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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陽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四次班會宣導資料【學生詳細參閱版】 

＃請導師於班會前詳閱本資料，並於班會時向學生們宣達＃ 

【日間部及進修部適用】 

◎宣導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缺曠課相關訊息： 

(一) 本校學生缺、曠紀錄以各任課教師於「教職員資訊系統-線上點名系統」所登錄學

生缺曠資料為計算依據，本學期上課點名系統開放期間自民國 111 年 2 月 14 日

(星期一)起，畢業班課程登錄至民國 111 年 5 月 15 日(星期日）止，非畢業班課

程登錄至民國 111年 6月 12日(星期日）止，請轉知學生須依所選課程準時到課，

並隨時至學生資訊系統查詢個人缺、曠課紀錄。 

(二)教師以點名系統登錄曠課或取消曠課等紀錄之辦理天數如下： 
系統點名登錄時間為7天(含點名當日)，系統取消點名紀錄為8天(含)以內之曠

課(直接於系統取消前一週曠課紀錄)，超過 9天以上之曠課，則需以紙本辦

理，請轉知學生至「學生資訊系統-缺曠記錄查詢」，列印該網頁之缺曠記錄查

詢表，送請任課老師簽註「取消日期、節次及原因」並「簽名」後，依學生所屬

部別，將本表分送教務處進修教學組或課務組更新資料。 

(三)每日新增之曠課時數當晚 12 時由系統結算完成後，以 e-mail 發送至學生個人信

箱，並產生相關報表，提供行政單位、教師、學生及家長查詢。 

(四)每學期人工加選結束後，定期統計學生缺曠課時數，統計內容當日並以 e-mail
通知學生、所屬導師與教學單位，了解學生缺曠課內容，並郵寄家長通知單，

使家長了解其子弟在校修習情形。 

(五)學生個人缺曠課查詢：請連結至學生資訊系統缺曠記錄查詢 

(六)依學則第 38條「學生未經准假而缺課者，以曠課論，授課教師得以學生請假與

曠課之情形予以扣分」；第 39條第 1項「自上課之日始，其缺、曠課時數達學

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應令休學」；第 45條第 2項「修讀學士學位學生學

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讀學分總數二分之一且連續兩次者，僑

生、港澳生、陸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籍學生、派外

人員子女學生、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技優甄審保送入學

學生、高職繁星計畫入學學生及甄選入學之離島學生，連續兩次三分之二者，

應予退學」等規定，敬請各位師長協助提醒。 

二、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教師教學評量填答事宜： 
(一)為了解教師授課狀況，提供任課教師做為教學改善的參考，實施期中教學評量。 

(二)期末教學評量實施內容如下，請公告學生週知並踴躍上網填答： 

1.填答方式：利用電腦網路進行教學評量，登入本校學生資訊系統→教學評量

填答系統進行填答。 
2.實施網路評量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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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民國 111 年 5 月 12 日（四)至 5 月 24 日（日)上午 10 時止； 
在校生：民國 111 年 5 月 12 日（四)至 6 月 27 日（一)中午 12 時止 

三、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考試相關事宜：本學期期末考時間自民國 111 年 6 月 13 日(星
期一)起，至 6 月 19 日(星期日)舉行，各課程考試資訊，請依授課教師公告於 tronclass
平台為依據，請同學留意考試時間與方式，準時到考。 

◎宣導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一、110學年度第 2學期註冊組重要行事曆 

日      期 事                                項 

即日起～ 開放大三、四生及研二生【畢業審核自審】 

5/16～5/20 申請下學期輔系、雙主修、跨院系學程及微學程 

二、事關畢業權益，請務必注意：若系有訂定資訊或專業門檻者，學生須於應屆畢業學期

完成門檻始得畢業，請務必先確認是否已達畢業門檻並將相關證明文件送至系辦(外語

證照送至語言中心)；若未於畢業學期取得者，將須辦理延修註冊。 

三、請大三學生請務必上網查詢並確認畢業自審，如有疑問可參考所屬年度課程規劃表之規

定，或與系辦公室詢問，避免於老師輸入成績期間無法查詢成績，及因畢業時必修課程

未修習而無法順利畢業。 

四、請大四畢業生如因未修畢輔系、雙主修、跨院系學程及教育學程而延畢者，請於 5 月 20
日前至註冊組/進修部聯合辦公室領取或網站列印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延長修業年限申請

書辦理。 

五、為增進未來職場競爭力，歡迎大一升大二起在校生踴躍申請修讀第二專長「輔系、雙主

修、跨院系學程、微學程」，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網頁->「第二專長」查詢。申請下學期

(111-1)起修讀第二專長日期為 5 月 16 日至 5 月 20 日，請好好把握並事先做好規劃。 

六、其他事項： 

（一）更名或變更地址請持戶籍謄本或身分證至【行政大樓 2 樓註冊組/管理大樓 1 樓進

修部聯合辦公室】填寫『學籍資料更改申請單』。 

（二）欲申請成績單、在學證明、繳費證明、補發學生證、應屆畢業證明、延修證明

者，請至行政大樓 1 樓服務台、管理大樓 1 樓進修部聯合辦公室外或第一宿舍大

廳旁【自動化繳費機】申請，現場立即取件；學生證遺失補發則須 10 個工作天再

持收據或個人證件日間部學生請至註冊組/進修部學生請至進修部聯合辦公室領

取。 

（三）【自動化繳費機】提供免費列印「學期成績單」 (每學期 3 份)、在學證明(每學期

1 份)、應屆畢業證明(1 份)、延修證明(1 份)及註冊繳費證明(財務處提供每學期

1 份)，歡迎有需要學生自行列印使用。 

（四）【資訊站】位於行政大樓 2 樓走廊，提供免費列印「學期成績單、在學證明、應屆畢

業證明及延修證明」，超過免費份數時或申購排名證明書可使用行動支付功能（支援悠遊卡

及 LINE PAY），歡迎有需要學生自行列印或申購使用。 

◎宣導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一、110學年度第 2學期註冊組重要行事曆 

日      期 事                                項 

即日起～ 開放大三、四生及研二生【畢業審核自審】 

二、請大三學生請務必上網查詢並確認畢業自審，如有疑問可參考所屬年度課程規劃表之規

定，或與系辦公室詢問，避免於老師輸入成績期間無法查詢成績，及因畢業時必修課程

未修習而無法順利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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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關畢業權益，請務必注意：若系有訂定資訊或專業門檻者，學生須於應屆畢業學期

完成門檻始得畢業，請務必先確認是否已達畢業門檻並將相關證明文件送至系辦(外語

證照送至語言中心)；若未於畢業學期取得者，將須辦理延修註冊。 

四、其他事項： 

（一）更名或變更地址請持戶籍謄本或身分證至【行政大樓 2 樓註冊組】填寫『學籍資

料更改申請單』。 

（二）欲申請成績單、在學證明、繳費證明、補發學生證、應屆畢業證明、延修證明

者，請至行政大樓 1 樓服務台、管理大樓 1 樓進修部聯合辦公室外或第一宿舍大

廳旁【自動化繳費機】申請，現場立即取件；學生證遺失補發則須 10 個工作天再

持收據或個人證件學生請至註冊組領取。 

（三）【自動化繳費機】提供免費列印「學期成績單」(每學期 3 份)、在學證明(每學期 1
份)、應屆畢業證明(1 份)、延修證明(1 份)及註冊繳費證明(財務處提供每學期 1
份)，歡迎有需要學生自行列印使用。 

（四）【資訊站】位於行政大樓 2 樓走廊，提供免費列印「學期成績單、在學證明、應屆

畢業證明及延修證明」，超過免費份數時或申購排名證明書可使用行動支付功能

（支援悠遊卡及 LINE PAY），歡迎有需要學生自行列印或申購使用。 

（五）【教務文件申請系統】於【學生資訊系統】-「其他」項下，除學校郵寄學期成績單外，

如需額外使用學期成績單者可再申辦學期成績單(工本費每份 10元)（預計 7月 7日起

開放），選擇郵寄方式並轉帳後學校可代寄，有需要學生可申請使用。 

◎宣導單位：校友服務暨職涯發展處 
 職涯發展組業務 
一、你有找工作/校外工讀的煩惱嗎？請上「學生歷程與多元就業媒合」系統

(http://myep.cyut.edu.tw/) -【校內外就業媒合服務】查看職缺。 
二、快進入「學生生涯與學習歷程檔案」系統(https://clrpf.cyut.edu.tw/index.php)，看看學

校主動幫你個人新增了什麼求職、升學的戰績！ 
本系統提供學生累積及登錄和「專業與實務能力」、「資訊科技應用能力」、「溝通協

調與團隊工作能力」、「自主學習能力」等四大核心能力相關之課內、外學習或活動之

資訊平台，以建立個人 e 化履歷表；系統並整合職涯進路與課程規劃、職涯輔導資源、

部落格、e 化行政資源等項目，歡迎同學多加利用。 

【我的履歷表】單元包含「在校歷程證明書」、「履歷專頁」、「校內外就業媒合服

務」及「就業導航資源」等多項功能，同學們可透過本系統建立個人特色履歷網頁，並於

求職時，主動提供個人履歷網址供企業雇主參考及審閱，歡迎多加利用本系統之服務尋

找工作。 

三、職涯諮詢顧問服務 
本學期服務期間自 111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至 111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不含

國定假日），服務時間為早上 8:30~下午 5:20，歡迎同學踴躍至學生生涯與學習歷程檔案

→「職涯輔導資源」區→「職涯諮詢服務」區→進行線上預約【提醒：需提前 1 周預約】，

如有相關問題，請洽校友服務暨職涯發展處-職涯發展組〈分機 5064〉。 
四、110 學年度獎勵參與校外專業競賽獲獎學生 

(一) 獎勵對象：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於本校就讀期間以學校名義參加與所屬系所專

長有關之國際性、全國性或區域性競賽且決賽入圍或決賽得獎者，依競賽等級及獲

獎名次給予敘獎或獎勵金。若參與競賽類別屬創新、發明類競賽，得不受需與所屬

系所專長有關之限制。 

http://myep.cyut.edu.tw/
http://clrpf.cyut.edu.tw/
http://clrpf.cy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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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方式：以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獲獎競賽為主，凡符合申請資格

者，請向校友服務暨職涯發展處提出獎勵申請，經學生實習就業指導委員會審核通

過，即可辦理敘獎。（申請表請至本處職涯發展組網站→表格下載） 
(三) 111 年度「校外競賽」《夢．啟航．翻轉人生》完善弱勢協助勵學金開放申請，經費

有限，用罄即截止受理。符合補助標準者，備妥申請文件後送至職涯發展組。（詳情

請見：https://s.cyut.edu.tw/1aWLgDdxU38） 
五、獎補助學生報考專業證照報名費 

(一) 111 年度補助報考專業證照報名費(含英文能力檢定)受理申請中，經費有限，

用罄即截止受理。符合補助標準者請儘快至系所辦公室提出申請。其他未能補助之

學生，仍可申請證照記功、嘉獎，僅需附上申請表及證照彩色影本 1 份送至所屬系

辦公室即可辦理。（詳情請見： https://s.cyut.edu.tw/Ihl24aPD2y） 
(二) 111 年度「專業證照」《夢．啟航．翻轉人生》完善弱勢協助勵學金開放申請，

經費有限，用罄即截止受理。符合補助標準者，備好申請文件後送至職涯發展組。

（詳情請見：https://s.cyut.edu.tw/1aWLgDdxU38） 

◎宣導單位：學務處學生發展中心 
一、心裡難受，就來學發中心預約諮商聊聊吧。T1-106進門後說：「我想找心理師聊聊。」

就可以囉。 

二、請追蹤學發中心 IG(sdccounsel)與臉書粉絲頁(CYUTSDC)，以取得最新心理健康相關資

訊。 

◎宣導單位：學務處住宿組 

一、同學可善用內政部版的租賃契約，保障自身權益，減少租賃糾紛。相關資料如下。(掃

瞄 QR Code即可連結) 

 

1.內政部租賃條例專區 

 

2. 109 年新版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 
 
 
3. 109 年 9 月 1 日新版租賃契約簽約注意事項 3 分鐘教您避開租賃爭議(影片) 

◎宣導單位：軍訓室 
一、校園安全： 

  (一)網路購物詐騙： 

1.詐騙手法：被騙者都曾經透過購物台或拍賣網站買東西，但在幾天後會接到「賣家」 

或「網站員工」來電，聲稱「因簽單登錄錯誤」，將會造成「買家」的帳戶每個月 

自動扣款，為避免「買家」損失，必須再去操作一次「自動提款機」，才能恢復原 

設定。「買家」相信了這番說詞，因擔心財物損失，且又不知如何操作提款機，一 

邊以手機聽從歹徒指示、一邊按鍵，從「英文操作」開始，輸入所謂的代碼，該代 

碼其實是「匯款金額」與「歹徒帳號」，直到轉帳交易成功，帳戶內的存款被轉走， 

才發現被騙 

https://s.cyut.edu.tw/1aWLgDdxU38
https://s.cyut.edu.tw/Ihl24aPD2y
https://s.cyut.edu.tw/1aWLgDdxU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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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範方法： 

       (1)養成查證習慣，勿聽信不明來電指示。 

       (2)自動提款機沒有取消約定扣帳功能，千萬不要依照電話指示操作自動提款機。 

       (3)來電顯示不能信，請掛斷來電撥打銀行客服電話查證，或撥 165專線查證，勿聽 

          信來電電話。 

       (4)0200、0800、0900、0204起頭之電話都是虛擬碼，只能單方聽電話，無法撥出，  

          亦不會顯示號碼於被害人手機上。 

(二)牢記三不&三要原則 

1.不聽信電話通知，要保持冷靜。 

2.不告知個人資料，要立即查證。 

3.不依據所留電話查證，要報警處理。 

(三)疫情期間同儕間相互關懷： 

      1.外出時要隨身攜帶保暖衣物及雨具，保持身體的乾燥。 

      2.倘身體不適時，務必要尋求醫療看診。 

      3.請同儕之間共同關懷。 

      4.有需要尋求學校協助的同學，請電校安中心 04-23320808。 

  (四)校外活動安全宣導： 

      遇氣象局發布颱風、豪大雨或土石流等重大天災警報時或強烈地震後，已申請獲准 

      但未出發之活動，審核單位得因安全考量，隨時撤銷之；已出發或正進行之活動，   

      應從重認定可能之影響或危害，立即暫停或提前結束活動，以確保安全。 

二、交通安全: 

  (一)交通安全相關提醒： 

      1.「使用中機動車輛噪音管制辦法」自 110年 1月 1日起實施；環保署公告「機動車 

        輛噪音管制標準」，規定車輛行駛在限速 50公里以下的道路時，音量不得超過 86 

        分貝；但若道路限速 70公里，則音量不得超過 90分貝。請同學勿改裝排氣管，以 

        免受罰。  

      2.參加機車考照駕訓班，交通部有補助，中部地區 1 ,600 個名額、每人 1,300 元， 

        詳情請上交通部公路總局。 

      3.3/1～6/12起編組交通服務隊同學，於一般上課期間常態性實施查驗，置重點於車 

        輛違規停放與無停車證車輛查驗，並輔導無停車證同學申辦（申請後於當週星期五 

        1630時前完成繳費，逾期或未繳者將刪除申請資料，視同放棄車位，），針對違規 

        者將依「本校學生汽、機車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無停車證者將會進行鎖車、 

        並開罰。 

      4.如申請電動機車、大型重型機車者，於開學後持繳費及相關證件，日間部至生輔組、 

        進修部至進修部聯合辦公室，辦理停車證減免退費。 

      5.停車費、違規繳費有以下 5種：（一）可至本校自動繳費機進行繳費（行政大樓、 

        管理大樓、第一宿舍）、（二）行動支付：Line Pay、支付寶、（三）虛擬帳號、（四） 

        台灣 pay、（五）超商代收（但須 7天作業時間，繳費單據務必留存，以備查驗）。 

      6.停車證之黏貼重要提醒：（汽車）停車證貼紙應貼於膠卡上並放置於擋風玻璃（兩 

        者均需同時附上），（機車）貼於車牌明顯處，以利辨識查核，如未張貼停車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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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不得進入校園，另提醒同學停車證不得私自複製、轉讓、竊（冒）用他人停車證， 

        一經查獲除依校規議處外，該車證回收作廢。 

      7. 110學年度「畢業生」有汽機車違規者（違規日期：111/1/12～111/5/11）已於 5 

        月 12日於網頁上公告，並各別簡訊通知，5月 16日已簽處違規處分案，採一案一 

        罰予以申誡處分。 

      8.110學年度「在校生」有汽機車違規者（違規日期：111/1/12～111/6/10），依照 

        學生獎懲規定及汽機車管理辦法，預定在 6月 13日前於網頁上公告，並上簽違規 

        處分案，採一案一罰予以申誡處分。 

      9.111學年度汽、機車申請，已於 5月 16日 08:00至 5月 27日 17:00止開放網路申 

        請，6月 8日起至 6月 15日止為繳費時間，有違規費欠繳或其他違規紀錄者，將管 

        制申請。 

      10.第二機車停車場，劃設綠色叉叉，建議比較大型機車優先停放，停放時請協停放， 

        以免擋到其他車輛進出。 

      11.因應後山興建工程，大型工程車輛頻繁進出，考量同學用路安全，後山八米道紅 

        線劃設處禁止停車，此處為巡查重點。 

      12.原運動場緊急通道出口至航空機棚，規劃為「機車停車格」；原生態屋往後山方向， 

         規劃為「汽車停車格」請同學依格線停放。 

      13.學生汽車依規定停放於汽車停車場（格）內（不含教學區及行政大樓停車場）。 

      14.提醒騎乘大型重型機車同學，請優先停放在汽 1、2停重型機車優先停車格，如發 

         現重型機車停車格已滿，需停放於汽車格時，請勿將一台機車占滿整個汽車格， 

         以有效使用停車空間(一格 2~3台機車)。 

      15.如因換車、停車證破損或內容模糊需更換停車證者，請由本人攜帶舊停車證、學 

         生證、行照親至生輔組辦理，未附證明者，收取同車種最高申請費用十分之一補 

         發作業費。 

      16.如因臨時換別輛汽、機車來校者，請務必通知生輔組交通服務隊（分機 5019），或 

         軍訓室高老師（分機 3077）並親自來辦理臨時停車證。 

      17.第二學期需校外實習者：先依正常程序實施網路申辦、繳費，於實施校外實習前 

        （或第一學期結束時）再至生輔組辦理註銷停車證及退費。 

      18.開學後申辦車證者，屬零星個案申辦，請親自至生輔組辦理停車證，申辦日期請 

         密切注意學校網頁。 

      19.若有停車證使用相關問題，日間部請洽生輔組交通服務隊（分機 5019）、進修部請 

         洽進修部聯合辦公室（分機 4634），或分機 3077（高老師）。 

      20.已於學校首頁、相關網頁公告提醒同學，第三機車停車場後方道路、及土地公廟 

         前皆為私人土地請同學切勿在此停車，違規者地主將報警拖吊，同學請自行負責。 

      21.近期交通事故頻傳，請同學放慢車速、加大車距，行車多禮讓、交通又順暢、安 

         全有保障。 

      22.近期停車場擦撞頻傳，請同學停(牽)車時留意間隔車距，若有不慎碰撞，亦請留 

         下聯絡方式。 

      23.近期霧峰地區民眾反應，同學於校外路邊任意停車，影響居民進出，造成民怨， 

         請同學於校外停車時，留意是否為違規停車或影響他人出入，若有上述顧慮，請 



 
7 

         留下聯繫電話，方便聯絡。 

      24.自 111年 3月 15日起，四方電巴 249路進入校園，返往本校、太平市區、台中站 

         車更方便！綠能電車節能減碳，省錢又安全，歡迎師生踴躍搭乘。 

三、菸害防制： 

  (一)勸告同學們不要吸菸：香煙中的尼古丁及一氧化碳會影響心臟機能，吸煙者患心臟 

      病的機會比不吸煙者高三倍。如果你有高血壓、糖尿病或膽固醇過高，吸煙更會加        

      速冠狀動脈硬化，形成冠心病。 

  (二)香煙中的尼古丁及一氧化碳會影響心臟機能，吸煙者患心臟病的機會比不吸煙者高三 

      倍。如果你有高血壓、糖尿病或膽固醇過高，吸煙更會加速冠狀動脈硬化，形成冠心 

      病。 

  (三)新法已定電子煙與加熱式菸品已為管制菸品，請使用電子煙或加熱式菸品者，至學校  

      規畫之吸菸區吸菸，以尊重他人權益與維護校園環境衛生。 

  (四)本校有規劃吸菸區，也請同學依劃分區域吸菸，也請妥善處理菸蒂，熄火後請放置菸 

      桶內，以保障他人權益與環境衛生的維持。 

四、藥物濫用防制： 

  (一)澄清網路傳言施用毒品者未來可免服兵役一事，係屬不實訊息，提醒同學勿受網路 

      謠言誤導。 

  (二)現在新興毒品樣態呈現多樣化的情況，除了會偽裝成咖啡包外，還會偽裝成果汁包 

      裝、保健飲品致死率極高，各式新流行圖標更多相關資訊可參考教育部防制學生藥 

      物濫用資源網站(http://enc.moe.edu.tw/)呼籲同學從事正當的休閒娛樂，勿讓毒         

      品戕害自己的健康，一定要勇於向毒品說不！ 

  (三)教育部製作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華特＆潔西卡科普教室」文宣品，拒毒系虛擬網紅 

      Youtuber「華特和潔西卡」，以「新型態毒品」為主題，呼籲青年學子關注反毒議題， 

      勿因好奇心而誤觸毒品，相關影片連結如下： 

      1.國語連結：https://reurl.cc/rQ5x4b。 

      2.臺語連結：https://reurl.cc/7ekXml。 

      3.英文連結：https://reurl.cc/bk95g6。 

  (四)笑氣學名為「一氧化二氮」或「氧化亞氮」,是一種無色有甜味的氣體，笑氣的危害 

      性如下:  

      1.出現幻覺，手腳麻木 

      2.四肢萎縮，無法行走 

      3.神經病變，精神疾病 

      4.身體癱瘓，大小便失禁 

        吸食笑氣嚴重可能成為植物人或死亡，造成無法恢復的傷害，提醒同學請勿任意嘗 

        試，別讓笑氣笑掉你的人生。(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諮詢專線:0800770885，通 

        報掃毒檢舉專線:110)。 

 五、發生意外事件之通報與聯繫管道： 

 如不慎發生意外事件，可運用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機制聯繫電話請求立即而有效 

 之協助。校安中心有專責值勤教官實施 24小時服務，專線電話：04-23320808或 

 04-23323000 轉 3043。 

https://reurl.cc/rQ5x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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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軍訓室「友善校園樂朝陽」FB粉絲專頁，不定期公告校園安全、交通安全、反詐騙、 

     反毒、…等等相關訊息，請同學踴躍按讚加入。 

 七、《校園用餐防疫有一套》避免學生餐廳尖峰時間擁擠，同學可以這樣做: 

     1.多以餐點外帶方式 

     2.推派代表至餐廳購買餐點 

     3.離峰時間至餐廳點餐或用餐 

     4.空教室用餐 

 八、歡迎加入有意擔任《朝陽親善大使》的同學加入親善服務團，這是學校最美麗的隊伍，  

     擔任學校各大小活動禮賓與襄儀，有興趣的同學請洽軍訓室高教官。 

◎宣導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就學貸款宣導： 
一、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申請就學貸款注意事項： 

（一）111 年 8 月 1 日 起 進 入 臺 灣 銀 行 「就學 貸款入 口網 」登 錄 資 料

（https://sloan.bot.com.tw），日間部學生就讀學校請點選「朝陽科技大學」、進

修部學生就讀學校請點選「朝陽科技大學進修部」，填畢後請自行列印就學貸款申

請/撥款通知書 1式3份。 
（二）111 年 8 月 1 日起至 9 月 2 日止至臺灣銀行各分行辦理對保手續。 
（三）111 年 9 月 2 日前，將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對保單）第 2 聯上傳學生資訊

系統（上傳路徑：學生資訊系統/學雜費及補助/就貸資料上傳及查詢/上傳就貸資

料，詳細步驟請參閱生輔組網頁最新訊息）。 
（四）請依上述步驟所規定之時間完成手續，逾期者將歉難受理。 
（五）進修部各年級學生（含延修生）繳交之學分學雜費均為固定；如有超修意願，請

填寫「就貸金額異動申請書」，並於 111 年 6 月 30 日前至生輔組申請調整學分學

雜費。（申請書可至生輔組首頁最新訊息下載；未能於上述期限內完成者，恕無

法辦理「線上申貸」） 
（六）申辦就學貸款金額不可低於「應繳金額」，且勿超過「最高可貸款金額」。至臺

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登錄時，請依學雜費繳費單上之金額逐筆登錄細項（校

內住宿依校內標準申貸，校外住宿以校內最高標準 19,800 元申貸）；若貸款金額

不足者，請於校方受理就貸資料及產生差額後，自行至學生資訊系統／學雜費及

補助/學雜費列印差額繳費單，並至指定之銀行、郵局、超商或以信用卡方式補

繳。 
（七）四技大一新生之語言教學費 600 元為非可貸款項目，請多貸書籍費或住宿費替

代，避免補繳該項費用。 
（八）若同時申辦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貸款者，請先至本組辦理學雜費減免後，再持已扣

除減免金額之學雜費繳費單至臺灣銀行辦理對保手續。 
（九）自 111 學年度開始，改採線上上傳對保單方式申辦，不再受理紙本資料；於臺灣

銀行採線上對保者，請勿上傳臺銀加密之對保單電子檔，否則將無法進行線上審

核。 

 減免學雜費宣導： 
一、依教育部規定申請各類學雜費減免學生，每學期皆須重新自行提出申請，未按時申辦

者將刪除原預扣之減免身分及金額，並追繳學雜費。 
二、同時具有多項減免身分（包含教育部弱勢助學及其他政府單位子女教育補助或助學

金），僅能擇一辦理。 

https://sloan.bo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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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修生除身心障礙學生可在延修學期申請減免外，其餘類別之延修生均不得再申請減

免。 
四、提醒申請學雜費減免的同學，現已全面改採線上方式申辦，申請路徑：學生資訊系統

學雜費及補助減免申請及查詢點選減免申請，相關申請須知詳見本組網頁公告。 
五、若有身分變更者（如低收改為中低收等），請先致電生輔組（分機 5016）告知身分變更，

俾便產生差額繳費單。 

 請假、操行成績及彌過自新相關宣導： 
一、學生申請疫苗接種假相關注意事項： 

（一）學生接種疫苗 COVID-19 疫苗，得申請「防疫（含疫苗接種）假」，自接種當日

起共計 3 日（含接種當日及接種後發生不良反應 2 日）。 
（二）申請疫苗接種假，須於接種日後 7 天內至「學生請假系統」提出申請（本假別不

可預先申請，逾期亦不受理補請）。 
◎操作路徑：【學生資訊系統】→【個人相關資料】→【學生線上請假】→【我

的請假】→【防疫（含疫苗接種）假】 
（三）申請疫苗接種假，檢具接種單位蓋章之「COVID-19 疫苗接種紀錄卡」即可，無

須提出就診或其他證明，本假別不列入缺課紀錄。 
（四）如因接種後不適症狀而就醫或休養之天數，超過核給疫苗接種假天數，請視個人

需求另請病假。 
二、學生申請防疫假相關注意事項： 

（一）獲知確診或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請檢附衛生機關開立隔離通知書或信件簡訊完

整截圖。 
（二）獲本校課務組、系所通知為自我健康監測者，請檢具以下證明文件： 

1. 學校單位寄送防疫通知信、簡訊或 TronClass課程公告之完整截圖。 
2. 本學期週課表之截圖。 
3. 上述截圖請務必保留課號、日期、學號、姓名等資訊，以利核假。 

（三）於校外（實習、打工）或其他因素須居家自我健康監測者，請檢具相關通知或證

明文件。 
三、請學生至「學生資訊系統」核對操行成績及請假資料，如學務活動時間、重大集會之缺

曠及請假，或獎勵、懲處及操行成績等如有錯誤，請務必於學期結束前至本組申請更

正，當學期操行成績結算後將無法更改。 

 【朝陽，有「募」共「讀」】二手教科書大募集： 
即日起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可將已用畢的二手教科書籍捐贈至行政大樓 1F 生輔組；

彙整後，將於誠實商店設置二手書籍免費索取處，供有需求之師生領用。讓一本本教

科書，延續它的使用價值，嘉惠更多學弟妹，也讓書香氣息繼續傳承、遠播~~敬邀有

愛心的你們共襄盛舉！ 

◎宣導單位：圖書資訊處讀者服務組 

一、畢業生們注意囉~~ 請在規定的時間內至「圖書館個人借閱紀錄」網頁確認是否有欠書

欠款，大學部請於5/23(一)前、研究所於7/28(四)前確認。若無欠書欠款者，圖資處會

統一將離校關卡：『關閉圖書館借閱帳號』設為『通過』。若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請

撥打校內分機3151-3152辦理離校手續。祝大家畢業快樂，鵬程萬里！ 

二、因應本校遠距教學至學期末，圖書到期日介於遠距期間(5/16~6/18)的所有館藏，已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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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圖書(含多媒體資料)到期日延後至111/9/20。另，圖書館長期借閱服務已提前於

5/12啟動！請至個人借閱紀錄查詢並辦理續借。如有問題歡迎來信(rs@cyut.edu.tw)或來

電(校內分機3151-3152)洽詢。 

三、圖書館各資料庫有獎徵答活動如下，歡迎踴躍參加～ 
📌📌【有獎徵答】你知道什麼是「SDGs」嗎? iPad mini、GARMIN 智慧腕錶、新光三越

禮券等好獎讓你帶回家(~6/13 止) 
https://web.cyut.edu.tw/p/404-1000-35813,r13-1.php?Lang=zh-tw 

📌📌【有獎徵答】2022 ProQuest 尋寶冒險 Follow me ! (~6/15 止) 
https://web.cyut.edu.tw/p/404-1000-35094,r13-1.php?Lang=zh-tw 

📌📌【有獎徵答】NFT 博碩士擂台賽 (~6/15 止) 
https://web.cyut.edu.tw/p/404-1000-35119,r13-1.php?Lang=zh-tw 

📌📌【朝陽專屬 有獎徵答】鳳凰花開季，提升職涯力 (~6/30 止) 
https://web.cyut.edu.tw/p/404-1000-35427,r13-1.php?Lang=zh-tw 

📌📌【Symskan 華藝文獻相似度檢索服務】我原創，我驕傲。你的原創分數有幾%？比對

就抽 LINE 點數💗💗💗💗(~7/24 止) 
https://web.cyut.edu.tw/p/404-1000-35829,r13-1.php?Lang=zh-tw 

📌📌【有獎徵答】Wiley 菁英來挑戰有獎徵答&培訓師徵選計畫～抽 Apple HomePod mini 
揚聲器等大奬(~8/30 止) 
https://web.cyut.edu.tw/p/404-1000-35925,r13-1.php?Lang=zh-tw 

四、圖書館提供多種試用資源，讓你遠距學習不寂寞，其中包含：藝術類期刊、教育類有聲

書、電子百科全書、各類音樂資料庫、大數據分析平台、知識服務平台等，相關介紹請

參考各資料庫網頁說明(https://s.cyut.edu.tw/axovP96P2b)。歡迎全校師生踴躍體驗！ 

 

 
 

 
＃以上資料，請導師於班會時宣導。謝謝！！ 

資料除已 e-mail 發至各系助教轉發導師外，亦已掛於本校首頁及學生發展中心網站中的「最

新快訊」，以供全校師生自由下載！  學務處 學生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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