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維護個人權益，有關學校及中心各項規定，請查閱空大及本中心網頁，
日後公布之訊息如與本表不相同，以最新公告訊息為準。

◼ 高雄中心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12：00；13：30～17：00

◼ 中心聯絡方式：

中心網站：https://kaohsiung.nou.edu.tw/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97號

電話：07-3800566

傳真：07-3800861

110上空大暨空專重要事項

高雄中心line@

◼ 屏東服務處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12：00

13：30～17：00

◼ 聯絡方式

網站：
https://www2.nou.edu.tw/pingtung/i
ndex.aspx

地址：屏東市建國路25號（屏東高工）
電話：08-7511414

傳真：08-7513648

屏東服務處line@請加入中心官方
LINE帳號，有最
新消息會即時通
知。

https://kaohsiung.nou.edu.tw/
https://www2.nou.edu.tw/pingtung/index.aspx


請用Line加入空大線上客服

本校運用Line的功能建置了一個線上客服系統（暫稱為「空大機器人」），請大家務必
加入使用，以利接收學校各項訊息。本系統各項功能陸續建構中，然為本學期新生註冊
及因應疫情，先行開放使用，目前暫以發佈訊息功能為主，日後將會有即時答詢服務。
請用Line掃描下方QRCode加入。另，空大機器人現正公開徵求命名中，歡迎為她取一
個閃亮亮的名字，活動詳情請至本校官網首頁（https://www.nou.edu.tw/）廣告下載
文件參閱。謝謝。敬祝
闔家安康，學習愉快！



學習連結

學分抵免

面授資訊-如何查詢上課時間、班別

平時作業

成績計算方式

考試資訊

其他

目錄

◼ 110上上課起訖日期

110年9月6日～111年1月9日
（收看教學節目請9月6日後再登入）

◼ 購書管道

1. 中心代訂，

請洽07-3800566轉1719

2. 空大合作社網路書店
3. 三民網路書店

◼ 學生證

全修生、專科生的學生證統一
於10月下旬由校本部以掛號寄發。

◼ 選課卡列印

110年9月6日～11月14日

http://noucoop.com/
https://activity.sanmin.com.tw/NOU/


學習連結

功能及路徑

教務行政資訊系統
網路選課、查看科目班級資訊、作業資訊、成績查詢、面授線上請假
空大首頁→在校生→學習資源→教務行政資訊系統
※操作手冊（線上操作說明）

空大APP
教務行政系統查詢功能：查詢選課班級、面授資訊、考試資訊、成績、註
冊繳費條碼等

數位學習平台

觀看教學節目、視訊面授錄影檔補課。每科有駐版老師，若有課程疑問可
能課程討論區向駐版老師詢問、與同學討論。 110上課程於9月6日開播
空大首頁→我要上課→數位學習平台（直接進入）
※操作手冊（線上操作說明）

旭聯智慧大師APP 可於手機或平板觀看有支援APP科目的教學節目

視訊面授

使用電腦或行動載具上視訊課都請從網頁依科目班級加入視訊教室。視訊
面授錄影檔約面授後一周上傳至數位學習平台提供補課。
空大首頁→我要上課→視訊面授
※操作手冊（線上操作說明）

學生webmail信箱
面授老師email相關資訊、學務處的輔導相關資訊，請同學定期查收信件。
空大首頁→在校生→電腦網路資源→我的電子信箱

首次登入→帳號：學號
密碼：預設為身份證字號（英文字母大寫）

使用電腦首次登錄請先更改密碼
密碼修改過後請務必關閉瀏覽器所有開啟的分頁，再重新開啟、登入。

https://noustud.nou.edu.tw/
https://help-n.nou.edu.tw/index.html
https://uu.nou.edu.tw/mooc/login.php
https://vc.nou.edu.tw/des2.html
https://vc.nou.edu.tw/
https://vc.nou.edu.tw/des1.html
https://webmail.nou.edu.tw/


Android系統
（於google play商店下載）

Ios系統
（於App Store下載）

空大App
（行動數位學習）

●最新消息、公佈欄、教務系統、
行事曆查詢等功能
●帳號為學號，新生密碼預設為
身分證字號（英文大寫）

旭聯智慧大師
（行動數位學習）

●單位代碼請點選國立空中大學
或輸入NOU
●帳號為學號，新生密碼預設為
身分證字號（英文大寫）
●可觀看課程有標註APP的數位
教材及視訊面授錄影檔

視訊面授軟體 Cisco 
Webex Meetings

空大首頁→我要上課→視訊面授
→找到自己的課程後，點選進入
教室，畫面會跳轉到APP進行上
課

https://vc.nou.edu.tw/


註冊選課－學分抵免

• 110學年度上學期學分抵免（若因疫情影響有異動，請留意教務處最新公告）

• 請參閱教務處＞學分抵免專區之公告，於期限內提出申請。

• 網路申請日期暨現場繳件時間：

110年9月6日至9月11日 9：00～12：00；13：30～16：30

類別 申請程序

學分減修

1. 至教務行政系統→學分抵免→學歷減修申請，登錄資料並印出
申請表

2. 繳件程序

學分採認

◼本校空大、空專互相採認、空大畢業再入學採認：教務行政系統
→學分抵免→校內學分採認申請，不需至中心繳件。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之學分採認：請先將學分證明書（載名大學部
或專科部學號及聯絡電話）傳真至推廣教育中心（02-22896991）
查核登載後，再於隔日至系統辦理採認。

https://studadm.nou.edu.tw/FileManage/download?categoryId=14
https://studadm.nou.edu.tw/FileUploads/File/2154/%E9%99%84%E4%BB%B61.%E6%8E%9B%E7%B6%B2110%E4%B8%8A%E6%92%A4.%E6%B8%9B.%E6%8E%A1%E7%94%B3%E8%AB%8B%E5%85%AC%E5%91%8A.pdf
https://studadm.nou.edu.tw/FileUploads/File/2158/%E6%8E%A1%E8%AA%8D%E6%B5%81%E7%A8%8B.pdf


面授資訊－選課卡／查詢授課班別
列印時間：110年9月6日～11月14日

列印路徑：教務行政資訊系統→註冊選課→選課卡列印

查詢面授班別方式：

第1碼 第2碼 第3碼 第4碼 後兩碼

中心別 面授/考試點
實體面授/
視訊面授

上課節次

班別

7：高雄中心
K：高雄校區
R：屏東校區
@：專班代號

7：實體面授，
星期日

1~5：第一節~第五節

Z：視訊面授
0：夜間班
1：下午班
2：上午班

電腦
登入教務行政系統→畫面中間「上課考試」→再點選
科目可以知道面授日期、班別

手機APP
（請下載「國立空中大學」
APP）

登入→教務系統→選課上課查詢→上課資訊

https://noustud.nou.edu.tw/


面授資訊
◼ 所有開設課程，除備註為《視訊面授（無實體面授）》，均可自行選擇上課方式

實體面授（選課未滿10人將轉為視訊夜間班）

視訊面授：上午班、下午班、夜間班

◼ 電腦實習課：因場地因素，110上電腦實習課無開設實體面授，均為視訊面授，上課日
期請參選課注意事項。

◼ 因故無法參與面授教學，請提前至教務行政資訊系統線上請假。 ※線上操作說明

視訊面授日期請看選課注意事項附錄三（第27～30頁）

如選課未達人數將逕予編入視訊面授夜間班
面授人數：未達10人
視訊上、下午班：未達30人

如選修科目因無法開設實體面授而需編為視訊面授班時，得於開播日後2週
內洽所屬中心辦理同學分數改選。

https://noustud.nou.edu.tw/shared_tmp/sys/help/PLA/PLA021M.pdf
https://studadm.nou.edu.tw/FileUploads/File/2099/1101_N_all_0621.pdf


面授資訊-高雄實體面授日期



平時作業資訊

◼ 每科目需繳交兩次平時作業（除科目評量方式另有規定），

作業題目請至：教務行政資訊系統→作業考試資訊查詢

（視訊面授老師會在視訊上課時公布作業題目，請錯過上課時間的同學務

必在3-5個工作天後收看視訊面授錄影檔，以免錯失重要資訊。

◼ 2次作業繳交時間及方式，請務必遵循面授老師之規定，作業繳交前請預

留影本備份及寄件證明，以免遺失影響平時成績。



成績資訊

◼ 成績計算：

上下學期（除有特別規定的科目外）：平時成績30%+期中考30%+期末考40%

平時成績：第一次作業10%、第二次作業10%、

第三次平時成績 10% 【由面授教師依據學生的學習參與（含面授到課率及面授教師規定）】

暑期：平時成績（兩次作業）30%、期末考成績70%

◼ 成績查詢：依教務處公告的行事曆時間至教務行政資訊系統或空大APP查詢。

◼ 成績複查申請：

考試成績複查：請依教務處公告的行事曆，於規定時間內填寫複查申請表向中心申請。

平時成績複查：如有成績漏登或誤登，請檢附批閱過的作業正本或相關證明文件向中心

申請。未依面授教師規定之方式繳交或逾期繳交之作業，不受理複查。



考試資訊

◼ 考試日期：
期中考：110年11月06、07日
期末考：111年01月08、09日

◼ 考試地點：
高雄：苓雅國中

屏東：屏東高工

請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或有照片的證件

應考，並遵守本校教務法規之學生考試
規則。

歷屆考題（考古題）：空大首頁→在校生

→我的教室→歷屆考題

 期中考二次考查（期末考無二次考查）：
• 期中考不及格且達30分者（30～59分），考查內容由面授老師規定。

• 二次考查超過60分者以60分計算，未達60分者，二次考察成績與原成績擇優登錄。

「考試時間、教室」、「面授時間、教室」不同，請詳閱中心網站公告，或可從教務行政系統及空大
APP查詢。若因不可抗力之因素，或所在地學校之重大活動，需更改日期或時間地點時，請參照高雄
中心網站最新消息公告。

◼ 補考申請

同學因故無法參加正考時：

考試前二週內攜帶證明文件，親自或

託人至中心辦理請假手續，最遲於考試

後二日內檢具證明文件補辦

◼ 補考日期：

期中補考：110年11月13、14日

期末補考：111年01月15、16日

◼ 考試地點：

高雄中心辦公室

因疫情影響可能會變動考試方式，請於
考前1個月～2周留意關於考試的最新公告

https://lhl.nou.edu.tw/~research/book/exam_index.php
https://kaohsiung.nou.edu.tw/ocont.aspx?id=wkO/Ia5mSSk=


其他資訊 表格：中心網站→下載專區

申請類別 申請方式

轉區、空專轉
科

每學期配合網路選課期間受理申請舊生轉區、空專轉科（限申請一次），
欲轉區同學請於規定時間向欲轉入的中心申請。

個人基本資料
異動

逕行至空大首頁→在校生→教務行政資訊系統→個人資訊
可更改通訊地址、電話、電子信箱等資料，或填寫基本資料更正表郵寄或
傳真至中心。

申請：更正「姓名」、「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者，請填寫基本資
料更正表，並檢附戶籍謄本正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親洽中心或郵寄辦
理。

申請類別 申請方式

課輔指引
登入「數位學習平台」→點選課程名稱→左上方三橫線→點選「課程討
論」，會有助版老師及熱心學長姐為您解惑。

歷屆考題 空大首頁→在校生→歷屆考題→請點選年度/系所別/課程再做查詢。

https://kaohsiung.nou.edu.tw/f2cont.aspx?id=tuvN2+5ZKVU=
https://lhl.nou.edu.tw/~research/book/exam_index.php


110.07.製表 

 



教務行政資訊系統查看選課卡 

步驟 1 

教務行政資訊系統：登入帳號為學號、新生密碼預設為身分證字號(英文大寫)。首次登入請先修改密碼。 

(空大首頁>在校生>電腦網路支援>我要修改密碼) 

步驟 2 

修改密碼：新密碼需符合設定需求，輸入完請確認是否顯示「新密碼符合密碼原則」，再點選修改密碼。

修改成功後重新登入教務系統，新生如於開放網路單一登錄服務前無法直接登入，請從登入頁面的「按此

連結」登入教務系統。(在校生>學習資源>教務行政資訊系統>登入鍵下方之按此連結) 

步驟 3 

教務行政資訊系統：提供註冊選課、作業資訊、成績查詢、面授線上請假、畢業申請等相關功能。各功能

操作可參考線上操作手冊(http://help-n.nou.edu.tw/)。(在校生>電腦網路支援>操作手冊) 

步驟 4 

選課卡：選課卡於教學節目課程開播起開放列印，於教務系統>註冊選課>選課卡列印，查看所選科目編班

代碼及面授方式。依自己班級的上課類型參加面授；如為一般面授(實體班)，至面授點教室上課，如為網路

視訊面授(視訊班)，以視訊方式上課；如為專班以該專班型式上課。 

編班代碼說明 

http://help-n.nou.edu.tw/


教務行政資訊系統查詢面授、考試、作業資訊 

步驟 1 

登入教務系統：https://noustud.nou.edu.tw/ 

教務系統線上操作手冊：https://help-n.nou.edu.tw/index.html 

點選快捷功能區「上課考試」，顯示當學期修課科目，點選科目名稱可查看面授與考試日期等資訊。 

步驟 2 

面授與考試資訊：查看科目之面授方式、面授日期、上課地點(教室)、考試日期、及考試地點(教室)等資

訊。備註：系統之面授日期、面授教室、考試教室於學期開始後更新。 

步驟 3 

作業查詢：教務系統左方點選「查詢平時作業題目」，(1)選擇第幾次作業(不選擇為查詢全部)，(2)點查詢。 

步驟 4 

下載作業：(1)勾選要下載的作業，(2)點下載，(3)點選確定，選擇開啟或儲存作業壓縮檔後並解壓縮檔案。 

https://noustud.nou.edu.tw/
https://help-n.nou.edu.tw/index.html


數位學習平台教學節目觀看說明 

步驟 1 

教學節目開播：課程開播後，從空大首頁>在校生>我的教室>登入數位學習平台；或空大首頁>我要上課>

登入數位學習平台。數位學習平台相關操作教學：http://vc.nou.edu.tw/des2.html 

步驟 2 

數位學習平台：點選右上角以單一帳號密碼登入，帳號為學號，密碼為預設密碼(身分證字號)或新設定之密

碼。最新消息：系統操作說明及相關最新公告。 

步驟 3 

觀看教學節目：我的課程區點選科目，進入科目後左邊可點選章節，右邊為教學節目畫面。教學節目之媒

體教材形態有「網頁」、「影音」、「語音」三類，會標示於科目名稱後面。 

備註：我的課程各科目有標示截止日，期限內可重複觀看。 

步驟 4 
& 
行動
app 

課程討論版：於科目頁面，點選(1)「三」功能鍵，(2)點課程討論。 

旭聯智慧大師行動 app：科目名稱如有標示 app，表示可支援行動裝置安裝旭聯智慧大師 app 觀看。登入

之單位代碼請點選國立空中大學，或是輸入 NOU，以單一帳號密碼登入。

http://vc.nou.edu.tw/des2.html


視訊面授操作說明(個人電腦) 

步驟 1 

從空大首頁>在校生>我的教室>視訊面授；或空大首頁>我要上課>視訊面授；詳細操作手冊請參閱視訊

面授學生使用手冊(http://vc.nou.edu.tw/des1.html)。 

注意：請至教務系統或空大 app 查看自己科目之編班，如為一般面授(實體班)，請參加一般面授，視訊面

授(視訊班)與一般面授(實體班)為不同班級。 

步驟 2 

視訊面授網頁：依自己的科目班級之面授時間(分下午班、夜間班)，點「按我進入教室」方框加入教室。 

備註：詳細操作請參考試訊面授使用手冊。 

步驟 3 

加入教室：第 1 次使用需安裝 Cisco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請依瀏覽器提示進行安裝。(1)Webex 

Meetings 程式輸入學號+姓名、常用 email，點下一步，(2)音訊預設為使用電腦收發音訊，點加入會議。 

步驟 4 

教室畫面： 

左邊為上課畫面，右邊為參加人員、訊息區，底下

為功能選項；如有麥克風裝置，請設置在靜音狀態

(紅色)，避免影響老師發言。 

備註：視訊面授錄影檔預定於面授後 3-5 個工作天

上傳數位學習平台提供閱覽複習。如無法參加面

授，請提前於教務系統線上請假，或直接向面授老

師請假。 

視訊面授教學，在面授後3～5個工作天，會將視訊面授錄影檔放到數位學習平台上，供同學複習。

http://vc.nou.edu.tw/des1.html
https://vc.nou.edu.tw/images/record.pdf


視訊面授操作說明(手機平版行動裝置) 

步驟 1 

行動裝置請先安裝 Cisco Webex Meetings app。從空大首頁>我要上課>視訊面授；詳細操作手冊請參閱

視訊面授學生使用手冊(http://vc.nou.edu.tw/des1.html)。 

注意：請至教務系統或空大 app 查看自己科目之編班，如為一般面授(實體班)，請參加一般面授，視訊面

授(視訊班)與一般面授(實體班)為不同班級。 

步驟 2 

視訊面授網頁：依自己的科目班級之面授時間(分下午班、夜間班)，點「按我進入教室」方框加入教室。 

備註：第 1 次使用 webex，會詢問已閱讀並同意服務條款、及是否允許相關事項，請點選允許繼續使用。 

步驟 3 

加入教室： 

名稱：輸入學號+姓名； 

電子郵件地址：輸入常用之 email。 

音訊預設「使用網際網路收發音訊」，

點選加入。 

教室畫面： 

教室下方為功能選項，麥克風請設置

在靜音(紅色)，避免影響老師發言；

右上方可點選參加人員與訊息區。 

步驟 4 

發送訊息： 

於訊息區(可選對象或所有人)發送訊

息。 

備註：視訊面授錄影檔預定於面授後

3-5 個工作天上傳數位學習平台提供

閱覽複習。如無法參加面授，請提前

於教務系統線上請假，或直接向面授

老師請假。

http://vc.nou.edu.tw/des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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