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 
因應COVID-19無法入境之境外生安心就學方案 

1.註冊開學 2. 選課 3.休學及復學 

4.修課 5.學生請假 6.考試及成績 

7.畢業資格 
8.交換、雙聯計
畫及海外實習 

9.學校相關輔

導協助機制 

註課組、會計室 註課組 

學務處生輔組 註課組 註課組 

註課組 國際處 

註課組 

學務處、校安中心 1 

點選下方項目可直接連結說明 

分項業務&專責單位 

2022/9/8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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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註冊開學 回首頁 

東海大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 
因應COVID-19無法入境之境外生安心就學方案 

(3) 學生所修科目學分如未達每學期最低應修科目學分，得依所修學分數繳交學分費，毋

須繳交全額學雜費。無法入境學生收費標準及繳費方式，請參閱【註冊繳費之因應

措施】。 

業務單位：會計室04-23590121分機28002、email：account@thu.edu.tw  

(1) 111學年度第1學期上課日：2022/09/12（請參閱行事曆）。 

(2) 學生得以通訊或委託他人向註課組辦理註冊，需於開學後第 3 週前（2022/09/30）

完成註冊相關手續。 

業務單位：註課組04-23590121分機22101~22109、email：course@thu.edu.tw  

2022/9/8修訂 

https://account.thu.edu.tw/upload/tuition_upload/1110922-01.pdf
https://account.thu.edu.tw/upload/tuition_upload/1110922-01.pdf
https://account.thu.edu.tw/upload/tuition_upload/1110922-01.pdf
mailto:account@thu.edu.tw
https://www.thu.edu.tw/web/calendar/detail.php?scid=23&sid=36
mailto:course@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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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課-1 回首頁 

東海大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 
因應COVID-19無法入境之境外生安心就學方案 

可完成選課者 

1、完成選課手續（至少修習一門實體或線

上課程，不受最低修課學分之限制）。 

2、因居家檢疫無法到校上課之學生得檢具

相關證明以通訊方式或委託他人向學務

處生輔組辦理請假手續，不受缺曠課、

勒令休學規定限制。 

無法完成選課者 

• 檢具休學申請書，通訊或委

託辦理（補辦）休學手續。 

2022/9/8修訂 

可完成選課者 無法完成選課者 

2022/09/23前 

http://aca.thu.edu.tw/web/regcurri/page.php?scid=8&s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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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課-2 

(1) 放寬學生每學期選課最低學分下限限制，惟仍須修習至少一門實體或遠距課程，以

維持學生在學學籍，至遲須於開學後第  2 週前（ 111學年度第 1學期：

2022/09/23）完成選課相關手續。 

(2) 學生選課方式可透過網路選課進行登記，無須至開課單位臨櫃辦理。如有特殊課程

須採人工處理，可透過Email聯繫開課單位進行協助。選課相關問題，請洽註課組林

先生04-23590121分機22114；e-mail：forest@thu.edu.tw 。 

(3) 放寬期中考後停修申請課程數及最低學分下限限制，惟停修後仍須修習至少一門課

程，本學期開放申請期間為：2022/12/05至12/23。 

業務單位：註課組04-23590121分機22114、email：course@thu.edu.tw  

回首頁 

東海大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 
因應COVID-19無法入境之境外生安心就學方案 

2022/9/8修訂 

mailto:forest@thu.edu.tw
mailto:forest@thu.edu.tw
mailto:forest@thu.edu.tw
mailto:forest@thu.edu.tw
mailto:forest@thu.edu.tw
mailto:course@thu.edu.tw
mailto:course@thu.edu.tw
mailto:course@thu.edu.tw
mailto:course@thu.edu.tw
mailto:course@thu.edu.tw


休學、復學及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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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休學及復學 

 

 

(1) 休學：學生得檢具休學申請書以通訊或委託他人向教務處註課組辦理休學，毋須繳

納相關學雜費用。 

(2) 提前復學：申請提前復學之休學生至遲須於該學期上課開始日前提出申請

（2022/09/12）。 

(3) 延長修業期限：若學生修業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應修科目或學分者，學校得專案延長

其修業期限。 

業務單位：註課組04-23590121分機22101~22109、email：course@thu.edu.tw  

回首頁 

東海大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 
因應COVID-19無法入境之境外生安心就學方案 

2022/9/8修訂 

http://aca.thu.edu.tw/web/regcurri/page.php?scid=8&sid=12
mailto:course@thu.edu.tw


休學、復學及退費 

4.修課-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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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 
因應COVID-19無法入境之境外生安心就學方案 

選課 
(9/23前) 

可入境 

N 

休學 

Y 

無法入境 

一般程序 
選課上課 

補辦休學 
(申請退費) 

台  灣 
線上課程 

東海實體課
程線上授課 

1.以應屆畢業生之
必修課程為主。
其他年級課程由
授課老師自行彈

性決定。 

2.以東海i Learn數
位平台線上授課
為主。 

3.實驗及操作課程
不適用。 

外  校 
遠距課程 

※遠距教學課程定義：科目課程總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者，且教學
計畫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 

本欄至少選一門課程 

東  海 
遠距課程 

回首頁 

A 

B 

C 

2022/9/8修訂 

https://ilearn.thu.edu.tw/
https://ilearn.thu.edu.tw/
https://ilearn.thu.edu.tw/
https://ilearn.thu.edu.tw/
https://ilearn.thu.edu.tw/
https://ilearn.thu.edu.tw/
http://course.thu.edu.tw/search-result/110/1/%E9%81%A0%E8%B7%9D/all/all


休學、復學及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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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課-台灣線上課程 

 

 

•  修習課程類型除實體課程外，亦可修習本校或外校開授之遠距課程。 

A. 東海實體課程線上授課：以應屆畢業生之必修課程為主，其他年級課程則由授課老師

自行彈性決定，惟實驗及操作課程不適用。以東海i Learn數位平台線上授課為主。 

B. 本校遠距教學課程：透過網路選課或以電子通訊方式聯繫開課單位協助人工加選。 

C. 校外遠距教學課程：填寫「校際選課申請表」，並以通訊方式向註課組提出申請，經

系、院審核同意後，由註課組協助寄送他校進行簽核，經本校及他校同意者則可進行

修課。 

業務單位：註課組04-23590121分機22114、email：course@thu.edu.tw  

 

回首頁 

東海大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 
因應COVID-19無法入境之境外生安心就學方案 

2022/9/8修訂 

https://ilearn.thu.edu.tw/
https://ilearn.thu.edu.tw/
https://ilearn.thu.edu.tw/
https://ilearn.thu.edu.tw/
https://ilearn.thu.edu.tw/
http://course.thu.edu.tw/search-result/110/1/%E9%81%A0%E8%B7%9D/all/all
https://course.thu.edu.tw/apply
https://course.thu.edu.tw/apply
https://course.thu.edu.tw/apply
mailto:course@thu.edu.tw
mailto:course@thu.edu.tw
mailto:course@thu.edu.tw
mailto:course@thu.edu.tw
mailto:course@thu.edu.tw


休學、復學及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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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生請假 

 

 

• 因防疫隔離期間身體不適，無法進行課程者可請防疫隔離假。 

• 無法實體上課，但可進行線上課程者不需請假。 

• 隔離期間之防疫假不受缺曠課、勒令休學規定限制。 

 

 

 

 

業務單位：生輔組04-23590121分機23009、email：stulife@thu.edu.tw  

回首頁 

東海大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 
因應COVID-19無法入境之境外生安心就學方案 

2022/9/8修訂 

mailto:stulife@thu.edu.tw


休學、復學及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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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考試及成績 

 

 

(1) 學校得依科目性質與任課老師協調成績評定方式，以其他補救措施處理科目成績。 

(2) 學生倘因疫情因素影響身心狀況及學習導致學業成績不及格退學者，得專案報請撤

銷一次學業成績不及格之記錄。 

(3) 碩、博士班學生申請學位考試者，需先完成註冊及選課相關手續，再依本校「研究

生學位考試規則」提出申請，並於規定期限內完成。 

(4) 各系所、學位學程得視學生情形，受理申請以視訊方式進行學位考試，學生需填妥

「因應COVID-19視訊學位考試申請表」經指導教授及系所、學位學程主任同意後，

送註課組辦理。 

業務單位：註課組04-23590121分機22101~22109、email：course@thu.edu.tw  

回首頁 

東海大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 
因應COVID-19無法入境之境外生安心就學方案 

2022/9/8修訂 

http://aca.thu.edu.tw/web/regcurri/page.php?scid=8&sid=12
http://aca.thu.edu.tw/web/regcurri/page.php?scid=8&sid=12
http://aca.thu.edu.tw/web/regcurri/page.php?scid=8&sid=12
http://aca.thu.edu.tw/web/regcurri/page.php?scid=8&sid=12
http://aca.thu.edu.tw/web/regcurri/page.php?scid=8&sid=12
mailto:course@thu.edu.tw


休學、復學及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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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畢業資格 

 

 

(1) 畢業應修科目學分：學校依課程之科目性質，酌情調整課程（如實習、體育及服務

學習）之學習內涵及學習時數。 

(2) 其他畢業資格條件：學校得放寬學生畢業資格條件（如英文檢定、證照考試），提

供學生替代方案。 

(3) 應屆畢業生，可透過修習暑假開設之暑修課程，補其專業課程學分數，酌情放寬專

業課程替代或承認之條件。 

(4) 畢業生離校手續可以通訊方式辦理。 

業務單位：註課組04-23590121分機22101~22109、email：course@thu.edu.tw  

回首頁 

東海大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 
因應COVID-19無法入境之境外生安心就學方案 

2022/9/8修訂 

mailto:course@thu.edu.tw


休學、復學及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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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交換、雙聯計畫及海外實習 

 

 

(1) 考量維護全體師生健康，赴陸進行短期教育交流活動暫緩辦理，視後續疫情發展再恢復交

流；學生研修（長期交換）經國際處彙整名單後，經學校核可後，始得辦理。 

(2) 學校各相關單位得審酌學生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協助學生赴境外修讀雙聯學位、研修或交

換 (請洽國際處)、參與海外實習、職訓課程、建教或產學合作計畫等協助（請洽主辦或公告

單位）。 

業務單位：雙聯、交換：國際處04-23590121分機28501、email：oir@thu.edu.tw  

海外實習：各學系(所)  

教務處教發中心/就友室：04-23590121分機22523 

                              email ： kellygf@thu.edu.tw  

回首頁 

東海大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 
因應COVID-19無法入境之境外生安心就學方案 

2022/9/8修訂 

mailto:oir@thu.edu.tw
mailto:kellygf@thu.edu.tw


休學、復學及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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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學校相關輔導協助機制 

 

 

(1) 啟動關懷輔導機制：瞭解學生身心狀況、課業學習、職涯輔導之實際需求，適時轉介相

關單位，提供所需資源，協助學生渡過困難。請洽04-23590121轉分機23904諮商中心

林心理師 或 分機23434健康中心賴護理師。 

(2) 個案追蹤機制：建立專案輔導單一窗口（校安中心），學校得指派專人或專責單位追蹤

個案現況及後續修業情形。 

(3) 維護學生隱私：學校處理學生就學事宜、防疫隔離，應依相關規定辦理，注意個人資料

保護事宜。 

業務單位：國際處04-23590121分機22510、email：oir@thu.edu.tw  

學務處健諮中心04-23590231、email：helpline@thu.edu.tw  

校安中心04-23509595、email：military@thu.edu.tw  

回首頁 

東海大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 
因應COVID-19無法入境之境外生安心就學方案 

2022/9/8修訂 

mailto:oir@thu.edu.tw
mailto:helpline@thu.edu.tw
mailto:military@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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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 

因應COVID-19資訊專區 
回首頁 

2022/9/8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