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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空中大學高雄中心 110學年度下學期活動計畫表 
活動時間 活動項目 承辦單位 

2/14 (一) 110 下課程開播  

2/14~2/16 （一~三） 110 下網路申請學分抵免撤銷  

2/14~2/19 （一~六） 110 下學分減修及採認上網登錄。  課務組 

2/14~4/17 （一~日） 開放學生自行列印 110 下選課卡 註冊組 

2/17~2/19 （四~六） 受理 110 下學分減修現場繳件 課務組 

2/16 (三) 寄發 110 上成績單 校本部註冊組 

2/18 (五) 110 上畢業生至所屬中心領取學位證書 註冊組 

2/23~3/3 （三~四） 申請補發 110 上成績單 註冊組 

~2/28 (一) 110 上學分申請公務人員學習認證截止日 註冊組 

3/1 (二) 傳送 110 下大學部畢業申請通知 校本部註冊組 

3/10～3/12 （四~六） 辦理 110 下大學部畢業申請、應屆畢業生加改選 註冊組 

3/13 (日) 110 下第一次面授(高雄) ＊一般生實體面授第 1、2 次改為視訊面授 課務組 

3/25 (五) 公告 110 下專科部應屆畢業生名單（專科部網頁） 校本部註冊組 

3/27 (日) 110 下第二次面授(高雄) ＊一般生實體面授第 1、2 次改為視訊面授 課務組 

3/31 (四) 寄發 110 下空大新全修生及空專學生證（以掛號寄發） 校本部註冊組 

4/1~6/30 （五~四） 111 上招生網路報名 校本部註冊組 

4/16-4/17 （六~日） 110 下期中考試  如因疫情影響考試方式，請留意防疫專區最新公告  

4/22 (五) 發送 111 暑選課通知、公告註冊選課注意事項 校本部註冊組 

4/23-4/24 （六~日） 110 下期中考補考 如因疫情影響考試方式，請留意防疫專區最新公告  

5/1~5/20 （日~五） 
＊111 暑舊生網路選課、繳費、轉區、轉科組（專科部） 
＊111 暑學分學雜費減免申請（上班時間辦理，假日不受理） 

註冊組 

5/4 (三) 110 下期中考考試成績開放網路查詢 校本部資科中心 

5/4~5/12 （三~四） 申請 110 下期中考試成績複查 註冊組 

5/19 (四) 傳送 110 下大學部畢業初審結果通知 校本部註冊組 

5/20 (五) 110 下單科退選申請截止日 註冊組 

5/22 (日) 110 下第三次面授(高雄)  課務組 

5/23~5/31 （一~二） 
＊110 暑線上逾期補選課、補繳費、轉區、轉科組（專科部） 
＊110 暑逾期補辦學分學雜費減免申請（上班日辦理，假日不受理） 

註冊組 

6/12 (日) 110 下第四次面授(高雄)  課務組 

6/18~6/19 （六~日） 110 下期末考試  如因疫情影響考試方式，請留意防疫專區最新公告  

6/20~6/29 （一~三） 申請 110 下平時成績更正 註冊組 

6/24 (五) 發送 111 上選課通知、公告註冊選課注意事項 校本部註冊組 

6/25~6/26 （六~日） 110 下期末考補考 如因疫情影響考試方式，請留意防疫專區最新公告  

110 下學期末  公布 110 下學分採認、減修結果（至教務行政系統查詢） 校本部課務組 

7/1~7/20 （五~三） 
＊111 上舊生網路選課、繳費、轉區、轉科組（專科部） 
＊111 上學分學雜費減免申請（上班時間辦理，假日不受理） 

註冊組 

7/4 (一) 111 暑課程開播  

7/4~9/11 （一~日） 開放學生自行列印 111 暑選課卡 註冊組 

7/6 (三) 110 下期末考考試成績開放網路查詢 校本部資科中心 

7/6~7/14 （三~四） 申請 110 下期末考試成績複查 註冊組 

7/9~7/10 (六、日) 111 上新生現場註冊選課 註冊組 

7/12 (二) 110 下學期成績開放網路查詢 校本部資科中心 

7/15 (五) 
傳送 110 下大學部畢業複審結果 
公告 110 下專科部畢業生名單（專科部網頁） 

校本部註冊組 

7/21 (四) 寄發 110 下成績單 校本部註冊組 

7/23~7/31 （六~日） 
＊111 上線上逾期補選課、繳費、轉區、轉科組（專科部） 
＊111 上逾期補辦學分學雜費減免申請（上班時間辦理，假日不受理） 

註冊組 

7/23-8/3 （六~三） 申請補發 110 下成績單 註冊組 

7/28 (四) 110 下畢業生至中心領取學位證書 註冊組 

8/5 (五) 111 暑單科退選申請截止日 註冊組 

＊辦理期間如遇國定紀念或節慶假日（非週末假日），則當天不受理。  
＊教務相關事項行事曆請參照教務處網頁公告。 
＊日期如有更新以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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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務組特別叮嚀 

★『面授、考試』注意事項★ 
 

一、 因 Covid-19疫情仍在二級警戒，配合防疫考量，本中心「一般生」實體面授班第

一、二次面授改採視訊方式，請依照原定實體面授班級日期及時間，由原班級面

授老師以視訊方式上課。第三、四次面授方式(如採到校實體上課或視訊面授方

式上課)中心將於 5月上旬在 LINE群組中告訴同學，請留意訊息。 

二、 實體面授視訊教學採用 Webex視訊會議系統進行課程教學，如從未使用「WebEX 視

訊會議系統」者，請務必要先安裝 Cisco WebEx Meetings程式。 

『實體面授班』視訊教學，不實施錄影，如錯過課程無法補看錄影檔。 

請同學於原實體面授的日期時間點選連結進入上課（上課網站：目前學校建置中，

屆時於各班的群組中告知同學視訊上課路徑，實體面授班科目群組請看第 8頁）。 

 

考試資訊→因應 COVID-19疫情持續變化，本校 110 下學期期中、期末考方式 

          如有變動，教務處統一於題型公告日公告學生週知，期中考於 3月 

          21日公告，期末考於 5月 23日公告，請留意防疫專區最新公告。   

 

 

 

 

★學分抵免撤銷、學分減修及採認申請★ 
※學分抵免撤銷、學分減修及採認申請日期→上學期：9 月份，下學期：2 月份。 

  110 學年度下學期空大暨附設空專學分抵免撤銷上網登錄時間為 111 年 2 月 14 日 

  至 10 日，學分減修及採認上網登錄時間為 111 年 2 月 14 日至 19 日。 

 （申請學分減修者請於 111 年 2 月 17 日至 19 日至中心現場繳件。） 

※詳細日期及相關規定請參閱學分抵免網站

http://studadm.nou.edu.tw/FileManage/download?categoryId=14 

http://studadm.nou.edu.tw/FileManage/download?categoryI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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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授、上課及繳交作業重要規定 (請詳閱以下內容) ★ 

一、面授 

  (一) 請假：學生因故無法參加面授上課請依規定請假。 

            網路線上請假：自 105 上學期起，學生可採線上方式辦理面授請假（含視訊面授）。 

            註：如已線上面授請假，無須再填寫紙本面授請假單，面授老師可直接在系統中查 

            詢到同學面授請假。登入教務行政資訊系統→左方 學生資訊服務系統→請假申請→學 

            生線上請假。（點我看操作步驟） 

二、作業繳交及發還 

  (一) 作業題目： 

   1. 學期作業題目，第一次作業由學校統一出題，第二次作業由各科各班面授老師自行命題。 

   2. 作業題目查詢處→教務行政資訊系統：https://noustud.nou.edu.tw/ 

       《教務行政資訊系統查詢作業題目步驟》： 

        空大首頁【 http://www.nou.edu.tw 】上方「在校生」→學習資源中之「教務行政資訊系統」→ 

         登入帳號密碼→左方 作業資訊→查詢平時作業→點選第幾次作業→ 點選上方「查詢」→勾 

        選科目→下載 

     3.『跨中心網路面授班』者，作業也自教務行政資訊系統查詢。作業繳交方式、期限，老師會在 

        視訊面授上課時宣布，同學如錯過上課時間，務必在面授日後 3～5 個工作天至數位學習平 

        台觀看視訊面授錄影檔，以免漏失教師宣布的相關訊息跟作業繳交期限。 

        視訊面授錄影檔的操作步驟進入高雄中心網頁→學生專區→課務資訊→ 跨中心網路面授 

        最下方「觀看網路面授上課錄影檔操作步驟」 
 

  (二) 作業繳交次數及日期： 

     1. 原則上第二次面授繳交第一次作業，第三次面授繳交第二次作業，如面授教師另有規定，則 

       以老師規定為準。＊視訊面授同學請務必參與上課以免錯過老師訂定的繳交作業期限。 

     2. 實體面授班的作業如需中心代轉，請於繳交截止日前 5 日，親送或郵寄至中心。【親送者請務 

        必於中心上班時間內送交；郵寄者請以掛號郵寄，並於兩日後致電中心確認是否有收到作業】 

     3. 如以 e-mail 方式繳交作業，請同學務必確認老師的電子信箱是否正確，如因電子信箱輸入錯誤 

        致未寄達無法申請成績複查，將影響平時成績。 

     4. 請保留作業備份（電子檔、紙本作業之影本）至學期末成績系統公告無誤為止。 
   

  (三) 作業規定： 

    手寫者請以校本部規定之統一格式作業紙書寫（本中心有代售，每份 35 元）。同學書寫作業時， 

    注意填妥正確之學號（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面授班別、科目及作業次別，以免因資料不全或不 

    正確致無法登錄成績而影響個人權益。各科各次閱畢之作業正本請保留至收到學期末成績核算無 

    誤為止。 
  

  (四) 作業發還及處理： 

    本學期因 Covid-19 疫情因素採視訊教學，實體面授班老師平時作業處理方式： 

    (1)同學採自行 mail 作業給老師→平時作業老師亦線上批閱，不會將批閱結果寄還同學。 

    (2)由中心代為轉交→同學若郵寄紙本作業請中心代為轉交，需取回作業者，請自行貼妥回郵並 

                      書寫清楚姓名、地址，如未貼回郵者視為不取回作業。 

※依本校 107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決議，自 108 上開始期中考成績達 30 

  分未滿 60 分者，得向面授教師申請期中二次考查。 
※自 109(上)起學生平時成績分為三部份:兩次作業占 20 %，學習參與（含面授到課率）10%。 

https://noustud.nou.edu.tw/shared_tmp/sys/help/PLA/PLA021M.pdf
https://noustud.nou.edu.tw/
http://www.n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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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畢業業注注意意事事項項  
1. 空大畢業採申請制，上、下學期各一次，暑期無畢業申請之提出。 

2. 專科部學生由學校主動審核是否符合畢業資格，無須提出畢業申請，符合規定由校本部發給畢業證

書。 

空大畢業資格： 

  1、全修生身份 

  2、總學分數：(已修得累計學分數)＋(抵免、減修之學分)＋(當學期選修之學分數)＝128 學分者 

  3、空大提出畢業申請【上學期約在 10 月份左右（暑期與上學期一同提出畢業）；下學期約在 3 月份 

     左右】 

  4、詳細規定請參考學則規定或空大網站：畢業專區 https://is.gd/L4WflD 

註：110（下）空大全修生畢業申請：111 年 03 月 10～12 日，共三天；請攜帶

『身份證、學生證、印章，並準備英文姓名（盡量與護照相同）』，至中心辦理。 

 

 

空專畢業資格： 

1、 總學分數：『生命事業管理科』校共同 8 學分＋科共同 18 學分＋分組選修 25 至 54 學分＋相關選修

0 至 29 學分＝80 學分者。 

『行政管理科』、『企業資訊管理科』、『社會工作與福利行政科』、『綜合商業科』校共同 8 學分＋

科專修 43 - 72 學分＋相關選修 0 - 29 學分＝80 學分者。 

2、 詳細規定請參考空專網站： https://jc.nou.edu.tw/ 

【註】以上資訊以最新公告為主，請隨時注意學校網頁或中心網頁。 

 

 

 

 

 

 

 

 

 

 

 

 

~~佳言~~ 

「善讀書者，無之而非書。山水亦書也，棋酒亦書也，花月亦書也。善遊山水者，無之而非山水。書史亦山水也，詩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張潮‧幽夢影） 

註冊組 

https://studadm.nou.edu.tw/FileManage/download?categoryId=15
https://jc.n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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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各類類證證件件申申請請 
 

請於上班時間辦理或郵寄申請，地址：807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97 號（科工館南館）空大辦公室

註冊組辦理，申請表可至中心索取或上網下載。 

【申請表下載路徑：空大首頁（www.nou.edu.tw）→右下方〝學術暨行政單位〞→行政單位〝教務處〞

→右上方〝表單下載〞→學生常用表單→申請證件內的〝國立空中大學學生中英文證件申請表〞】 
 （除中文歷年成績表、中文學業成績表、學期成績單暨學分證明書、補發選課卡，可由中心當 

 場製發外，其餘證件則由校本部製發，請附回郵信封。)  

洽詢電話：（０７）３８００５６６轉１７１７、１７１９ 

申請項目 工本費 說明 

1.學期成績單暨學分證明書 

2.英文學期成績單（限前一學期） 

3.試辦期間學分證明書附身分證影本(限 1 份) 

每份 20 元 
1.請上網下載『國立空中大學學生中英文證件申請表』 

2.英文成績單之姓名須與護照相同，並檢附二吋相片

(申請份數＝繳交相片數量)。例：2 份 2 張照片，依

此類推。 

3.書妥姓名、地址之回郵信封乙只。 

1.中、英文歷年成績表 

2.中、英文學業成績表 

3. 英文在學證明書 照片＝申請份數  

每份 30 元 

學生證遺失補發 附脫帽照 1 張 100 元 

1. 請上網下載『國立空中大學學生中英文證件申請表』 

2.掛號（28 元）回郵信封乙只、二吋相片乙張（背面書妥

姓名、學號）。學生證由中心受理收件，於每月的 15 及 30

日各寄一批至校本部製發，約需一個月同學始可收到學生

證。(空大選修生無學生證)  

在學證明書 
奉教育部 77 年 4 月 18 日台（77）社字第 16308 號函同意。 

本校全修生得以學生證及註冊選課卡併同使用以代替在學證明書，不另

發證明。 

空大暨空專公務人員學分認證及登錄：每學期（含暑期）受理一次網路登錄。 

認證申請日期為：上學期 2 月底前，下學期 8 月底及暑期 10 月底前提出申請。 

 【註】：同學錯過申請日期，可自行上網下載『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登錄及補登申請表』，以掛號 

        寄至（24701）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 172 號 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 申請表下載路徑：國立空中大學（www.nou.edu.tw）→右下方〝學術暨行政單位〞→行政單位〝教務處〞 

           →右上方〝表單下載〞→學生常用表單→其他內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登錄及補登申請表〞】 

資料變更： 

1、凡地址或電話變更可採以下兩種方式辦理(擇其一)： 

 (1)、自行上教務行政資訊系統：空大首頁→上方『在校生』→學習資源中『教務行政資訊系統』→ 

     個人資訊→異動學生基本資料(修改後請記得按『存檔』)。 

 (2)、郵寄或傳真中心：至空大教務處『表單下載』區，學生常用表單中學籍相關內下載『學生基本資 

      料更正申請表』，請書妥姓名、學號及欲變更之料傳真至(07)3800861 或郵寄至中心。 

2、申請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等事項更正：需檢附戶籍謄本正本及身分證影本。 

轉區申請： 

1、轉區至高雄中心 

  請至中心填寫轉區申請書、或至空大教務處『表單下載』區，學生常用表單中學籍相關下載『轉區 

    申請表』書妥後再以郵寄或傳真方式向中心辦理。【辦理時間約為暑、上、下學期選課時期，請密切注意公告。】 
 

2、轉區至其他中心：請直接與欲轉入之中心聯繫。例：高雄中心學生欲轉至台南中心，請向台南中心提出。 

    向中心辦理。【辦理時間約為暑、上、下學期選課時期，請密切注意公告。】 

註冊組 
申請表下載 

https://studadm.nou.edu.tw/FileManage/select_files
https://studadm.nou.edu.tw/FileManage/select_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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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大暨空專（實體面授一般生）110學年度下學期 

面授時間、教室ㄧ覽表 
高雄校區同學請注意: 

◎本學期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為減低老師與學生群聚感染風險，110下實體面授班第一、二次   

  面授採視訊方式，透過電腦或行動裝置視訊上課，無須到校。第三、四次面授方式(如採到校  

  實體上課或視訊面授方式上課)中心將於 5月上旬在 LINE 群組中告訴同學，請留意訊息。 
◎本學期選課卡面授班別有六碼，如 7K7203、7R7102，有關面授班別代號說明如下： 
第一碼：7代表高雄中心 
第二碼：表校區，K→高雄、R→屏東、@→專班 
第三碼：[7]表星期日面授 ；第四碼：表時段；第五、六碼：表班別 
◎另選課卡上班別第三碼為【Z】[如 7RZ001與 7KZ001(表示夜間班)，7KZ101與 7RZ101(為下午班))]
代表跨中心網路視訊面授班，採視訊面授，指無須到學校面授，學校會安排四次視訊面授日期及上課

時間，請同學在家中透過電腦與老師視訊上課。視訊上課日期、時間(下午班：14:00-14:50，
15:00-15:50；夜間班：19:00-19:50，20:00-20:50)、視訊老師，請至國立空中大學首頁
(www.nou.edu.tw)，點選上方『在校生』再選“跨中心網路面授”查詢。如果上課日期異動，學校會
在教務處網頁上公告，請同學隨時上網查詢。【提醒同學如視訊面授當天有事情無法上課，記得請假
喔！(採線上請假方式)】。視訊班的作業請依視訊老師規定繳交。 

 

國立空大暨空專高雄中心(實體面授一般生)110 學年度 下 學期 

面授時間課程表 

科 目 班別 
實體面

授教室 
面授時間 

實體(或視訊)面授日期 

一 二 三 四 

111/3/13             
(星期日) 

111/3/27             
(星期日) 

111/5/22             
(星期日) 

111/6/12 
(星期日) 

家庭概論 7K7101 1 08:00~09:50 

視訊面授 視訊面授 

〃 〃 

生活美學 7K7201 1 10:00~11:50 〃 〃 

銀髮族心理健康 7K7207 3 10:00~11:50 〃 〃 

性別健康與多元

文化 
7K7301 1 12:30~14:20 〃 〃 

健康療癒環境規

劃 
7K7401 1 14:30~16:20 〃 〃 

生命教育 7K7501 1 16:30~18:20 〃 〃 

實體面授班的同學，請加入 110下高雄中心實體面授班的群組(請看下頁)，

如第 3、4次面授採實體上課，苓雅國中平面圖將於面授前公告於 line的群組

上，另群組中的記事本屆時會公告視訊上課的網址及操作步驟。 

http://www.n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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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下學期 高雄中心 

『實體面授一般生』群組 

同學您好： 
請加入您班上的群組【非您科目之群組，請『勿』加入】 

備註：煩請同學先查詢您選課資訊後，再加入 line群組，謝謝。 
 

 

 

 

 

 

 

 

 

 

   
科目：家庭概論 
班別：7K7101  

科目：生活美學 
班別：7K7201  

科目：銀髮族心理健康       
班別：7K7207   

   
科目：性別健康與多元文化       
班別：7K7301 

科目：健康療癒環境規劃 
班別：7K7401  

科目：生命教育 
班別：7K7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