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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一、 【轉系(科)申請重要公告】
本學期申請 108 學年度轉系(科)日期為 4 月 8 日(星期一)至 12 日(星期五)，詳細轉系(科)
條件等事項下星期會網路及書面公告。
二、 【輔系與雙主修申請重要公告】
本學期申請 108 學年度輔系(科)或雙主修日期為 4 月 8 日(星期一)至 12 日(星期五)，詳
細輔系(科)等條件相關事項下星期會網路及書面公告。
三、 【畢業資格重要提醒】
1.請各學制應屆畢業班班長至註冊組領回該班同學歷年成績單(含本學期修課科目)及
應修科目表，發給同學以利核對自己的畢業條件與門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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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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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零學分必修課程等，盼能如期順利畢業，
以規劃人生的下一階段。
四、 同學如戶籍資料或通訊資料(包括地址、聯絡電話及手機號碼等)有更換，請務必至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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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更正。

【課務組】
一、 依本校行事曆，4 月 1 日至 3 日因校慶和畢業典禮補假，日間部停課，4 月 4 日至 5 日乃
兒童節暨清明節假期，特此公告。
二、 重要教務資訊哪裡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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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7 學年度暑期重補修開課方式異動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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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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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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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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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4 月 22～26 日

期末考

18

1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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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教室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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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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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總務處。
七、 提醒同學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不法影印教科書！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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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用大型會議廳的小叮嚀：
1.綜合教學大樓 1 樓表演廳及 8 樓國際會議廳已更換成高階投影機，若主講人自行攜帶筆
記型電腦需要外接講桌時，筆電上一定要具備 HDMI 孔，才可連接投影機，事前測試作
業尤為重要，做好場勘的主要訴求有下列 2 點：
(1)及早發現問題，以便相關單位有充裕時間提供協助。
(2)多一分準備，多一分安心。

【數位教學組】
一、 本學期「致理磨課師課程」開始上課囉！
課程

課程名稱

週數

可抵免

開課日期

課程 1

實用職場越南語

8

1 學分

課程 2

拉美文化與西班牙語

8

1 學分

3 月 20 日(星期三)起，

課程 3

幸福魔法師

6

1 學分

目前仍可註冊選讀

課程 4

Salad Bowl,文化/歐美

6

1 學分

本校精心製作之磨課師(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課程，已於 3 月 20 日(星期三)
起於 Taiwan Life 平台開課(開放選課日期至 4 月 2 日)，修讀通過者，可辦理選修學分抵
免（磨課師抵免最高以 6 學分為上限），歡迎同學上線註冊選讀。
網址：http://taiwanlife.org/
◆修課對象：日二技 3 年級、日四技 1 至 3 年級、五專部 4 年級同學。
◆步驟 1：請 4 月 2 日(星期二)前至 Taiwan Life 網站註冊(須以本校 email 帳號註冊)，
並選讀本校磨課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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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每週於平台上觀看影音教學、完成規定作業、討論及測驗。
◆步驟 3：完課後總成績達 60 分者，即可獲得該「課程完課證明」
。
◆步驟 4： 於下學期開學 2 週內，登入「磨課師課程學分抵免系統」
，辦理選修學分抵免。
本學期磨課師課程
實用職場
越南語

拉美文化與
西班牙語

幸福魔法師

Salad Bowl,
文化/歐美

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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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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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詳情

線上報名表單

【學分學程管理中心】
二、 「致理數位學院」
致理數位學院提供各課程之數位學習功能，包括任課教師上傳數位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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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操作功能：學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數位教學組→學生版數位學院操作介紹。
使用「致理數位學院」各項功能，讓您學習無所不在。
三、 「致理數位學院」行動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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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隨地使用「致理數位學院」各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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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詳情

線上報名表單

【英語角落】
Well begun is half done. / Anything well begun is equivalent to being half done.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競賽詳情

線上報名表單

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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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詳情

線上報名表單

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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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競賽日期：5 月 30 日（星期四）

競賽詳情

2.解決社會問題英文演講比賽：
(1)報名截止：4 月 5 日（星期五）
(2)競賽日期：4 月 27 日（星期六）

一、 學生申請修讀學分學程，依公告規定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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囉！
申請網址為 http://140.131.77.93/SISystem/(學生資訊系統)
二、 申請資格為四技二年級( 含)以上及二技學生，可於一年級下學期現在開始，線上提出修
讀申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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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凡自申請修讀學分學程 2 年內僅修習該學程課程 2 門(含)以下者，視同放棄修讀該學分
學程，學分學程主辦單位得主動註銷其修讀資格。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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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報名表單

A: Our team won the first place in the preliminary. We got 98 points out of 100.
B: Way to go! Well begun is half done.
A: With the guidance from Professor Jackson, I believe we are going to win on
the finals.
B: You are right!
equivalent (adj.) 相等的、相同的
first place (ph.) 第一名
preliminary (n.) 初賽
point (n.) 分數
way to go (ph.) 做得好
guidance (n.) 指導、輔導
final (n.) 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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