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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一、 請「學生證」尚未加蓋 108學年度第 1學期註冊章之同學，完成繳費註冊者，持學

生證至註冊組加蓋註冊章，以維護學生身分權益。 

二、 請各學制一年級新生尚未領回入學資格之畢業證書者，持學生證至註冊組領回。 

三、 本學期轉入之四技及五專轉學生，請持學生證至註冊組領回轉學資格之畢業證書或

修業證明書。 

四、 本學期期中考試至 11月 1日完成，教師輸入期中成績截止日期為 11月 8日，因此

同學於 11月 11日起可開始查詢期中成績。   

五、 已申請 108學年度第 2學期轉系(科)同學請注意，轉系(科)核准公告預計本學期期

末前會公告並各別簡訊通知核准通過者。 

【課務組】 
一、 考試請假辦理方式： 

因期中考為重大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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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停修申請公告】 

期中考後同學如欲申請停修，請注意下列相關規定，但提醒同學停修之科目於成績

單上會註記「停修」，若為必修科目則要考量日後重補修的問題。建議同學在學習

上如遇任何問題，宜優先考量善用學校各式學習輔導資源來改善學習成效。 

1.停修資格： 

學生申請停修課程，每學期以一科期中成績 49分(含)以下科目為限。 

但有下列情況者，不在此限： 

(1)學生於當學期期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依本辦法針對不及格科目提出申請辦理停修。 

(2)學生因重複修習課程，經系上認定者。 

(3)學生修習校外實習課程，如有適應不良等特殊因素，經開課系(科)與職涯發展

暨校友服務處同意者。 

2.停修作業： 

(1)辦理時間：108年 11月 11日至 22日止，並以

申請 1次為限。 

同學於線上申請(學生選課系統-網址：

http://140.131.78.109/selectGuide/)，並列印停修

申請單，經導師、任課教師及所屬系(科)主任同意

後，送教務處辦理。惟停修後之修讀總學分數

不得低於學則規定之當學期最低修習學分數。 

(2)在停修結果未正式公告前，提醒同學仍要到班

上課，若無故不到課者個人缺曠紀錄將受影響，

課程停修前已缺曠之紀錄，不得註銷。 

(3)首次辦理停修者可至本校學生選課系統「停修

作業」項下觀看線上停修申請教學影片。 

3.「語言測驗輔助教學課程」：也適用停修之規定，

有關語言測驗輔助教學的停修方式如下： 

學生如於學期中已通過所屬系所之「英語能力檢定」標準，可至課務組辦理停修，

不受限於期中考 49分以下之規定，且申請期限放寬至期末考週前(第 17週結束

前)，即採「隨考～隨停」方式辦理！ 

4.有關課程停修詳細規則請參閱教務處網頁「學生選課辦法」。 

三、 本校提供豐富多元學習輔導資源，如同儕輔導、教學助理、教師 Office Hour、語言

診斷中心、學習 SOS中心、各類型輔導課程等，同學可多加利用。相關資訊可與

各任課教師、導師或系辦公室詢問，亦可與學校教學發展中心學習促進組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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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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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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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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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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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服務中心】 
一、 上週前往教室維護數位講桌時，發現信義樓 C55教室的講桌上有大面積咖啡汙漬，

雖然已經風乾，但仍可看出咖啡流向講桌前方和右側，甚至機櫃內部的痕跡；在此

再三叮嚀，請勿將飲料放在講桌上哦！飲料杯(瓶)請放置在講桌左側的杯架上。 

二、 同學們若發現講桌上有潑灑飲料，當下又沒有清潔用品處理時，請立即通知聯合服

務中心，我們的服務分機是 1249或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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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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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中心】 
一、 近期校內外英語競賽 

1.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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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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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第 7屆朝陽科技大學應英盃英語教學暨商務管理學生專題競賽 

(1)目的：鼓勵學生透過專題競賽活動，開發參賽者創意、英

語能力，以及商業知識。 

(2)報名截止：12月 13日(星期五)下午 3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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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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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行動應用實務-創新設計學院)課程介紹： 

本學分學程主要發展重點是培養學生在行動平台(如智慧型手機、手持裝置等)上開

發程式的能力，搭配雲端技術應用、雲端視覺化設計、AI人工智慧應用等產業發展

趨勢課程，配合產業需求進行行動服務和行動商務等系統的規劃與開發，讓學生學

習更貼近業界實務應用，增進專業領域能力。 

1.本學程學分數為 20學分。 

2.必須修習完所有必修課程。 

3.專業必修課程群組，至少修習 2門，至多修習不限制。 

4.選修群組，至少修習 2門，至多修習不限制。 

5.博雅課程群組，至少修習 1門，至多修習 1門。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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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you make your bed so you must lie on it. 咎由自取 
 

A：Tomorrow is my Freshman English exam and I know nothing about it. What should 

I do? 

B: I beg your pardon? Did you attend the class regularly? 

A: Not that much. I often missed it because I was too late to get up. 

B: As you make your bed so you must lie on it. You deserve it. 
 

beg one’s pardon (ph.) 沒聽清對方的話，希望他重複一遍時使用 

regularly (adv.) 定期地 lie (v.) 躺、臥 

get up (ph.) 起床 deserve (v.) 應得 

make bed (ph.) 舖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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