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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空中大學 108學年度暑學期行事日程表 

日期 工作項目 

7/1（一）～9/1(日) 108暑課程開播 

07/1～20（一～六） 108上舊生註冊選課、繳費及轉區 

108上學分學雜費減免申請（上班時間申

請，假日不受理） 

07/01～09/08（一～日） 開放自行列印 108暑選課卡 

07/13～07/14（六～日） 108上新生現場註冊選課 

07/23～07/31（一～二） 108上線上逾期補選課、補繳費及轉區 

（可自行線上選課後列印繳費單，至台

銀、超商、郵局或便利商店繳費） 

108上逾期補辦學分學雜費減免申請（上班

時間申請，假日不受理） 

08/01（三）～ 108上現場逾期補註冊、繳費 

08/08（三） 108暑期作業繳交截止（郵戳為憑） 

08/26（一） 108暑平時成績上網公告 

08/31～09/01（六 ～ 日） 108暑期末考 

09/02～09/11（一 ～ 三） 受理 108暑平時成績更正 

09/07～09/08（六～日） 108暑期末考補考 

09/19（四） 108暑期末考成績上網公告 

09/19～09/27（四～五） 受理 108暑期末考成績複查 

09/25（三） 108暑學期成績上網公告 

10/02（三） 寄發 108暑成績單 

10/14～10/21（一 ～ 一） 受理 108暑成績單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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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中心 108 暑期作業繳交注意事項 
暑期因無面授，作業繳交請依「108 暑高雄中心批閱作業教師名冊」各科各班批閱教師規定之郵寄 

方式繳交，注意事項如下： 

（郵寄繳交作業僅限暑期作業，一般上、下學期依面授教師規定繳交） 
壹、作業查詢及書寫事項： 

     一、各科各次作業題目，由校本部統一出題，查詢步驟：空大首頁→上方點選「在校生」→ 
       「學習資源」項目下點選「教務行政資訊系統」→登入→輸入「帳號（學號）、密碼」 
        →進入系統後，點選左方「學生資訊服務系統」→「作業資訊」→右上方「查詢」→即會 
        顯示作業題目→點選科目上方〝橘底白字的『全選』再選『下載』→存檔→開啟壓縮檔案， 
        可讀取作業檔案。 
    二、若無特殊規定，各科作業請使用本校統一用紙書寫（中心有售，每本三十五元）。 

三、作業書寫方式可採手寫或電腦打字，惟需親自習作，不得抄襲或請他人代筆，一經查察， 

    該次作業成績以零分計算。 

貳、繳交規定事項： 

一、各科各次作業繳交期間：至 108 年 8 月 8 日(星期四)截止；以郵戳日期為憑。 

請按時投寄作業，勿拖延至截止日投遞，以免因郵局當日無法處理造成遲交。 

    二、暑期作業繳交，均採 2 次作業一起郵寄至各科批閱教師指定通訊地址，中心將於 7 月中旬 

        寄發批閱教師名冊、作業郵寄地址及方式、期末考試時間表、試場分佈及平面圖，請同學 

        特別留意。另從『教務行政資訊服務系統(http://noustud.nou.edu.tw)亦可查詢查詢各科批閱教 

        師姓名及郵寄地址。  

      (※學習須知僅限暑期寄發，一般上、下學期仍以高雄中心網頁公告為主，不另寄書面資料。) 
 

    三、由於各科批閱教師不同，故各科各次作業，務必分開裝訂(切勿同科之二次作業訂在一起， 

        以免被誤認只繳一次作業)，並分科放入信封郵寄(請貼足郵資) (若同一個老師可用一個大 

        信封郵寄)，以免造成漏改或誤登；如使用二張以上作業紙作答，應裝訂妥當以免散失。 

    四、寄繳暑期作業時務必清楚書妥所屬批閱教師姓名及教師通訊地址【公告之教師通訊地址】，  

        並填妥學生地址、選修科目、作業次別、班別、學號、姓名、繳交日期等各欄。 

    五、凡作業寄錯批閱教師，一律逕行退還學生，若因此而權益受損，悉由同學自行負責。 

    六、凡逾期繳交或缺交者，該次作業之成績，以「缺」計算。 

    七、請於寄交前，將各科各次作業先行影印或備份留存（請留至成績公布無誤後），以作為郵誤 

        遺失之依據；若萬一郵誤遺失未能提出繳交作業依據致影響自身權益，同學自行負責。 

    

叁、作業之寄退還： 

    一、各科各次作業若需寄回，應分別貼妥回郵並書寫清楚學生姓名、地址（含郵遞區號），俾便教

師批閱後寄還同學。 

二、未貼回郵之作業，同學可於暑期期末考至考場辦公室或期末考後於上班時間至中心辦公室自行

取回【註：請同學於 108 年 10 月 15 日前將作業取回，未拿走之作業視為不取回，中心於 10

月底銷毀】。        

肆、作業繳交、成績查詢及複查方式： 

一、作業繳交、成績查詢：請於 8 月 26 日後，至教務行政資訊系統 http：//noustud.nou.edu.tw/ 

成績查詢/查詢當學期成績，自行查詢個人各科各次作業成績 (恕不接受電話查詢)。 

    

http://noustud.n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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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作業成績複查：(遲交作業恕不受理) 

         1、期末考後：108 年 9 月 2 日至 9 月 11 日前持下列文件至高雄中心(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97 號 科工館南館)辦理，逾期不再受理複查。 

2、申請複查成績需帶文件如下： 

         A、漏登或誤登：檢附批閱過之作業正本。 

         B、郵誤遺失：檢附該科該次作業之影本及報告書。 

伍、其他： 

108 暑期選課卡於 7 月 1 日至 9 月 8 日開放同學自行上網至教務行政資訊系統/註冊選課/列印

選課卡項下列印或查詢。(http：/noustud.nou.edu.tw) 

 

高雄中心(鼎泰河堤專班) 108 暑作業批閱教師名冊 

 科目名稱  班級 
批閱 

老師 

郵遞方式 
學生作業郵寄處 

平信 限時 掛號 

人際溝通的藝術  7@6502  洪博雄 ○ ○ × 
*因個資法，請同學至「教務行政資訊系統

(https://noustud.nou.edu.tw/)」查詢郵寄作業教師地址。 

休閒事業管理 7@6602  汪芷榆 ○ ○ ○ 
*因個資法，請同學至「教務行政資訊系統

(https://noustud.nou.edu.tw/)」查詢郵寄作業教師地址 

家庭與親職  7@7102  李澎蓉 ○ ○ ○ 
*因個資法，請同學至「教務行政資訊系統

(https://noustud.nou.edu.tw/)」查詢郵寄作業教師地址 

幽默與人生 7@7601  邱發忠  × ○ ○ 
(807)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97號(科工館南館) 
 收件人請寫→國立空中大學高雄中心 課務組 
★請於郵件信封的左下方,備註 108暑作業的科目及老師 

★注意： 
1.郵寄方式請依各批閱老師規定，"○"表示郵寄方式，打"x"表示不方便收件。  

2.請於寄交前，將各科各次作業先行影印或備份留存(先留至成績公布無誤後)。          

 

 

國立空大暨空專(鼎泰河堤專班) 

108 學年度暑學期期末考教室ㄧ覽表 
考試地點： 鼎泰里辦公室 2 樓教室 

地    址：  807 高雄市三民區寶鼎街 50 號 

科目 班別 試場 考試時間 

人際溝通的藝術  7@6502  
鼎泰里辦公室 

2 樓教室 
期末考 108年 8 月 31日(星期六)                                   

15：00 - 16：10 

休閒事業管理 7@6602  
鼎泰里辦公室 

2 樓教室 

期末考 108年 8 月 31日(星期六)                                   
16：30 - 17：40                                                                          

家庭與親職  7@7102  
鼎泰里辦公室 

2 樓教室 

期末考 108年 9 月 1 日(星期日)                                   
08：30 - 09：40 

幽默與人生 7@7601  
鼎泰里辦公室 

2 樓教室 

期末考 108年 9 月 1 日(星期日)                                   
16：30 -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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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空中大學高雄中心    學年   學期期中、期末考請假補考申請書 

                       申請日期： 

姓名  學號  電話  

□空大學生   □專科部學生 □期中考  □期末考 

科目班別 1  科目班別 2   

科目班別 3  科目班別 4  

科目班別 5 中心聯絡電話：07-3800566  傳真：07-3800861 

請假代號/原因  申請人簽章： 

承辦人：           主任： 

  附表：考試請假相關規定  
一、受理時間：同學因故無法參加考試時，請於考試前二週內攜帶證明文件，親至或託人至中心辦       
    理請假手續；臨時事故者最遲於考試後二日內檢具文件補辦。(不受理郵寄請假)。 
二、申請時須檢附：1.補考申請書2.正式證明文件3.選課卡（影本）；正式證明文件「須能證明考試

當日確實無法應考之證明文件，證明文件不符或不全，恕不受理」。完成請假手續，使得參加補
考。 

三、學生無法如期參加考試又未請假參加補考者，以曠考論處，該次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學生如期參加期中、期末考試復參加補考者，該次考試成績以正考成績計算。 
四、補考地點：高雄中心(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97號 (科工館南館) 
五、請假事由類別： 

請假代號 請假原因 證明文件 

A1 兼具本校大學及附設專科部學生身分者因考查衝堂者 學生證 

A2 因本校所訂考查日期與考試院依法舉辦之考試相同者 准考證 

B1 懷孕、生產、生理假 醫院書面證明 

B2 因哺育3歲以下幼兒之突發狀況 戶籍資料及醫院書面證明 

B3 因重病、意外事件等臨時狀況 醫院書面證明 

C1 本人或二等親內親屬結（訂）婚：限結（訂）婚當天 喜帖或請帖及相關證明文件 

C2 二等親以內親屬喪假：限死亡或告別式當天  訃文及相關證明文件 

C3 教育或點閱召集 召集令 

C4 參加檢定或證照考試 到考證明 

C5 參加工作應徵考試 相關證明文件 

C6 因公出國或出差 正式之證明文件 

C7 公司輪值或上班 服務單位開具正式證明文件 

C8 其他特殊原因申請專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相關證明文件 

D1 其他個人因素(請詳列原因)  相關證明文件 

    六、請假代號說明如下：  
(1) A1 ~C7補考成績以實得分數計。 
(2) C8 由學生提出請假特殊原因專案申請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者補考成績以實得分數計， 

         未通過者其補考成績超過六十分以上之成績以五折計。 
 (3) D1其補考成績超過六十分以上之成績以五折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