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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大補帖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1 

副校長兼主任：劉仲容教授(電話分機1401) 

秘書：胡喜麗(學生事務，電話分機1405) 

幹事：周瑞玲(總務，電話分機1414)  

鍾春惠(面授，電話分機1420)  

劉玉媚(會計，圖書室聽及學分抵免，電話分機1411) 

陳鳴岐(註冊、畢業申請，電話分機1412) 

張雯琴(出納及考試、編班，電話分機1413)    

陳雅意(招生、推廣教育、網站維護，電話分機1427) 

田佳灔(協助教務等，電話分機1422) 

郭秀雅(協助輔導、推廣等，電話分機1422) 

上班時間：平日08:30~12:30、13:00~17:00 
         假日依實際需要(如面授、考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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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中心人員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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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大校本部網站首頁 
www.n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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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六大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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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畢業
同學，可申請
減修基礎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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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系統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9 

 平時網路上課－ 

  使用個人電腦，開啟網頁瀏覽工具 

 

         使用平板或手機，開啟旭聯智慧大師APP 

 

面授 (安排面授老師進行授課) 

 

期中考、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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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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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大校本部網站首頁 
www.n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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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身分登入各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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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平台—觀看課程教材 

上學期與本學期之
課程均可收看 

*數位學習平台—網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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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可切換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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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平台—網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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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平台—影音、語音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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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討論區—發問及駐版老師回覆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17 

 教務處安排之課業輔導教師，打課輔專線。
0800-088505 

 上該科之討論區(位於數位學習平台)，請教
駐版老師。 

 請教面授老師。面授時務必留下老師的聯絡
方法。 

 參加社團認識新同學，一起討論切磋研究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18 

課業疑難 

http://www.nou.edu.tw/~studadm/d1-c93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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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授及考試 

106上興大校區面授日期： 
第一次面授：106年10月15日(星期日) 

第二次面授：106年10月29日(星期日) 

第三次面授：106年11月26日(星期日) 

第四次面授：106年12月17日(星期日) 

外埠面授點另訂 

106上考試日期： 
期中考：106年11月04、05日(星期六、日) 

期末考：107年01月06、07日(星期六、日) 

專班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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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授、考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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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行政資訊系統（學生） 

教務行政資訊系統介紹 

此系統需使用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比較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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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學多利用
左列功能 

同學個人資料
若有異動，請
務必自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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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多利用學生資訊系統做面授請假，教師可
以在系統上查詢到同學請假狀況。 
但是考試請假申請補考，一定要用書面請假，

以便給予准假通知及準備補考卷與安排補考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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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選課卡 
選課卡搭配學生證/身分證即為在學證明，請同學妥善保管至學期末 

若無法
順利產
生列印
畫面，
請做報
表元件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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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中心網站 www.nou.edu.tw/~nou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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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中心學習須知 

班級說明 
科目名稱+班級即為班別(請對照
選課卡) 
第一碼：中心別 臺中為4 
字二碼：面授地點別 
   Ｏ：代表中興大學 
第三碼：星期別 

第四碼：時段別 
１：代表08：10～10：00 
２：代表10：10～12：00 
３：代表13：10～15：00 
４：代表15：10～17：00 
５：代表17：10～19：00 
 第五、六碼：班別流水序號 
例如：詞曲選 4O7301班 
週日下午13:10~15:00上課 
面授教師洪文雄 
面授教室在406教室 
期中考試教室在204教室 
期末考試教室在204教室 
若第四碼為Z，則為網路視訊面授班
級，期中、末考仍須至中心考試 *面授及考試教室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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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授注意事項 

 盡量搭乘大眾交通
工具或多人共乘。  

 機車可停於側門停
車場，不需收費。 

 面授考試日，汽車
進入興大校園，假
日收費100元，不限
次數進出。收據置
於車內擋風玻璃前
備查。 

 提早出門，欣賞校
園風光，有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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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的編號--綜合教學大樓教室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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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題目下載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31 

先點選第幾次作業按查詢點選欲下載之科目名稱前之方格 
按下載可取得作業題目之壓縮檔解壓縮後可打開。 

上下學期：面授老師可掌握的是平時
成績，佔30%、期中考佔總成績30%及
期末考佔40%。期中考及期末考，都
是由校本部統一命題，統一閱卷。 

暑期：平時成績30%，期末考成績70%。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32 

學期成績分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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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時間表 

命題題型查詢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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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查詢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35 

若成績有問題，請務必於複查期限內提
出申請。請與面授教師聯絡，提出更正。 

 針對學習成效未臻理想，期中考查成績不合格但高
於25分之同學，請於第三次面授時向面授老師登記
申請補救學習及給予期中考第二次考查。未參加期
中考試者或成績低於25分者，不得申請登記參加二
次考查。 

 第二次考查成績，超過六十分者，以六十分登錄，
成績未達六十分者以實際分數登錄。 

 期末考成績無補救措施。 

 暑期無期中考，亦無補救措施。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36 

期中考試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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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題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38 

觀看歷屆考古題之方法(一) *

若不知欲查
詢之科目開
設年度，可
由歷屆考題
檢索，年度
選所有年度，
選擇系別，
再選擇課程
別科目，後
按查詢，即
可找到該科
目之歷屆考
題。 
正題是一般
考試題目 
副題是補考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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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歷屆考古題之方法(二) 
*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40 

請同學們留意各項行
事日期，例如平時成
績、考試成績公告及
更正時間。 

臺中中心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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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重要時程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41 

• 選課繳費：暑期：5月、上學期7月、下學
期12月 

• 轉區申請：選課繳費期間 
• 學分抵免：每年二月份及九月份(有三天，
入學當學年即要辦理) 

• 畢業申請：每年三月份及十月份(有三天) 
• 身心障礙者及子女等之就學費用減免上網
登錄及現場申請：選課繳費期間 

• 其他時間請留意各學期行事曆 

選課注意事項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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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選課網站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43 

 空大畢業學分的規定為：主修學系所開設科目需修75學分以上，
102學年起通識課程26學分，總學分數128學分以上始能提出畢業
申請。 

 空專：校必修8學分以上，科必修及科專修43學分以上(詳看各科
課程一覽表)，總學分數80學分以上始能畢業(不須申請)。 

 暑修：畢業學分數暑修最多採30學分，暑假無面授，僅需繳交作
業及參加期末考試。  

 各學系採計他學系開設課程學分之最高上限均有不同。 

 通識課程：分為三大部分 
基礎通識9學分(包含中國語文3、外國語文3、資訊素養3)，專科
以上畢業者可辦學分抵免，免修基礎通識。 
核心通識15學分(包含人文藝術類5、社會與法治5、健康與環境5) 
通識講座2學分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44 

畢業學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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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業務 
 避免獨學而無友--歡迎加入本校各社團 

 學藝性社團--管理與資訊系學會、社會科學系學會 

    生活科學系學會、公共行政系學會、人文系學會 

    商學系學會、詩學社、中醫社 

 康樂性社團--攝影社、茶藝社、花藝社、書畫社、
康樂聯誼社、藝術壓花社、合唱團、 
登山社、運動舞蹈社 

 服務性社團--社會服務社、炬光社 

 綜合性社團--社團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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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常用軟體下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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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常用軟體下載 

教學用webmail信箱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48 

請同學們常使用學生
「webmail信箱」以
掌握校務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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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提供給同學之
個人e-mail信箱， 

 
學號@webmail. 
nou.edu.tw 

 
學校發布訊息以及
教師公告注意事項，

需在此收信。 
 

帳號即為學號，密
碼是單一登入密碼 

我要留言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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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反應--留言板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51 

*留言板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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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若有疑難時
之求救處 

使用網路服務
單一登入各項
功能，僅需登
入一次。若關
閉瀏覽器所有
頁面後，則需
重新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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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大APP 
一、收看課程：以手機或平板電腦於Play商店或App store下
載旭聯智慧大師，並選擇NOU或國立空中大學，輸入單
一登入帳號及密碼後，即可收看部分課程。 

二、空大APP：以手機或平板電腦於Play商店或App store下
載國立空中大學APP，可收看部分公告及教務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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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聯智慧大師—數位學習平台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胡喜麗製作 56 

空大APP--學生資訊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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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空中大學 

http://www.nou.edu.tw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學習指導中心 

http://www.nou.edu.tw/~nou04 
 
ＮＯＵ—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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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04)2286-0150              
傳真號碼：(04)2287-2056 
郵寄：台中巿國光路郵局第80號信箱 
網址：http://www.nou.edu.tw/~nou04 
NOU—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做對的選擇，堅持自己的選擇！ 
歡迎加入空大學習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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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http://www.nou.edu.tw/
http://www.nou.edu.tw/~nou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