英文能力大賽 

目的：透過競賽方式，促進教師對科學專業英文的資源

活化與經驗的交流，培養學生科學與英語文學習

興趣，提升學生科學與應用專業英文聽寫能力與

詞彙能力，有效縮短學用落差，以建立國際化的

科學專業語文核心能力，培養國際競爭力與移動

力。 

報名時間：請於 11 月 4 日(五)下午 5：00 止。 

參加對象：各大學院校學生。 

【英語角落】 

You can take it to the bank 你可以相信這是真的；千真萬確的事 

 

A: The IT company is going to go bankrupt. 

B: How do you know? 

A: I heard it from a reliable source. You can take it to the bank. 

 

IT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 (n.) 資訊 

technology (n.) 科技 

bankrupt (adj.) 破產 

hear (v.) 聽說 

reliable (adj.) 可靠的 

source (n.)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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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程時間：申請時間依課務組公告選課時間進行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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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學程時的相關文件可查詢學程召集老師的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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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於學分學程選課入口

選課，請於取得學分後，做課程認抵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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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詳情 報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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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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管理中心寄至學生信箱。 

十、影片說明：學程懶人包、申請學程、學程選課、常見問題。跨領域學習中心 is available 

on Apple Podcasts.  

 

 

 

懶人包 申請學程 學程選課 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