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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1月 15日新生入學輔導線上說明會 Q&A 
 

類別 項目 頁次 

一 報名入學 1~3 

二 註冊選課 3~6 

三 學分抵免 7 

四 作業及畢業 7~8 

五 手機 APP及帳密 8~9 

六 購書 9~10 

七 導師班 10 

八 各中心 10 

九 學系、通識網頁及 FB 10~12 

十 圖書館 12 

十一 空大 e點通 12 

十二 其他 12~13 

 

一、報名入學 

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1-1 請問：128學分=通職 26+

主修 75+他系 27？ 

一、原則上是的。 

二、因為每位同學入學學歷不同，畢業條件也會不一樣，

所以還是要看「110下新生註冊選課注意事項」附錄

7。(大學全修生畢業相關規定) 

1-2 全修生與選修生的區別

為何？ 

一、全修生無年齡限制；選修生須年滿 18歲。 

二、全修生須具有高中(職)學歷或同等學力資格；選修

生無學歷限制。 

三、全修生有學籍；選修生無無學籍。 

四、全修生有學生證；選修生無學生證。 

五、全修生可申辦學分學雜費減免；選修生無法辦理學

分學雜費減免。 

六、全修生可申辦學分抵免；選修生無法辦理學分抵免。 

1-3 選修生修得 40 學分以

後，40學分能否併計畢業

學分？ 

選修生修畢所修習科目，成績及格者，發給學分證明書。

其經公開招生錄取為全修生時，已取得學分之科目免予

修習。 

1-4 通識是統一的，有通識總

表可以參考，商學系開課

科目都可算商學主修，其

他商學系可採計科目也

算商學主修？ 

一、原則上是的。 

二、但因為每位同學入學學歷不同，畢業條件也會不一

樣。所以還是要參閱「110下新生註冊選課注意事項」

附錄 7。(大學全修生畢業相關規定) 

三、商學系採他系最高上線 25學分。 

1-5 新生如何查詢學號？ 一、本校首頁→我要讀空大→網路報名系統→繳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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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查詢，輸入身分證字號及生日即可查得。 

二、也可以查詢自己的學分學雜費收據單。 

1-6 如何取得大學部學士學

位？ 

本校無修業年限規定，學生可依個人需求自行規劃學習

生涯和時間。自 109學年度上學期起，報名大學部全修

生入學學歷之畢業總學分數如下： 

一、以「高中（職）畢業」學歷入學者：畢業總學分修

滿 128學分以上，成績及格。 

(一)畢業學系應修學分（含必修科目）：75學分以上。 

(二)通識課程：26學分以上（依通識教育中心規定

辦理）。 

二、以「專科畢業」學歷入學者（不含本校專科部）：畢

業總學分修滿 72學分以上，成績及格。 

(一)畢業學系應修學分（含必修科目）：50學分以上。 

(二)通識課程：15學分以上（依通識教育中心規定

辦理）。 

三、以「大學（含）以上畢業」學歷入學者（不含本校

大學部）：畢業總學分修滿 128學分以上，成績及格。 

(一)請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第 15 條第 1款規定，申

請學分減修 56學分。 

(二)畢業學系應修學分（含必修科目）：72學分以上。 

(三)免修通識課程。 

1-7 如何取得專科部副學士

學位？ 

本校無修業年限規定，學生可依個人需求自行規劃學習生

涯和時間，專科部畢業總學分數如下： 

一、總學分（含修得、採認、減修）至少 80學分。 

二、校共同課程至少 8學分。 

三、科專業課程至少 43學分。 

四、修讀生命事業管理科者分兩組：家庭慶典規劃組、

殯葬管理組，其科專業課程 43學分規定如下： 

(一)科共同課程至少 18學分。 

(二)分組選修課程，各組至少 25 學分。 

1-8 請問我如何知道自己是

一般生還是專科生？有

點搞不清楚，我是報名大

學全修生社會科學要加

入社工行列的？ 

一、若您報名專科部則為專科生。 

二、專班生或一班生則是當初報名有無加入中心所開設

之專班。 

三、也可以洽詢您所屬中心詢問。 

1-9 請問有新生是選修生？ 一、具有高中職學歷畢業以上者為全修生。 

二、未具有高中職學歷者為選修生。 

1-10 請問如果以大學學歷就

讀全修生，就不需要修通

以外校大學或二技畢業學歷入學，辦理學歷減修後，可不

須選讀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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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識課程了對嗎？ 

1-11 肄業報名時需要附在校

歷年成績？ 

一、成績單(正本) 

二、修業或肄業證明書。 

 

二、註冊選課 

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2-1 請問我報商學系，是否可

以選擇非本科系科目選

讀，例如日文，電腦，會

算學分嗎？ 

一、空大入學不分系,學生自行擇定目標學系，當修讀學

分數達到該系規定即可申請畢業。 

二、請參閱「110下新生註冊選課注意事項」附錄 7。(大

學部畢業相關規定) 

三、專科部入學時要擇定科別，當修讀學分數達到該科

規定，學校會主動辦理畢業審核。 

四、請參閱「110下新生註冊選課注意事項」附錄 8。(附

設專科部畢業相關規定) 

2-2 空大入學不分系,學生自

行擇定目標學系，當修讀

學分數達到該系規定即

可申請畢業？ 

一、請參閱「110下新生註冊選課注意事項」附錄 7。(大

學部畢業相關規定) 

二、專科部入學時要擇定科別，當修讀學分數達到該科

規定，學校會主動辦理畢業審核，請參閱「110下新

生註冊選課注意事項」附錄 8。(附設專科部畢業相

關規定) 

2-3 1.請問日後上視訊課碰

到 1.上班時段無法上

課要請假？ 

2.若碰到當天無法上完

全程視訊課？ 

一、教務行政資訊系統→請假申請→學生線上請假。 

二、上完視訊課程之後 3-5個工作天，會做成錄影檔，

放在數位學平台供學生學習。 

2-4 請問註冊當時不是有現

場選課了嗎？還是需要

線上再選課一次嗎？ 

不用，除非要加改選。 

2-5 請問夜間視訊課，晚上 2

堂課都要上嗎？ 

晚上視訊班的出席狀況會做為學習與成績之參考。 

2-6 請問日文(一)屬基礎通

識(外國國語文)，電腦屬

基礎通識(資訊素養)？ 

一、日文(一)110上改為人文學系開設，列該系學分，不

再計入通識學分。 

二、若是通識電腦的資訊相關課程，皆屬於基礎通識(資

訊素養)。 

三、或上通識網頁查詢。 

2-7 請問：一開始選視訊面授

上午班，如人數不足會直

接併入夜間面授，這個何

時會通知，我如何確認人

一、一般班別若未滿 10人不開課。 

二、面授之前各項訊息陸續公布中心網頁。 

三、人數詢問各學習指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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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數是否足夠？ 

2-8 請問視訊班仍需依上課

時間上課？ 

一、是的。視訊面授前教務處會先電腦測試。 

二、請同學注意測試時間。 

2-9 請問一定要參加暑修

嗎？ 

一、暑修同學可以評估自己時間的安排。 

二、如果有參加暑修(暑修分數畢業學分不得超過畢業學

分 30學分)。 

2-10 請問怎麼知道視訊選課

編列在哪個時段? 

一、可在課程開播前至教務行政系統查詢您的班。 

二、或手機 APP查詢即可。 

2-11 因為工作與某一堂課衝

到時間，請問可以辦理退

選、退費嗎？ 

一、選課已繳費，除符合「學生註冊繳費後申請退選暨

退費作業要點」(「空大首頁-註冊選課-教務處註冊

選課-法令規章」)。 

二、可以退選全部科目並退費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

退選退費。 

2-12 暑修是最高五科，上限 30

學分嗎? 

一、是。 

二、暑期畢業採計為 30學分為上限，超過無法併入畢業

學分。 

2-13 原來選視訊課，可以改成

實體面授嗎？ 

一、可以，但因已編班，請逕洽各中心。 

二、變更面授方式，請所屬中心協助轉班，但務必要儘

早辦理。 

2-14 請問原報名視訊上午

班，開課後如無法配合時

間還可更改時段嗎？ 

因已編班，請洽詢各中心承辦人員。 

2-15 另外每一週的課程影片

多久之前會提供可觀看

上課？還是都是當天才

會提供影片？ 

一、本校媒體教材自開播開始 24小時掛網，只要您有空

即可上網瀏灠。(數位學習平台)。 

二、視訊面授日結束後。3-5工作日會做成錄影檔，放在

【數位學習平台】供學生學習。 

2-16 請問如何查詢學分費是

否有繳費完成呢？ 

可以進教務系統查詢繳費方式。繳費結果請參閱

https://studadm.nou.edu.tw/FileUploads/File/2104

/pay.pdf，第 2頁有圖解。 

2-17 以日文，電腦算他系 27

分，我報商學系，要修商

學的通職+主修，這樣理

解對嗎？ 

一、通識學分 26學分。可上通識教育中心網頁查 詢。 

二、日文或電腦可以看當學期註冊選課注意事項公告 是

屬於通識課程或著是屬於人文系或管資系，你報商

學系主修課程為商學系。商學系主修學分為 75學分。 

2-18 請問平常上課內容：譬

如：星期二的課，我可以

在其他時間去點選影片

看嗎？還是一定要星期

二晚上那個時段才能？ 

另外一學期有四次要指

一、視訊面授一定要在當天的時段上課。(佔學習歷程%30

分數) 

二、選課卡編的是(視訊面授)就不用(實體面授)。 

三、一般期中末考是要到學校考試。(因現在疫情的關係

才改繳交報告)。 

https://studadm.nou.edu.tw/FileUploads/File/2104/pay.pdf
https://studadm.nou.edu.tw/FileUploads/File/2104/pa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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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定的上課時間視訊上課

對嗎？不用去實體教室

上課對吧？ 

期中期末是看要不要去

中心考試或是交報告？ 

2-19 要是上課有問題想請教

老師，只能等視訊時問老

師是嗎？ 

一、實體面授：可洽詢各中心或班代電話。 

二、視訊面授：可以在第一次上課時，詢問老師如何於

課餘時間連絡老師。或於上班時間撥打電話：

(02)2282-9355分機 5176。 

三、於數位學習平台課討論區也有駐版老師，將不定期

上網回覆同學問題。 

2-20 請問疫情期間考試怎麼

評核？ 

一、以寫報告代替，教務處於考試前會公告。 

二、期中考若繳交報告就沒有二次考查。 

2-21 視訊課程開課，會通知如

何進入教室上課嗎？ 

依照 110下新生註冊選課注意事項附錄 3。(視訊面授教

學科目時間預定表)。 

2-22 請問申請學雜費全免，還

需要先繳費嗎？ 

一、全額減免者，不需繳費。 

二、必須先完成減免申請再選課，取得之繳費單才是減

免後之金額，免繳費也會註記。 

2-23 請問：社工專班生什麼時

候開始上課？ 

一、請洽詢所屬學習指導中心。 

二、2/14是數位學習平台開始上課。 

2-24 請問實體面授班人數不

足編入視訊夜間班，課程

班別和時間，是要到開學

後 2/14 號才會確定公佈

嗎？ 

一、在(2/14)開播日前，可查詢所選科目及面授編班表。 

二、登入教務行政資訊系統，進入後所見第一個畫面，

選擇「上課考試」方塊，即可查到各科目的班級代

碼： 

第 3碼，「Z」表示是視訊面授班。 

第 4碼，「0」表示是夜間班。 

「1」表示是下午班。 

「2」表示是上午班。 

三、若自選之面授方式、班級人數未達開班標準，被編

入視訊面授夜間班，無法接受此編班結果者，可逕

洽所屬中心辦理改選。 

2-25 海外生 111上會開放選修

全遠距及微學分？ 

海外生 111上開始開放同學修讀微學分。 

2-26 2/14 開學以後就可以直

接觀看影片課程了嗎？

還是要等到時段開始才

能看影片上課？ 

2/14即開播，即可看到媒體課程。 

2-27 現在還可以加退選課程

嗎？ 

請洽詢各中心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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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2-28 怎麼知道視訊選課編列

在哪個時段? 

若您選擇的上午或下午班不成班，才會歸至夜間班。 

2-29 專班學生系統排課外還

能自己選修嗎？ 

專班學生排課由中心排課，若要加修一般課程，請洽中

心承辦人。 

2-30 人文學系通識有那些？ 一、通識課程是必修課程(依學歷區分)。 

二、人文學系没有通識課程。 

三、若尚有通識教育相關疑問，也可另於上班時間來電

詢問請撥(02)2282-9355分機 8522。 

2-31 請問某門課程備註（系核

心課程），是否也分必修

與選修是嗎？ 

是以哪學系為主修。就是必修課程。 

2-32 

 

通識是統一的課程，有通

識總表可以參考。商學系

開課科目都可算商學主

修，其他商學可採科目也

算商學主修？ 

一、原則上是的，但因為每位同學入學學歷不同，畢業

條件也會不一樣，所以還是要看「110下新生註冊選

課注意事項」附錄 7 (大學部畢業相關規定)。 

二、商學系採他系最高上線為 25學分。 

2-33 請問會有可以考證照的

課程嗎？ 

可參見各學系學分學程的課程選課。 

2-34 請問空大有雙主修制度

嗎？ 

入學不分系，可就各系開設之科目自由選讀。如依不同

學歷入學者，其修得二系開設之科目各達以下規定學

分以上者，修畢全部必修科目並符合畢業最低學分規

定，得申請雙主修畢業。 

一、以高中(職)畢業學歷入學者，其二系應修學分數，

各達七十五學分以上。 

二、以專科畢業學歷入學者，其二系應修學分數為： 

    (一)第一主修學系至少五十學分。 

    (二)第二主修學系至少七十五學分。 

三、以大學(含)以上畢業學歷入學者，其二系應修學分

數為： 

    (一)第一主修學系至少七十二學分。 

    (二)第二主修學系至少七十五學分。 

申請雙主修應於畢業申請時一併提出，審核通過者授予

學士學位。 

2-35 請問現在修社工專班也

可以另外選社會科學系

的微學分學程嗎？或者

修通識學分嗎？ 

要洽詢各中心承辦人員。 

 

 專班學生如果沒有要選

修其他課程，每個學期註

專班生選讀課程是由中心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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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冊後就等系統排課就好

嗎？ 

三、學分抵免 

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3-1 之前有唸過在職專班，後

面休學學分可以折抵

嗎？社區大學的學分也

可以嗎？ 

一、在職專班學分不能抵免。 

二、社大學分課程可以。(要有非正規學校認證戳章)。 

3-2 之前在其他專科修的學

分可以在這邊折抵嗎？

需準備什麼資料？何時

可申請？如何辦理？  

一、專科【畢業】及【肄業】學分減修是不同的。 

二、110下學期學分抵免於 111年 02 月 14日至 02月 19

辦理。 

三、畢業證書正本及申請書至您所屬中心辦理。 

3-3 很久以前考的多益成績

可以抵免學分嗎？ 

多益的成績必須是沒有專科及大學畢業的才可以辦理抵

免的。 

3-4 請問有丙級證照可學分

抵免嗎？ 

丙級證照不可以辦理學分抵免。 

3-5 之前在其他專科修的學

分可以在這邊折抵嗎？

需準備什麼資料？何時

可申請？如何辦理？ 

一、外校專科是減修。 

二、畢業證書正本。 

三、在學分抵免之日辦理。(上學期 2 月辦理)(下學期 9

月辦理)。 

3-6 學分抵免需要去學校辦

嗎？那沒辦理只後下個

學期再辦可以嗎？ 

一、 每年的 2月及 9月辦理，確定日期請上教務處學分

抵免公告網頁查詢。

https://studadm.nou.edu.tw/FileManage/downloa

d?categoryId=14 

二、需至所屬學習指導中心臨櫃辦理。 

3-7 考過證照的課程，如果修

同那門課程，是不是就可

以減修該門課的學分？ 

一、畢業辦理減修。 

二、沒有逐科抵免。 

 

 

四、作業及畢業 

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4-1 未來交作業和考試要怎

麼進入？ 

一、作業是要依照各科面授教師的規定方式，可以直接

e-mail到面授教師信箱。 

二、如果面授教師可接受紙本收件也可以寄紙本。 

三、如果面授教師有提供在數位學習平台繳件的話，就

也可以傳送到數位學習平台。總之，繳交作業方式

要按照各科目面授教師的規定來處理。 

4-2 用平板取代電腦上課以

及作業也可以對嗎？ 

都可以使用。 

https://studadm.nou.edu.tw/FileManage/download?categoryId=14
https://studadm.nou.edu.tw/FileManage/download?categoryI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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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4-3 全修生若每學期學分修

滿最快多久可以畢業? 

一、空大及空專學生，每學期選課(含全遠距及多次面授)

科目上限 5科；得另外加修微學分課程，科目上限 2

科。 

二、依科目之學分數而定，最高可選修 17學分。暑期最

高 5科(共 10學分)。 

三、只要您修學分總數有達到 128學分，教務處會發送

畢業申請通知，提醒您申請畢業，但仍會視您有無

符合畢業條件，至中心繳件後會初步幫您檢視有無

符合畢業條件。 

修滿 80學分專科部約 2年，修滿 128學分大學部約

4年。 

 

五、手機 APP及帳密 

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5-1 請問空大 APP的名子？ 空大 APP可輸入【國立空中大學】即可搜尋到。 

5-2 怎麼搜尋安裝國立空中

大學行動 APP？ 

空大 APP安裝只要用手機從 play商店搜尋打入空大

APP，就會出現「國立空中大學行動 APP」，然後按安裝就

可以了。 

5-3 要怎麼知道空大的帳號

和密碼？ 

一、帳號是學號。 

二、密碼預設身份證字號第一碼【英文字】為大寫。 

5-4 請問空大 APP的帳號密碼

是學號跟身分證嗎？ 

一、單一帳密。 

二、而【身分證】字號是第一次使用，之後電腦會要求

更改密碼。 

5-5 APP 的帳密也是用空大的

單一帳密？ 

是的。 

5-6 空大 APP輸入顯示帳號密

碼錯誤怎麼辦？ 

可於上班時間來電：(02)2282-9355分機 5625。 

5-7 數位學習平台的帳號密

碼如何設定？ 

登入教務行政資訊系統，帳號為學號，第一次登入者密

碼預設為身分證號，英文字母請大寫，再自行修改密碼；

若已修改卻忘記密碼，請至空大首頁點選在校生－電腦

網路支援－遺忘密碼作修改。或撥分機 5625。 

5-8 第一次登入要修改密

碼？ 

一、帳號為學號，第一次登入者密碼預設為身分證字號，

英文字母請大寫，之後再自行修改密碼。 

二、若已修改卻忘記密碼。請至空大首頁點選在校生－

電腦網路支援－遺忘密碼。可以使用遺忘密碼功能,

還原成身分證字號。 

三、或於上班時間來電：(02)2282-9355 分機 5659。 

遺忘帳密。分機 5625。 

5-9 請問數位學習平台剛更 一、請至空大首頁點選在校生－電腦網路支援－遺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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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改完密碼後嘗試登入但

是一直顯示錯誤，要如何

解決? 

碼。可以使用遺忘密碼的功能，還原成身分證字號。 

二、或於上班時間來電：(02)2282-9355 分機 5659。遺

遺忘帳密。分機 5625。 

5-10 智慧大師 APP單位代碼要

輸入？ 

請輸入 NOU 

5-11 新生數位學習平台密

碼，一直顯示錯誤可以怎

麼解決? 

新生需於開播日後，才能登入數位學習平臺。 

5-12 我的帳號密碼要在哪裏

點選？ 

新生在開播日後可登入教務行政資訊系統，連結位置放

在空大首頁右上角。 

5-13 旭聯智慧大師何時可使

用？ 

2/14開播後才可開啟。 

5-14 智慧大師 APP帳密輸入學

號和身分證號也顯示帳

密錯誤怎麼辦？ 

一、對的，新生請於開播日登入數位學習平台與旭聯智

慧大師，屆時權限才會開啟。 

二、新生請於開播日登入數位學習平台與旭聯智慧大

師，若開播日當天仍無法登入問題，請您於上班時

間來電反應：(02)2282-9355分機 5659，會有專人

協助處理。 

5-15 新生現在登入密碼都是

錯誤的，要等到 2/14 才

能登入是嗎？ 

等到開播日(2/14)才可以登入。 

5-16 請問帳號密碼在哪裡點

選？請問指的是哪一個

平台? 

空大首頁-在校生-我的教室-數位學習平台。 

 

六、購書 

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6-1 如果要購買書，要怎麼跟

學校購買？ 

一、個人訂購： 

(一)至空大合作社網路書店訂購。 

(二)至三民網路書局購買。 

(三)至各經銷書局購買。 

(四)訂購電子書。 

(五)可以直接向合作社訂購 02-2282-9355分機

6803。 

二、坊間書可上出版中心網頁即有說明和連結。 

6-2 新生課本何時能收到？ 一、因為有很多配合書商，所以要向您所訂購的店家詢

問。 

二、請問您是台北中心的學生嗎?如果是，可逕洽合作社

02-2282-9355分機 6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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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6-3 我是基隆海大中心的學

生怎麼可以買到書？ 

一、網路書店購買。 

二、或直接來電跟合作社訂購。 

6-4 書本是要自己買嗎？ 是的。 

6-5 新生報名時買書也付費

了，請問書何時會寄過

來？那我要問誰？ 

一、可逕洽空大合作社。 

二、合作社電話：(02)-2282-9355分機 6803 

三、合作社專線：(02)2283-3574。 

 

七、導師班 

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7-1 請問導師哪時候會知

道？ 

110下各中心導師名冊，預計 2月上旬於學務處網頁公

布，同學屆時可以上學務處網頁查詢。 

 

八、各中心 

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8-1 每一個中心是否會有

line 群組？可以即時詢

問事情呢？ 

請詢問各中心承辦人員。 

8-2 臺中中心的新生，若有任

何問題，有何洽詢的管道 

？ 

臺中中心網頁：

https://www2.nou.edu.tw/taichung/index.aspx。 

電話:04-2286-0150。 

電子信箱:nou04@mail.nou.edu.tw。 

請親洽空大臺中中心(中興大學綜合教學大樓 12樓)，中

心同仁會給大家幫助，謝謝大家~謝謝。 

 

九、學系、通識網頁及 FB 

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9-1 通識教育中心網頁、FB https://www106.nou.edu.tw/~general/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17000285101064/ 

連結為通識中心臉書，歡迎大家加入。 

通識課程與一般課程是一樣的選課路徑與時間喔~。 

每學期的選課課表上會有各系和通識中心的課程名稱，

挑你有興趣的選就可以了。 

同學若尚有通識教育相關疑問，也可另於上班時間來電

詢問喔~電話：(02)2282-9355分機 8522、8523 

9-2 人文學系網頁 https://humanity.nou.edu.tw/ 

9-3 社會科學系網頁、FB 

 

一、社會科學系資訊： 

(一)社科系網：

https://social.nou.edu.tw/index.php 

(二)選課建議：

https://www2.nou.edu.tw/taichung/index.aspx
https://www106.nou.edu.tw/~general/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17000285101064/
https://humanity.nou.edu.tw/
https://social.nou.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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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https://social.nou.edu.tw/d_1.html 

(三)學分班及學分學程：

https://social.nou.edu.tw/d_1_12.html 

專班開設請洽屬指導中心。 

(四)畢業規定：

https://social.nou.edu.tw/d_1_13.html 

可依規定規劃修讀課程 

(五)社科學訊：

https://social.nou.edu.tw/g_1_5.html 

有豐富的活動資訊及老師提供當學期課程補充 

(六)重大傷病獎助學金申請：

https://social.nou.edu.tw/f_1.html 

二、聯繫社科系：有關本系各項課程規劃歡迎以下方式

洽詢！ 

(一)電話：(02)2282-9355分機 7251或 7229 

(二)FB：https://www.facebook.com/social.nou社

會科學系 FB  邀請大家按讚一下  活動訊

息不漏接。 

(三)Email：social@mail.nou.edu.tw 

9-4 商學系網頁、FB https://www2.nou.edu.tw/business/index.aspx 

https://www.facebook.com/hsian8/ 

商學系相關疑問，歡迎來電洽詢 

電話：(02)2282-9355分機 7321、7323 

9-5 公行系網頁、FB https://pa.no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PANOUFB 

歡迎來參觀按讚！ 

9-6 生活科學系網頁、FB 一、生活科學系網頁 

https://www2.nou.edu.tw/living/index.aspx 

二、生活科學系課程(必修科目：生活科學概論) 

https://www2.nou.edu.tw/living/docdetail.aspx

?uid=3904&pid=3857&docid=12995 

三、生命事業管理科課程 

https://www2.nou.edu.tw/lsm/docdetail.aspx?ui

d=4408&pid=4248&docid=14434 

四、110下課程介紹 

https://www2.nou.edu.tw/living/docdetail.aspx

?uid=4784&pid=4784&docid=15713 

五、聯繫生活科學系： 

(一)電話：(02)2282-9355分機 7551或 7519 

https://social.nou.edu.tw/d_1.html
https://social.nou.edu.tw/d_1_12.html
https://social.nou.edu.tw/d_1_13.html
https://social.nou.edu.tw/g_1_5.html
https://www.facebook.com/social.nou
mailto:social@mail.nou.edu.tw
https://www2.nou.edu.tw/business/index.aspx
https://www.facebook.com/hsian8/
https://pa.no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PANOUFB
https://www2.nou.edu.tw/living/index.aspx
https://www2.nou.edu.tw/living/docdetail.aspx?uid=3904&pid=3857&docid=12995
https://www2.nou.edu.tw/living/docdetail.aspx?uid=3904&pid=3857&docid=12995
https://www2.nou.edu.tw/lsm/docdetail.aspx?uid=4408&pid=4248&docid=14434
https://www2.nou.edu.tw/lsm/docdetail.aspx?uid=4408&pid=4248&docid=14434
https://www2.nou.edu.tw/living/docdetail.aspx?uid=4784&pid=4784&docid=15713
https://www2.nou.edu.tw/living/docdetail.aspx?uid=4784&pid=4784&docid=1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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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二)FB：

https://www.facebook.com/Department.of.Living

.Science.NOU 

(三)Email：living@mail.nou.edu.tw 

9-7 管資系臉書粉絲頁、FB 一、管資系臉書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noumi2015 

二、管資系網頁：https://mi.nou.edu.tw 

信箱：mi@mail.nou.edu.tw 

電話：(02)2282-9355分機 7655 

傳真：(02)2848-4944 

管理與資訊學系歡迎大家加入空大學習行列! 

 

十、圖書館 

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10-1 空大圖書館網頁 https://portallib.nou.edu.tw/mp.asp?mp=1 

聯繫空大圖書館：電話(02)2282-9355 分機 5778或 5779 

10-2 公司法沒有電子書可買? 所有課程均有電子書可購買，如果目前還未上架的，就

是 110下新開或修訂的課程，會於開學前上架。 

10-3 電子書借閱要付費嗎？ 不用！電子書借閱是免費的。登入帳密後即可借閱電子

書喔，不用付費的。 

圖書館的功能太豐富了，要善加運用。 

10-4 請問清交大圖書館的書

可以借閱嗎？ 

辦理館際借閱證即刻前往清交大借書喔！ 

10-5 請問 Hyred原本就有帳密 

就可以借閱了嗎?還是要

用空大的帳密進去？ 

Hyred電子書的資料庫中，幾乎有全部的教科書都有，但

借閱冊數與天數有限制。也可以用空大帳密借書。 

10-6 圖書館登入也是等開課

才能登入嗎? 

新生等開課才可登入(學號及帳密)。 

10-7 空大圖書館有全部科系

的電子教科書可借嗎？ 

可以！ 

 

十一、空大 e點通 

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11-1 請問 e 點通的 line 在何

處？ 

手機搜尋【空大 e點通】。 

 

十二、其他 

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12-1 請問今天的 power point 今天線上說明會的錄影檔之後會放在空大校園影音雲讓

https://www.facebook.com/Department.of.Living.Science.NOU
https://www.facebook.com/Department.of.Living.Science.NOU
mailto:living@mail.no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noumi2015
https://mi.nou.edu.tw/
mailto:mi@mail.nou.edu.tw
https://portallib.nou.edu.tw/mp.asp?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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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 回覆內容 

會再傳給我們嗎？還是

我們之後就會收到 email

呢？ 

同學們再次觀看，不會再寄 power point 檔案。 

12-2 請問聽不到聲音，是因為

我關閉麥克風的關係

嗎？ 

聽不到聲音的同學 確認一下 webex視窗底部有功能鍵，

是否有連線音訊，以電腦收發音訊。如無法點選連線音

訊，請離開會議室再重新加入試試。 

12-3 剛才畫面若來不及截

圖，之後可以上空大校園

影音雲觀看嗎？ 

今天線上說明會的錄影檔，後續會放在空大 YouTube 平

台（歡迎訂閱）及空大校園影音雲網頁，歡迎同學瀏覽

觀看。 

12-4 留言會放在學生事務處

最新消息嗎？ 

資科中心給予資料彙整正確後，會放在學務處網頁最新

消息供同學觀看。 

 

 

備註：本次說明會回覆內容如有異動，以各權責單位網頁最新公告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