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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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申請 110 學年度轉系(科)日期為 4 月 12 日(星期一)至 16 日(星期五)，轉系(科)

條件請詳閱學校網站首頁及書面公告。 

二、本學期申請 110 學年度輔系(科)或雙主修日期為 4 月 12 日(星期一)至 16 日(星期五)，

輔系(科)條件請詳閱學校網站首頁及書面公告。 

三、應屆畢業班同學請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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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實檢核，以利如期畢業。 

四、如戶籍或通訊資料(地址、聯絡電話及手機號碼等)有更換，請同學務必至註冊組辦理

更正；戶籍資料更正(姓名及戶籍地址等)，請攜帶戶籍謄本至註冊組填單申請。 

五、本學期學生證尚未加蓋註冊章之同學，請儘速至註冊組蓋註冊章，以維護自身權益。 

【課務組】 

一、4 月 17 日(星期六)補課公告 

(一)依本校行事曆公告，4 月 2 日(星期五)至 5 日(星期一)為兒童節暨清明節假期，

4 月 6 日(星期二)至 7 日(星期三)為校慶暨校友日補假，4 月 8 日(星期四)為畢業

典禮補假，4 月 9 日(星期五)彈性放假（於 4 月 17 日星期六補課）。 

(二)4 月 17 日(星期六)，請依星期五課表到校上課(原上課教室)。 

二、本學期日間部期中、期末考試日期如下： 

考試別 週次 考試日期 

期中考試週 9 4 月 19 日(星期一)至 23 日(星期五) 

畢業班 

期末考試週 
14 5 月 24 日(星期一)至 28 日(星期五) 

非畢業班 

期末考試週 
18 6 月 21 日(星期一)至 25 日(星期五) 

(一)五專部一至三年級期中、期末考試，部分科目採共同會考方式進行，屆時請同學

注意課務組公告之考試日程表。 

(二)本校各學制期中、期末考試均採Ａ、Ｂ卷出題，請同學勿存取巧之心，及早做好

讀書規劃。 

(三)期中考試乃重大考試，若有任何原因需要請假，除取得任課老師同意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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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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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學於考試期間發現相關試場

違規情事，可隨時向監考教師、導師或校方反應。 

三、本學期停修辦理日期為：5 月 3 日(星期一)至 14 日(星期五) 

四、109學年度暑期重補修開課方式提醒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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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上課及同學學習成效。 

(二)暑期重補修以 1 個階段開課，同學如欲利用暑假同時修上、下學期課程，恐有

衝堂問題，請作好學習規劃及準備。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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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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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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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教室借用 

(一)同學若要借用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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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至星期五 8:20 至 18:00，其餘時間請洽進修部課務組或總務處

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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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請大家共同維護上課權益，注意通知及幹部宣導事項，有問題請主動詢問。 

【聯合服務中心】 

一、請共同維護環境衛生，勿將食物或飲料放置於智慧講桌上，避免髒汙設備，影響師

生使用權益。 

二、借用可攜式教學設備，請維持良好使用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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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角落】 

It takes all sorts to make a world.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A: You know what? Michael went climbing up cliffs without a rope or anything. 

B: It does not surprise me.He is a person who likes extreme sports.  

A: Does he not feel dangerous at all? It takes all sorts to make a world.  

 

Climb up (v.) 向上爬 

cliff (n.) 懸崖、峭壁 

rope (n.) 繩索 

extreme sports (n.) 極限運動 

sort (n.) 類型、某類人 

【創新數位教學中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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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透過線上客服獲取更即時的問題回覆。 

二、歡迎同學多加利用本校「致理磨課師平台」線上補救教學課程線上學習。 

致理磨課師：https://moocs.chihlee.edu.tw/moo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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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中心】 

一、近期校內外英語教學及競賽活動： 

(一)2021 萬能科大天籟盃全國大專暨高中航空廣播詞競賽 

目的：為增進大專生與高中職學生對航空服務內容的瞭解及培養學生對活動的

參與感，並藉此活動促進全國大專生與高中職學生之交流與提昇學生對航

空運輸業的興趣。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5 月 6 日(星期四)止。 

參賽對象：全國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在校學生，分為高中組

及大專組。 

注意事項：每隊一人參賽，並設指導老師一人，每人限報

名一隊，不得重複，指導老師可重複指導多組。 

 

(二)2021 致理盃國際商貿英語簡報競賽 

目的：藉由商貿簡報競賽，鼓勵學生練習英語口語表達及訓練組織規劃能力，並

提供菁英學子相互觀摩機會，以提升學生學習英語

之興趣及職場競爭力。 

網路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5 月 7 日(星期五)。 

參賽對象：全國高中職(含五專三年級以下)及大專院校

(含五專四年級以上)在校學生。 

 

(三)110 年(第三屆)中英寫作線上練功房 

目的：為提升大專院校學生之中英文讀寫能力，辦理「110

年中英寫作線上練功房」線上寫作活動。 

報名時間：2 月 1 日(星期一)至 6 月 6 日(星期日)。 

參賽對象：全國大專院校在學生，名額以 20 名為原則，

額滿截止。 

參賽地點：線上舉辦，不限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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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含：

學生申請及放棄學程時間、學生修讀學分學程及微學程步驟、本校學分學程及微學

程、深碗課程。 

二、學生修讀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是否認列其畢業學分與畢業門檻，由學生所屬系循

各系課程規劃程序認定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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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提醒應屆畢業生(106 級入學生)若同時想在畢業證書上註記修過學分學程字樣，須在

學期第 13 週前(5 月 14 日星期五)提出申請審核學程資格。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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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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