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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歡迎107學年新鮮人 

中國科技大學的新鮮人，大家好!  
 

歡迎各位新同學，加入本校中國科技大學，成為我們大家庭的一員。

中國科技大學是一所富有教育熱忱，強調產學實務連結、創新職涯發展，

持續追求卓越的大學；本校實務與理論兼備之專業、敬業的師長，他們將

以愛心、鼓勵來引導同學們學習，更重要的是我們擁有各位有朝氣、才華

與創新潛力的同學及各位的學長姐。從今天開始，我們將和同學們一起打

造屬於每位同學的精彩人生。 

    本校創建於民國54年，半個世紀以來，我們始終追求創新的精神，打

造出中國科大卓越品牌與優勢，我們的辦學績效深受國內外肯定與讚揚，

與美國、日本、印尼、越南及菲律賓等多所大學有姐妹校關係與交流合作。

本校連續十二年榮獲教育部補助奬勵教學卓越計畫，今(2018)年再獲高教

深耕計畫補助款6210萬元、弱勢生計畫補助款850萬元及USR計畫補助款200

萬元，總計補助款達7260萬元，在私立技專校院排名第九，全國技專校院

排名十八，補助金額創本校歷來新高紀錄，累計奬助金額達四億多元。同

時，本校(2017)年獲上市公司研揚科技暨基金會莊永順董事長，捐贈一億

元創新轉型基金，成立菁英學生潛力人才培訓專班、數位教學發展與華語

文中心設置、因應智慧產業發展教學提昇計畫等，在在顯示本校優秀的教

師與學生團隊的共同努力打拼，辦學成效深受各界肯定與認同。 

本校特別注重產學合作與實務連結，已經與國內近百家知名上市櫃企

業發展夥伴關係，除傳統產學研發、學生校外實習，夥伴企業將優先進行

校園徵才、企業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及技術移轉等，我們擴增到與企業全面

合作，共同營造產學雙贏新關係，希望為我們同學的職涯發展提供更完善

規劃與機會。例如本校與信義企業集團合作--品德紮根、雙翼展翅人才培育

計畫，強調推動學生全人教育，除了專業技能硬實力外，更重視學生良好

品格軟實力的養成，成為校園推廣品德教育與職場企業倫理的種子，學生

軟硬實力兩者兼備，未來更能展翅高飛。 

自創校以來，本校培育出各行各業菁英，畢業學長姐深受各界肯定。

如最高法院陳世雄法官、亞運銀牌得主王惠珍小姐、傑出藝人張清芳小姐、

展悅開發許東隆董事長、尖端科技醫藥蘇文龍董事長、璞園建築李忠恕董

事長、東森購物電商事業部王志仁執行長等等卓越人才。這些為國家社會

服務與貢獻的優秀校友們，也是本校同學們重要的關係網絡和資產；而各

位同學就是我們大家庭承先啟後的一員，更是新時代的菁英人才。 

 

    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再向各位同學傳達本校的核心理念「品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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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上述我們提到本校培養優秀的人才，都是以品格為基礎出發的，

個人的快樂與成功都是奠基於高尚的品格；反之，品格低下，即使再大的

成就都只是暫時的、禁不起考驗的。西方哲學家培根曾經說過：「對一個

人的評價，不可視其財富出身，更不可視其學問的高下，而是要看他的真

實的品格。」也因此，唯有品格才是真正決定人生未來的高度。 

    我們的校園分為台北與新竹雙校區，台北校區臨近捷運站，校園內綠

蔭花香，同學們倘徉在大自然懷抱中，可說充份結合都會的交通便利與清

新的天然環境，又鄰近政大、台大及台科大結合成文教區，有助師生進行

跨校研究及資源運用，我們正規劃興建教學大樓、后山體育館與學生宿舍，

將可提供更完善的室內教學及戶外運動空間；新竹校區是整體規劃設計的

大學城，鄰近新竹科學園區、工業區，校園內環境優雅，設備完善，有全

國一流的圖書資源及游泳池、SPA等設施。台北、新竹兩校區都是我們每位

同學求知識學問、培養品格新生活的最理想環境。 

再次恭喜各位新鮮人！就讀本校中國科技大學，就是最好的選擇，我

們的師長們已經為同學們，作好未來的生涯發展與學習規劃，同時校園內

有許多精彩、值得參與的社團及各項活動，希望同學們多多接觸，讓你們

的大學生活充實愉快。同學只要跟著我們的師長們，一步一腳印，未來不

論升學、就業或創業，相信每位同學皆能入寶山滿載而歸！ 

 

    誠摯歡迎各位新鮮人加入本校，祝福同學們學習順利、生活愉快！ 

 

 

                                   中國科技大學 

                                   董事長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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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給107新鮮人的歡迎詞 

中國科技大學的年輕新血輪，您好! 

 

欣逢107學年來臨，謹代表中國科技大學，對同學加入本校成為新鮮人，

特此致賀並表達真誠歡迎之意。 

本校創校以來，具崇高理想與進步理念，踏實辦學，作育英才已超過

八萬人，這些有成就的校友對學弟妹在求職實習等方面都提供協助。本校

辦學績效除深獲教育部、業界與社會人士讚許外，更受歷屆校友、學生及

家長肯定與感謝。近年本校校務推展更加精進，已連續12年榮獲教育部獎

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在全國近60所私立技職校院中，僅13所獲此殊榮，

累計獎助金額達4億1千610萬。 

今年更是獲得高教深耕計畫補助款6,210萬元、弱勢生計畫補助款850

萬元及USR計畫補助款200萬元，總計補助款7,260萬元，補助金額更優於多

所辦學優良之技專校院，私立技專校院排名第九。106年獲研揚科技莊永順

董事長捐資一億元，為建校52年來最高捐款金額。可見本校辦學成效受各

界肯定與認同。此外，本校亦獲選Cheers雜誌評選2013、14年企業愛用私

立科技校院之前茅排名；甚者，師生屢獲各類國際競賽、全國競賽、實務

專題等獎項。 

「教學卓越」為本校辦學首重目標，除近年持續建置良好環境、充實

新穎設備外，各院系更具有專業且熱誠之師資，提供紮實專業課程與職場

實境教材，並與100多家知名企業夥伴簽訂合約，廣邀業界師資進行協同教

學，積極輔導學生實習與就業，且有效協助學生參與競賽與考取證照，厚

植其未來實力與競爭力。除專業能力之養成外，本校亦特別著重同學之品

德發展與職場倫理教育，培養正確的價值觀、榮譽心與責任感，並具溝通

協調之能力，與不畏挫折之韌性，以期在未來職場與人生角色上，同學有

被人肯定與重用之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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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潔美新穎的雙校區校園是本校的一大特色：新竹校區，是一座整

體規劃的全新大學城，宏偉開闊，湖光水色，校園內學習與休閒設備機能

優異；台北校區，近年落成啟用之教學行政大樓，格局寬宏明亮、設備現

代完備，校內茂樹綠蔭、花香鳥鳴，是難得的都會大學環境。同學在這兩

個校區學習與生活，一定充實愉快。 

本校提供約近4,000萬之各類獎助學金、工讀金，嘉勉與輔助學生向學；

又特為有經濟困難之學生設立助學金等補助方案，協助同學的項目眾多；

有學費補助、貸款及專案工讀助學金等。歡迎同學多多申請。 

再次歡迎同學加入本校成為中國科技大學的新鮮人。本校將積極致力

加強教學與輔導工作，對同學盡心照顧與關懷。本校期盼今日同學可以中

國科技大學為榮，明日中國科技大學將以同學為榮。 

敬祝  樂活康健  成長進步 

                  

 

                                   中國科技大學  

                                   校長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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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榮譽 

2018教育部補助「107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7,260萬元，為私立技

職校院第九 

連續12年(2006-2017年)榮獲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獎助 

    教育部自2006年起獎勵科技校院推動教學卓越計畫，本校連續12年獲獎， 

    在全國59所私立科技校院中只有13所獲此殊榮，累計獲4億餘元獎助。 

評鑑成績名列前茅，2016年通過教育部校務評鑑及系所自我評鑑 

    歷次評鑑成績皆名列前茅，2016年教育部技專校院「校務評鑑」通過、「系 

    所自我評鑑」認定(全校受評院系全數通過)。 

榮獲Cheers及遠見雜誌調查企業最愛大學，排名私立科大第四名 

    本校榮獲 2013 年 Cheers 雜誌調查企業愛用大學，排名私立科技校院全國 

    第 5 名；2014 年榮獲遠見雜誌企業最愛大學評價，排名全國第 4 名。 

學生參加2018全國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屢屢得獎-獲, 獲, 獲 

建築系獲 2018 全國實務專題競賽，空間設計群第二名。 

室設系獲 2018 金點新秀設計獎(空間設計類)、2018 榮獲 1 座德國設計大 

  奬、4 座德國 iF 設計獎及一座德國紅點大獎。 

視傳系獲「My YODEX !2018 新一代設計展主視覺設計」銀奬、 

  2018 全國實務專題競賽出版與語文群第二名。 

數媒系獲2018全國實務專題競賽，數位媒體設計群第三名。 

與321家企業夥伴簽訂協議，提供學生校外實習與畢業留用機會 

本校致力深化與企業合作， 

企業夥伴已達321家，透過學生校外實習、業師協同教學、教師專業服務等 

相互合作，讓學校與產業界無縫接軌，培育學用合一的人才。 

協助學生申請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計畫，出國研習生逐年增加 

2012至2017年，共計62名學生榮獲教育部補助1,211萬元，赴日本與美國研 

修實習，包括學海飛颺53名補助738萬元，學海惜珠9名補助473萬元，讓 

同學開拓國際視野、提升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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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簡介與教學特色 

一、新竹湖口校區，面積14公頃，緊鄰臺鐵北湖車站，每10到15分鐘停靠一班通

勤列車，步行到校只需3分鐘。兩校區校園環境優美、設施與設備完善、交

通非常便捷。 

二、辦學績效卓越：歷次評鑑成績名列前茅，2016年通過教育部校務評鑑及系所

自我評鑑。2006-2017年連續12年榮獲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

補助金額4億餘元及2018年教育部補助「107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7,260萬

元，有效融整教學與實務研究資源，大幅提升教學品質。 

三、學職涯整合平台：提供「學生畢業進路整合平台」，以「就業能力探索互動

遊戲」方式導引學生學涯與職涯整合，實施關鍵專業能力培訓與檢核機制，

製作職場實境解密檔案，讓學生了解未來職場需要。 

四、重視品格教育：除了專業實務能力的訓練，本校特別重視品格教育的養成，

以校訓「公、誠、廉、勇」為基礎，加強「專業」與「品格」的連結，達成

「有品好青年、職場模範生」的培育目標。 

五、學院發展目標： 

(一)規劃與設計學院：以培育文化創意和永續環境規劃設計人才為目標，是

國內設計業界新血輪的培育搖籃。 

(二)商學院：以培育國際企業、金控與資產管理人才為目標，培養學生具備

商業活動規劃、分析與操作能力。 

(三)管理學院：以培育精實、流通與觀光休閒管理，以及國際語言人才為目

標，發展精實創新服務管理特色。 

(四)資訊學院：以培育資訊安全和數位生活實務整合人才為目標，培養學生

具備資通訊應用之實務操作能力。 

六、國際兩岸交流： 

    (一)與美國州立大學MSU、日本工業大學、日本流通科學大學，以及馬來西 

       亞、印尼等姐妹校簽訂交換學生協議，學生出國進修可申請獎助學金。 

    (二)與美國MSU合辦雙聯碩士與「3+1」雙聯學士學位，大學部學生於大四 

       赴MSU就讀一年，即可取得兩校學士學位證書。 

    (三)室內設計系與印尼MCU合辦「2+2」雙聯學士學位 

    (四)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與美國SPC合辦廚藝管理「3+1」雙聯學士學位 

    (五)與大陸福建三明學院、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及浙江建設職業技術學院

等157所重點大學定期辦理交換生研修與招收正式學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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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大攜手MSU 合作雙聯學位 

為協助學生厚植全球職場競爭力，中國科技大學攜手美國姐妹校明尼蘇達

州州立大學（Metropolitan State University ）共同辦理國際合作MBA(企管碩士)

課程，自2013年起開辦Business Administration企管雙聯學士課程，而自2016年

起與明州州立大學委員會系統內之St. Paul College與Metro State合開Culinary 

Management(廚藝管理)及Marketing Design(行銷設計) 雙學士學位課程，期望能

讓有志從事餐飲及設計領域學生能有不同的人生發展方向；協助學子在大學4

年中，前3年準備好美國TOEFL成績後，大四於美國就讀，4年內同時取得臺灣

及美國州立大學畢業證書。 

 
 

雙聯學位課程特色: 

 申請資格：各科系學生均可申請 

 雙主修雙學位：「3 年在台，1 年在美」，4 年取得台、美兩校學士學

位。 

 公立大學姊妹校：台灣教育部認可之美國州立大學，兩校學分相互移轉 

 都會留學生活：體驗美國文化，當地治安良好，生活機能便利。 

 國際化課程：1 年美國留學，體驗當地文化生活，提升職場競爭力。 

 專業英文師資：三年在台語言課程訓練，通過留美英文托福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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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入學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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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部新生辦理事項重要日程表 

日期 申辦事項 申辦單位 單位分機 

107.7.17(二) 
新生親師交流說明會(一) 

(聯合甄選入學報到) 
學務處生輔組、教務處 

1151~1154 

1122~1125 

即日起～107.8.24(五) 各類學雜費減免作業 學務處課外組 1148 

107.7.17(二)～107.7.23(一) 宿舍申請(第一階段) 學務處生輔組 
03-6991825 

03-6991659 

107.8.1(三)～107.9.7(五) 
就學貸款資料繳件 學務處生輔組 1154 

就學貸款銀行申請對保 台灣銀行各承辦分行 1154 

107.8.7(二) 公布宿舍名單(第一階段) 學務處生輔組 
03-6991825 

03-6991659 

107.8.11(六) 
新生親師交流說明會(二) 

(聯合登記分發報到) 
學務處生輔組、教務處 

1151~1154 

1122~1125 

107.8.11(六)～107.8.19(日) 宿舍申請(第二階段) 學務處生輔組 
03-6991825 

03-6991659 

107.8.23(四) 公布宿舍名單(第二階段) 學務處生輔組 
03-6991825 

03-6991659 

107.8.27(一)～107.8.31(五) 宿舍申請(第三階段) 學務處生輔組 
03-6991825 

03-6991659 

107.8.27(一)～107.9.21(五) 學校就貸系統申辦登記 學務處生輔組 1154 

107.8.27(一)～107.9.21(五) 就學貸款補繳差額 學務處生輔組 1154 

107.9.4(二) 公布宿舍名單(第三階段) 學務處生輔組 
03-6991825 

03-6991659 

107.9.3(一)～107.9.5(三) 
新生網路選課-初選 

(大學外文、體育) 
教務處 1122~1125 

107.9.7(五) 體育志願分組結果公布 教務處 1122~1125 

107.7.2(一)～107.10.15(一) 弱勢助學金申請作業 學務處生輔組 1153 

107.9.13(四)～107.9.14(五) 新生定向輔導營 學務處生輔組 1151 

107.9.14(五)～107.9.16(日) 學生宿舍進住 學務處生輔組 
03-6991825 

03-6991659 

107.9.16(日) 日間部註冊繳費截止日 會計室  

107.9.17(一) 開學、註冊日、正式上課 全校  

107.9.17(一)～107.9.28(五) 全體新生選課(加退選) 
教務處、各系辦公

室 
1122~1125 

107.9.20(四) 
大學外文(英文)組能力分級

班別公布 
教務處 1122~1125 

107.9.28(五) 新生健康檢查 學務處衛保組 1156 

※總機代表號：(03)69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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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暨進院專新生辦理事項重要日程表 

日期 申辦事項 申辦地點 承辦單位 

註冊前 

註冊繳費 

(無紙化繳交方式，詳見P.13 

肆、繳費須知) 

土地銀行 
土地銀行櫃 

(會計室) 

註冊前 就學貸款銀行對保 台灣銀行 台灣銀行 

107/8/1(三)~9/7(五) 就學貸款申辦登記、回覆及繳件 
網路 

涵209-1室 
學務處進修組 

分發報到日起~9/29(六) 學雜費減免作業 涵209-1室 學務處進修組 

107/8/7(二)18:30~21:00 

進院專 

(註冊暨入學輔導) 

繳交:兵役狀況調查表 各班級註冊教

室 

軍訓室 

新生入學輔導活動 

學務處進修組 繳交就學貸款資料及補差額

19:00~20:00 
涵209-1室 

107/9/4(二)18:30~20:30 

進修部 

(註冊暨入學輔導) 

繳交：兵役狀況調查表 

各班級註冊教

室 

軍訓室 
繳交：軍訓課程抵免表 

新生入學輔導活動 

學務處進修組 繳交就學貸款資料及補差額

19:00~20:00 
涵209-1室 

107/9/4(二)18:30~20:00 課程學分抵免 涵209-1室 教務處進修組 

9/22(六)17:30~20:00 進修部暨進院專新生入學歡迎會 
涵德樓  

104階梯教室 
學務處進修組 

9/3(一)~10/15(一) 弱勢助學金申請作業 涵209-1室 學務處進修組 

9/17(一) 進修部開學日  

進修學院、進修專校開學日，依系科系課表為主 

 

※於台鐵北湖車站(中國科大)下車，步行3分鐘即進入校園，通勤非常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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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部新生註冊通知 

壹、正式上課：107年9月17日(星期一)。 

貳、註冊事宜： 

一、註冊繳費時間：107年9月17日(星期一)前。 

二、註冊地點：各班上課教室。(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未註冊，逾開學日後二

週者，視為無就學意願並將取消入學資格。教務處將於取消入學資格處

分前事先告知。) 

參、註冊繳費須知： 

一、學校全面進行繳費單無紙化作業，請同學多加利用「無需紙本繳費單」

之繳費方式。繳費收據或交易證明無須繳交至學校，惟請妥善保存，以

利有疑義時做為佐證之用。 

二、「非」單獨招生入學管道新生於107年8月12日後、單獨招生入學管道新

生於107年8月28日後，可至下列網址查詢： 
（一）土地銀行網頁：土銀首頁／代收學雜費服務網／學生專區

(https://eschool.landbank.com.tw/index.aspx)，點選「學校名

稱」，輸入「學號」、「使用者密碼」及「驗證碼」，點選「確

定」。 

＊密碼設定：「身分證號第1碼大寫英文字+身分證號末4碼數字」，

共5碼。 

（二）學校首頁/新生專區/轉學生及新生繳費單查詢 

      (網址：http://www.cute.edu.tw/)。 

（三）有疑問者，請洽會計室：電話(02)2931-3416，分機2190、

2187~2189。 

三、繳費截止日：107年9月16日(日)。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未註冊。於開學日

(107年9月17日)仍未辦理繳費註冊或保留入學資格，逾開學日後二週者，

視為無就學意願，取消入學資格。教務處將於取消入學資格處分前事先

告知。 

四、繳費方式： 
（一）「無」需紙本繳費單繳費方式：ATM、網路銀行、信用卡(含語

音)、e-Bill全國繳費網及台灣Pay QR Code支付，只需依上述第

(二)點繳費單查詢之說明，查詢繳款帳號(虛擬帳號)及繳款金

額，不必列印繳費單即可繳費。 

（二）需紙本繳費單繳費方式：土地銀行臨櫃、便利商店繳款。 

（三）需紙本繳費單而無法自行列印者，可於學校圖書館(臺北校區：

格致樓2樓。新竹校區：啟我樓2樓。)列印繳費單，繳費單列印

預計開放期間為：107年8月12日至107年10月15日(如有更改，將

另行公告)。 

五、以ATM轉帳或信用卡繳費或繳款收據遺失者，可至上述網頁列印繳費收

http://www.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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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銀行不再另外發放繳費收據。 

六、學雜費標準請參考本校會計室網頁/學雜費訊息/學雜費標準(網址：

http://ccnt1.cute.edu.tw/acco/)。 

七、本學期辦理休退學之同學，學雜費退費標準依「中國科技大學收退費作

業要點」辦理退費，詳細規定請參閱第17頁或本校會計室網頁/學雜費訊

息(網址：http://ccnt1.cute.edu.tw/acco/)，請各位同學注意申辦時間（退

費金額核算基準日以教務單位承辦人之收件日為準）。 

肆、新生定向輔導營： 

  本活動包含始業式、學校環境介紹、社團介紹及表演、各系(院)、班級間的

認識以及新鮮人所需瞭解之反詐騙、反毒、交通安全、性平、校園融合及衛

生健康等課題之宣導闖關活動。新生定向輔導營視同正課，敦請所有新生務

必全程參加。活動期間有安排英文檢測，請先行備妥2B鉛筆，以利檢測實

施。 

    一、活動時間:107年9月13~14日(星期四、五) 上午8:30分。 

    二、報到地點：健心館3樓。     

伍、其他事宜： 

一、新生選課/加(退)選時間：9/17(一)~9/28(五)(詳參本手冊第42頁)。 

二、課程學分抵免: 請於開學二週內(加退選課期間)至教務組申請。 

三、軍訓課程抵免(或免修軍訓課程)辦理時間，請參閱第36頁。 

四、辦理就學貸款：申辦至9/7(五)止，請參閱第21頁。 

五、辦理各項學雜費減免：申辦至8/24(五)止，請參閱第24頁。 

六、申請汽機車停車證: 欲申辦者，請參閱第37頁。 

七、107學年度第1學期各系使用之教材可依公告之書目按書局之書籍費繳費

單自由繳費或自行購買。 

http://ccnt1.cute.edu.tw/acco/
http://ccnt1.cute.edu.tw/a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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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暨進院專新生註冊通知 

壹、註冊時間: 

一、進院(專)：於 107年 8月 7日(星期二)18:30到校並達指定教室(與新

生入學輔導活動合併辦理)。 

二、進 修 部：於 107年 9月 4日(星期二)18:30到校並達指定教室(與新

生入學輔導活動合併辦理)。 

貳、註冊地點: 請事先完成註冊再到校涵德樓各教室。 

參、攜帶表格如下: 

   請先將各表件填妥(學號及班級請參照學雜費繳費單) 

一、國民身分證正本。 

二、兵役狀況調查表。 

三、軍訓課程抵免表 (進院專免繳交)。 

四、辦理就學貸款的同學需於註冊當日繳交。 

(一)貸款撥款通知書。 

(二)全戶戶籍謄本。 

(三)各項繳費單(學雜費、住宿費一式三聯)，若有申貸書籍費或校外住

宿費者，請加繳交本人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及身份證影本各乙份。 

肆、繳費須知:  

一、繳費單查詢或列印(學校全面進行繳費單無紙化作業，繳費收據或交易證

明無須繳交至學校，惟請妥善保存，以利有疑義時做為佐證之用。請同

學多加利用「無」需紙本繳費單方式繳費)。 

(一) 進院(專)新生：107年 8月 1日(星期三)後，可至下列網址查詢繳費

單。 

(二) 進修部新生：107年 8月 28日(星期二)後，可至下列網址查詢繳費

單。 

(三) 繳費單查詢或列印網址： 

1. 學校首頁/新生專區/轉學生及新生繳費單查詢(網址：

http://www.cute.edu.tw/)。 

2. 土地銀行網站/網路服務/代收學雜費服務網（網址：

https://eschool.landbank.com.tw/index.aspx?ec=1）。 

(1)點選學生專區(2)點選學校名稱(3)輸入學號(4)輸入使用者密

碼(密碼設定：A.身分證號第 1碼大寫英文字+身分證號末 4碼數

字。B.遞補生：密碼設定為學號。)。 

3.有疑問者，請洽會計室：電話(02)2931-3416，分機 2187~2190。 

二、繳費方式：請於註冊日前繳納繳費單，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未註冊。 

(一) 「無」需紙本繳費單繳費方式：ATM、網路銀行、信用卡(含語音)、
e-Bill 全國繳費網及台灣 Pay QR Code支付，只需依上述第二點繳費
單查詢之說明，查詢繳款帳號(虛擬帳號)及繳款金額，不必列印繳費
單即可繳費。 

http://www.cute.edu.tw/
https://eschool.landbank.com.tw/index.aspx?e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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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需紙本繳費單繳費方式：土地銀行臨櫃、便利商店繳款。 

(三) 需紙本繳費單而無法自行列印者，可於學校圖書館開放時間，至圖
書館資訊自學區(臺北校區：格致樓 2 樓。新竹校區：啟我樓 2 樓。)

列印繳費單。 

三、繳費收據/交易證明無須繳交，惟請妥善保存，以利有疑義時做為佐證之

用。 

四、以 ATM 轉帳或信用卡繳費或繳款收據遺失者，可至上述土地銀行網頁列

印繳費收據，銀行不再另外發放繳費收據。 

五、進修部暨進修學院專校學雜費收費標準係依每學期修習之學分數(每週實

際授課時數)計算。 

六、本學期辦理休退學之同學，學雜費退費標準依「中國科技大學收退費作

業要點」辦理退費，詳細規定請詳本校會計室網頁(網址：

http://ccnt1.cute.edu.tw/acco/)/學雜費訊息，請同學注意申辦時間(退費金額

核算基準日以教務單位承辦人之收件日為準)。 

七、申請汽車停放之同學，於註冊日在各班教室將停車費繳交給輔導員。註

冊日未繳交者進修部同學於 107年 9月 17日(星期一)18:00~21:00、進

院專同學於開學日至涵德樓 209-1室繳費。機車停車證請至涵德樓 108

室辦理。 

伍、學生個人金融帳號填寫及確認： 
為便利學校加速退費（學雜費）或發放款項（工讀費、證照、獎學金等）作業，
開學日後，請務必至學校單一入口服務網\學生資訊系統\其他資訊\金融機構
帳戶，輸入及確認學生本人之金融機構帳號資料（請勿填寫非學生本人之帳
號資料）。 

陸、其他重要事項： 

一、進修部暨進院(專)新生入學歡迎會: 9月 22日(星期六)17：30，地

點：涵德樓 104階梯教室。 

二、課程學分抵免之申請訂於 9月 4日(星期二)18：30至 20：00於教務處

進修組(涵 209-1室)辦理，請同學務必特別注意辦理時間，逾期不予受

理。欲辦理之同學，請備齊曾在同級學校修習學分之歷年成績正本。 

三、上課教材及課表暫訂於開學前一週，公佈於進修部暨進院(專)網站，網

址：   http://ccnt1.cute.edu.tw/heven/ 
 

http://ccnt1.cute.edu.tw/acco/
http://ccnt1.cute.edu.tw/h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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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制註冊相關繳費單繳費方式及說明 

繳費方式 繳費說明 
需紙本繳

費單 
(是/否) 

土銀學雜費
系統(銷帳
作業時間) 

1. 

自動櫃員機ATM繳費 

轉帳銀行：土地銀行 

銀行代號：００５ 

不受金融卡單日三萬元轉帳之限制，每張繳

費單各須負擔轉帳手續費15元，下列方式二

擇一： 

(1) 點選「其他交易繳納稅費繳費」，

按指示完成繳費。 

(2) 選擇「轉帳」功能，按指示完成繳費。 

否 
1個 

工作天 

2. 

土地銀行網路自動櫃員

機 

轉帳銀行：土地銀行 

銀行代號：００５ 

使用「晶片讀卡機」讀取各金融機構之晶片

金融卡或土銀COMBO卡，每張繳費單手續費自

行0元、跨行15元，依每張繳費單分別輸入繳

款帳號及繳款金額。 

否 
1個 

工作天 

3. 

信用卡繳款平台 

注意：信用卡一經繳費

成功，即無法取

消交易或刷退。 

網址：

http://www.27608818.c

om/ 

語音：(02)2760-8818 

學校代號：8814600458 

可用信用卡發卡銀行名

單(更新資料可至

http://www.27608818.c

om/查詢)： 
 

三信

商銀 

台北富

邦 

花旗銀

行 

新光

銀行 

上海 

銀行 

台新 

銀行 

高雄 

銀行 

凱基 

商銀 

土地 

銀行 

台灣 

企銀 

國泰 

世華 

遠東 

銀行 

大眾 

銀行 

台灣 

銀行 

第一 

銀行 

聯邦 

銀行 

中國 

信託 

永豐 

銀行 

渣打 

銀行 

澳盛 

銀行 

元大 

銀行 

玉山 

銀行 

華南 

銀行 

兆豐 

銀行 

日盛 

銀行 

合作 

金庫 

陽信 

銀行 

彰化 

銀行 

台中 

商銀 

安泰 

銀行 

匯豐 

銀行 

台灣

永旺 

網路信用卡繳費 

手續費率依發卡行公告為準 

(1)進入中信銀繳納學雜費平台

http://www.27608818.com/，選擇【繳

交學費】。 

(2)輸入/選擇「學校代號：8814600458及

「繳款帳號，點選【資料查詢】。 

(3)確認資料是否正確，正確後請輸入/選擇

「信用卡發卡行代號」、「持卡人卡號

16碼」、「信用卡有效年月」、「檢核

碼(背面後三碼)」，選擇【確認交易】

繳交學費。 

(4) 授權成功，繳款完畢。 

否 
3-5個 

工作天 

語音信用卡繳費 

手續費率依發卡行公告為準 

(1) 撥打學雜費語音專線(02)2760-8818。 

(2) 按「１」，進入「使用信用卡繳學雜

費」。 

(3) 輸入學校代號8814600458共10碼，輸入

完畢請按「＃」。 

(4) 輸入繳款帳號，輸入完畢請按「＃」。 

(5) 輸入持卡人信用卡卡號共16碼，輸入完

畢請按「＃」。 

(6) 輸入有效年月共4碼，輸入完畢請按

「＃」。 

(7) 靜待語音系統播報授權成功之6位數授

權碼(請先自行記錄)；授權不成功，請

再向發卡銀行確認信用卡額度，或向學

校確認學雜費金額等資料是否有誤。 

(8) 授權成功，繳款完畢。 

否 
3-5個 

工作天 

 

http://www.27608818.com/
http://www.27608818.com/
http://www.27608818.com/
http://www.27608818.com/
http://www.2760881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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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方式 繳費說明 
需紙本繳

費單 
(是/否) 

土銀學雜費
系統(銷帳
作業時間) 

4. 

e-Bill 全國繳費網 

https://ebill.ba.org.

tw/CPP/ 

(書籍費及校友會費不能

使用此項繳費方式) 

1.使用「晶片讀卡機」讀取各金融機構之晶片

金融卡，每張繳費單手續費10元。 

2.點選「學雜費」項目，依每張繳費單分別輸

入繳款帳號及繳款金額。 

否 
1個 

工作天 

5. 
土地銀行臨櫃缴款 

服務電話：0800-231590 

至土地銀行各分行臨櫃繳交現金。 
是 

1個 

工作天 

6. 

便利商店繳款 

 

統一超商(7-11) 

全家便利商店 

萊爾富便利商店 

OK便利商店 

 

繳費級距 
手續費  

(每張繳費單) 
20,000元(含)以下 10元 

20,001~40,000元 15元 

40,001~60,000元 18元 

備註：每張繳費單代收上限金額6萬元 

是 
5-7個 

工作天 

7. 
台灣Pay QR Code 支付 

 

1.使用台灣Pay APP /行動網銀APP或實體卡

片進行繳費交易，以「行動支付」方式繳費。

每張繳費單手續費10元。 

(1) 開啟「台灣Pay」APP，點選「掃碼付

款」。 

(2) 掃描繳費QR Code 。 

(3) 選擇「台灣Pay」金融卡卡片/信用卡，

輸入密碼。 

(4) 交易完成。 

詳細操作網址：

https://www.taiwanpay.com.tw/content/info/abo

ut_c.aspx 

 

否 

綁定金
融卡 
1個 

工作天 
 

綁定信
用卡 
3-5個 
工作天 

 

https://ebill.ba.org.tw/CPP/
https://ebill.ba.org.tw/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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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大學 收退費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09月09日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103年03月24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103年09月22日行政會議修訂 

一、中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相關收退費有所依循，特訂定「中國科技

大學收退費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之各正式學制班別（含大學日間部、進修部、進修學院、進修專校）應依

下列規定比例，辦理退費： 

（一）學生於學校公告之全校正式上課日（以下簡稱上課日）前申請休、退學

者，應免繳費；已繳費者，全額退費。 

（二）學生於上課日(含)之後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申請休、退學者，其採學雜

費制者，退還學雜費及其餘各費總和之三分之二；其採學分學雜費制者，

退還學分費、學雜費基數（或學分學雜費）及其餘各費總和之三分之二。 

（三）學生於上課日(含)之後逾學期三分之一，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休、

退學者，其採學雜費制者，退還學雜費及其餘各費總和之三分之一；其

採學分學雜費制者，退還學分費、學雜費基數（或學分學雜費）及其餘

各費總和之三分之一。 

（四）學生於上課日(含)之後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休、退學者，所繳各費，不

予退還。 

前項所定學校公告之全校正式上課日及學期之計算等，依本校正式報部備查

後公告之行事曆認定之。 

第一項所稱其餘各費，係指學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學雜費基數以外之

各項費用及代收代辦費。 

三、學生申請休學或自動退學者，其休、退學時間應依學生(或家長) 向本校教務

處正式提出休、退學申請之日為計算基準日；其屬勒令退學者，退學時間應依

學校退學通知送達之日為計算基準日。但因進行退學申復(訴)而繼續留校上

課者，以實際離校日為計算基準日。 

前項所稱向本校教務處正式提出之計算基準日，以學生備齊要求文件、證明，

連同休學/退學申請表交由教務處承辦人員之收件日為基準日。 

休、退學之學生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完成離校手續；其有因可歸責學生之因素

而延宕相關程序者，以實際離校日為計算基準日。 

四、代收代辦費之退費，如有其他特殊情況，得按實際情況處理。 

代收學生活動費者，依中國科技大學學生活動費收退費作業要點處理。 

代收平安保險費者，每學年度第一學期申辦退費期限自每年10月01日起不再退

費，第二學期申辦退費期限自每年03月01日起不再辦理退費。 

代收健康檢查費者，退費依學校衛保組公告之健康檢查日為最後退費日，如有

特殊情況，得於當學期結束前專案簽核申請退費，逾時不予退費。 



18 

五、住宿及退宿之住宿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一）中途申請住宿者：住宿費用按月計算，一學期以4.5個月計算為原則，

若於每月15日前住進則以整月計，若於15日以後住進者則按半月計算，

保證金及住宿相關費用採全額收費。 

（二）申請退宿： 

1.住宿費退費依第二點退費標準計算退費。 

2.宿舍網路費一律不予退費。 

3.宿舍保證金經申請確認有住宿床位者，辦理退宿者一律不退還保證金。 

4.其他住宿相關費用採使用者付費原則，依住宿者實際使用金額採多退

少補計算其費用。 

六、停車及退費之停車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一）中途申請停車證者：不論何時申請停車證一律繳交全額停車證費用，除

特殊情況申請專案經校長核准通過者，得依簽案辦理。 

（二）中途申請退費：依第二點退費標準計算退費。 

七、延修生收費方式，依學校規定得採學雜費制或學分學雜費制辦理，其退費方式，

依第二點規定之退費比例辦理。 

八、如有特殊班別之學生申請休、退學者，其退費辦法原則依第二點辦理退費，如

有其他情況以專案簽核調整辦理相關退費作業。 

九、寒暑假修課學分費之退費，如學生於開課前提出退費申請，將全額退費；學生

如於開課後始辦理退選而申請退費，退費原則依第二點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單位：會計室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187~2190 

E-mail：acco@cute.edu.tw 

 

mailto:acco@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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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暨進院專新生註冊暨入學輔導活動時程表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主持人 備註 

18：00 ～ 18：10 
學務處 

進修組 
輔導員簽到 賴佳芳老師 領取資料袋 

18：10 ～ 18：30 註冊教室 新生報到 
導師 

輔導員 
輔導員協助點名 

18：30 ～ 19：00 註冊教室 
新生註冊暨 

繳交各項表單 

導師 

輔導員 
填寫相關資料 

19：00 ～ 19：30 註冊教室 
辦理車證及 

繳交費用 

導師 

輔導員 

登記車證資料及收費 

(請參閱本手冊P.37-汽機車

停車費收費一覽表 
每週僅上課一日者： 

汽車500元、機車50元 

19：30 ～ 20：00 校園 環境介紹、參觀 
導師 

輔導員 

以班級為單位 

舉牌引導新生參觀 

20：00 ～ 20：50 註冊教室 開班會 
導師 

輔導員 
遴選班級幹部 

20：50 ～ 21：00 註冊教室 環境整理 

 21：00 賦   歸 

附註: 

一、請各班導師、輔導員全程參加，協助秩序維護、整潔維護、引導管制等事宜。 

二、各項活動請依各班出席情形，由導師自行彈性調整。 

三、本表實施日期: 

進修學院暨進修專校新生107年8月7日(星期二)。 

進修部新生107年9月4日 (星期二)。 

四、內容若有修正另行通知。 

 
 
進修部暨進院專新生註冊暨入學輔導教室配置 

(實施日期：107年8月7日) 

序號 班級 教室配置 序號 班級 教室配置 

1 進院二技資工三A 涵德樓301 4 進院二技企管三A 涵德樓306 

2 進專資工一甲 涵德樓302 5 進專企管一甲 涵德樓307 

3 進專資工一乙 涵德樓303 6 進四技觀管一A 涵德樓201 

 

 

承辦單位：進修部教務組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26、1128 

E-mail：acco@cute.edu.tw 

 

 住宿費 電費、電話費 保證金 總計 可貸金額 

學以軒（一

宿） 

8,500元 1,000元 1,000元 10,500元 8,500元 

安以軒（二

宿） 

10,500元 1,000元 1,000元 12,500元 10,500元 

校外住宿 10,500元 

 住宿費 電費、電話費 保證金 總計 可貸金額 

學以軒（一

宿） 

8,500元 1,000元 1,000元 10,500元 8,500元 

安以軒（二

宿） 

10,500元 1,000元 1,000元 12,500元 10,500元 

校外住宿 10,500元 

mailto:acco@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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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只是金的～ 

中國科大招生海報連獲專業設計界聖經《Graphis》年鑑

白金獎榮耀 

(視覺傳達設計系訊)  

中國科大再傳捷報！繼 2017 年獲雙料白金獎之後，2018 年 5 月初中國科大視覺傳達設計

系 10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平面廣告「Design is Future」，再度獲得七十多年以來被全球專業設

計界視為「聖經」的《Graphis》年鑑：Typography 以及 Poster 雙項白金獎。並且在近日的美

國 IDA 國際設計獎公布之 2017 年度之平面廣告類中，再度奪得銀獎殊榮。尤其是 IDA 近幾年

已提升為美國重要指標的專業設計獎，本屆更有 95 個國家的設計師及數千件作品同場競技，中

國科大視傳系以一張招生平面廣告連續獲得國際大獎肯定，更是全體師生的榮耀！ 

 

 



21 

就學貸款申請作業流程  

一、辦理台灣銀行就學貸款注意事項： 

1.申請資格： 

（1）申貸者設籍臺、澎、金、馬地區之本校學生均可辦理。 
（2）由政府負擔全額利息：學生之家庭年收入符合新台幣114萬元以下者。 
（3）由政府負擔半額利息：學生之家庭年收入逾新台幣114萬元至120萬元者。 

（申貸學生貸款利息應自銀行核撥貸款日起按月自付半額利息。） 
（4）由借款人負擔全額利息：學生之家庭年收入逾新台幣120萬元，且學生本人及其兄弟 
     姊妹二人以上就讀高級中學以上學校者。（需向學校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申貸學生    
     貸款利息應自銀行核撥貸款日起按月自付利息。） 
（5）已享有全公費者不得申請貸款，但申請弱勢學生助學金、各類學雜費減免者及父 
     母公職領有「教育補助費」者，皆需扣除該項補助款後，可貸差額。 
（6）備註：學生之「家庭年收入」之定義：係指申貸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學生已成

年未婚者為學生本人及其父母，學生已婚者，則為學生本人及其配偶）經財政部財稅
中心查核106年度所得合計數為查核標的。申貸學生每次申請（或請撥）時，均需重新
查核該學生之家庭年收入是否符合申貸資格。 

2.就學貸款可貸金額之事項: 
（1）學雜費：申貸金額為繳費單上「就學貸款可貸金額」，不得增加貸款金額。 
（2）書籍費：一律貸＄3,000元。（不得增加貸款金額）（可自由申貸） 
（3）住宿費：不論是否申請學校住宿，均可申貸。（可自

由申貸）。 
 (4) 生活費：低收入戶$40,000元，中低收入戶$20,000

元。（均須有政府核發之證明才可申貸） 
 

 

二、就學貸款申辦程序： 

流
程 程序 時間 注意事項 

1 

台灣銀行  
就貸入口網站

填寫撥款通知

書 

107年8月1日～ 

107年9月7日止 

1.務必先上土銀網站代收學雜費服務網下載 

  列印學雜費單後再至台銀網站填寫撥款通  

  知書。
(https://eschool.landbank.com.tw/) 

2.上台灣銀行網站填寫撥款通知書後並自行 

  列印。（https://sloan.bot.com.tw） 

※就學貸款申辦流程教學圖片請至

http://www.cute.edu.tw/首頁訊息快報 就

就貸申辦流程 

2 
 台灣銀行  

對保 

107年8月1日～ 

107年9月7日止 

攜帶相關申貸資料(撥款通知書三份、戶籍謄本

或新式戶口名簿正本(具詳細紀事)、學雜費（住

宿費）單、本人及保證人印章及身分證)至台灣

銀行各承辦分行辦理撥款申請。 

3 

 資料繳件 

（外縣市者可

以掛號郵寄方

式，郵戳為

107年8月1日～ 

107年9月7日止 

【所有類別的就貸

生請務必於截止日

繳交資料： 

1. 就學貸款繳件收據（請至學校網站學務處生

輔組相關表單自行下載）

（http://ccnt1.cute.edu.tw/hstud/School

學生宿舍 可貸金額 
學以軒 8500元 
安以軒 10500元 
學以軒（二人
房） 

11000元 

安以軒（二人
房） 

12000元 

校外住宿 12000元 

https://eschool.landbank.com.tw/
https://sloan.bot.com.tw/
http://ccnt1.cute.edu.tw/hstud/Schooln-C-new/1-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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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程 程序 時間 注意事項 

憑） 

 

前將就貸相關資料

繳回至學務處生輔

組（日間部學以軒

1005室）、進修部

暨進院專涵德樓

209-1室。】 

n-C-new/1-04.html） 

2.貸款撥款通知書(學校收執聯) 

3.戶籍謄本(三個月內，含學生、保證人及父母

親)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具詳細紀事) 

4.學雜費、住宿費單整張（學雜費、住宿費單

請勿繳費） 

※貸款金額>應繳金額者請確認校內單一入口

學生資訊系統其他資訊作業個人金融機

構帳號(請務必填寫學生本人之金融帳號)  

5.中低收證明(有申貸生活費者請務必繳交) 

4 

學校就學貸

款系統補登

申請暨補繳

差額 

107年8月27日～ 

 107年9月21日止 

請至學校網站單一入口網學生資訊系統

學雜費用專區申請貸款。

（http://iq.cute.edu.tw）【請注意登錄系統

關閉時間。未於線上登錄者視同未申辦。】 

※注意： 

申貸金額未達應繳金額﹝如健康檢查費無法貸

款﹞，請於學務處審核完成後，請至單一入口

網學生資訊系統學雜費用專區申請貸款

差額單列印土地銀行/全省便利超商繳費 
※進修部暨進院專： 
 同學請於資料繳交時一併繳交就貸差額。 
 繳交地點：學務處進修組（涵德樓209-1室） 

※ 1.申辦同學請依上述步驟所規定時間完成手續，若未完成者，視為未完成註冊，攸關同學權益。  

※2.同學申請就學貸款，報送財政部及台灣銀行至撥款到校完成溢貸退(補)費作業需長達3至4

個月時間，請同學耐心等候。 

三、就學貸款申辦圖示： 
流程1: 請至台灣銀行就貸入口網站填寫撥款通知書->請先註冊成會員->學生登入 

 
流程2: 由父母(或監護人、或保證人)陪同學生攜帶下列資料至臺灣銀行國內各分行辦理

簽約對保手續: 

1.貸款撥款通知書  

http://ccnt1.cute.edu.tw/hstud/Schooln-C-new/1-04.html
http://192.192.78.84/VBA/BankAccountValidate.aspx?StdId=1011433046B835E33BFDA5B9AA378C6372FFE6EFBB
http://192.192.78.84/VBA/BankAccountValidate.aspx?StdId=1011433046B835E33BFDA5B9AA378C6372FFE6EFBB
http://iq.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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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本人及保證人之國民身分證、印章。  

3.學雜費(住宿費)單。 

4.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含學生本人、父母或法定代理人、配

偶及保證人，如戶籍不同者，須分別檢附)，記事欄不可省略。 

5.對保手續費100元。 

流程3：就學貸款資料繳件（日間部外縣市者可以掛號郵寄方式，郵戳為憑） 

       親洽繳件地點:（日間部學以軒1005室、進修部暨進院專涵德樓209-1室。） 

       繳件資料如就學貸款申辦程序流程3之注意事項。 

流程4：請至學校網站->單一入口網->學生資訊系統->學雜費專用區->貸款申請->差額單

列印->土地銀行/全省便利商店繳費 

注意：就貸有需補繳差額者，繳費後才算完成註冊。 

                   

  

                  
 

※注意:圖下表審核狀態欄位須出現學務處審核完成字樣才可列印差額單。 

 
承辦單位： 

日間部：新竹學務處生輔組/陳淑華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54 

        E-mail：she129@cute.edu.tw 

進修部暨進院專：新竹學務處進修組/ 賴佳芳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47 

        E-mail：cflai@cute.edu.tw 

帳號:學號        

密碼:身分證字號 

 

mailto:she129@cute.edu.tw
mailto:cflai@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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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各類學雜費減免作業資訊 

一、日間部申辦期間：即日起至8/24(五)止。(包含單獨招生管道新生) 

    進修部暨進修學院、專校申辦期間：自分發報到日起至9/29 (六)止。 

二、承辦單位：日間部-學務處課外組。 

              進修部暨進修學院、專校-學務處進修組。 

三、適用對象：  

凡符合軍公教遺族子女、現役軍人子女、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身心障礙學生、原
住民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特殊境遇子女(請擇優其一辦理)。 

四、繳附文件 

(一)軍公教遺族子女申請表(請下載表格填寫)： 

1.卹亡給與令、撫卹令、撫恤金證書(須有學生名字，查驗正本，繳交影本)。 

2.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具詳細記事)。 

3.學生家長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子女教育補助證明。 

(二)現役軍人子女申請表(請下載表格填寫)： 

1.家長在職服務相關證明文件或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之在營服役證明。 

2.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具詳細記事)或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具詳細記事)。 

3.家長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子女教育補助證明。 

(三)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身心障礙學生申請表(請下載表格填寫)： 

1.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查驗正本，繳交影本)。 

2.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具詳細記事)或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 (具詳細記事)。 

3.106年度全戶綜合所得清單-須為稅捐機關開立。 

  其計算標準及須檢附資料如下： 

  (1)學生未成年者: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及學生本人所得。 

  (2)學生已成年者：父母或未成年時之法定監護人及學生本人之所得。 

  (父母親離異，依該辦法仍須檢附其雙親資料) 

  (3)學生已婚者:其配偶及學生本人所得。 

  (4)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四)中(低)收入戶學生申請表(請下載表格填寫)： 

1.縣(市)政府社會局(科)或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特 

殊境遇之證明(須有學生名字)。 

2.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具詳細記事)或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 (具詳細記事)。 

3.家長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子女教育補助證明。 

(五)原住民學生申請表(請下載表格填寫)： 

1.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具詳細記事)或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 (具詳細記事)。 

2.家長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子女教育補助證明。 

(六)特殊境遇婦女子女申請表(請下載表格填寫)： 

1.縣(市)政府社會局(科)或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特 

殊境遇之證明(須有學生名字)。 

2.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具詳細記事)或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 (具詳細記事)。 

3.家長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子女教育補助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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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雜費減免注意事項與規定  

(一)身心障礙學生與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辦理減免，還需繳交前一年度國稅局綜合所

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學生本人、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學生配偶皆須

繳交)。 

1.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至國稅局申請。(請攜帶學生父母、學生本

人、學生配偶每一個人的身分證與印章，至國稅局申請每一個人的清單)。 

2.國稅局清單不論有無收入皆要繳交。 

(二)與父母的戶籍不在一起者，則兩戶的戶籍謄本(至戶政事務所申請)都要繳

交。 

(三)依教育部規定，在同一學期已享有就學減免費用者，如有復學或轉學等情事，

不得再重複申請。例如: 年級是大一(上學期)有辦減免，之後休學。復學時年

級是大一(上學期)者，則不能重複辦理。 

1.如有上述狀況重複申請者，將另行通知同學來繳還學雜費(追繳)。 

2.若追繳時不將已溢領金額繳回者，將依學校相關規定懲處，並追訴法律責任。 

(四)教育部各類學雜費減免與政府各項助學措施與弱勢助學補助，依教育部規定只

能擇一申請，申請者選擇申請某一項減免或助學或補助後，即不再給予更換、

變更申請項目，請申請者詳細考慮。 

(五)當學期已辦理學雜費減免之學生，若有任何學雜費減免之問題，請於當學期反

應，以便處理，學期結束後皆不予受理。 

※ (六)同時辦理學雜費減免與就學貸款之同學，請先辦理學雜費減免，再辦理就學

貸款。  

(七)若學雜費減免教育部有制訂新的規定時，將依據新的規定辦理學雜費減免相關

作業。  

(八)請隨時自行注意參閱學雜費減免網頁內容與學校公告內容，並在申請表上填寫

的正確之家用電話與手機，如有變更，請告知學務單位承辦老師修改。 

六、申請書暨切結書可至：新竹校區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課外組\表格下

載)。 

七、本說明若有修正將另發通知。 
八、申辦換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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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系統後，輸入個人基本資料及勾選減免身份別，請確實填寫各項

資料，並勾選「已詳閱以上應繳證明文件，並會攜帶應繳證明文件及申請

書暨切結書至承辦單位辦理」，請多加確認後在進行下一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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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辦流程說明: 

 
 

 

 

 

 

 

 

 

 

 

 

 

 

 

 

 

 

九、申辦換單 Q & A 

     Ｑ1:新生的學號該如何知道呢？  

 Ａns:如為推薦甄試入學的學生，在收到繳費單時，繳費單上即有顯示出學號。 

      如為聯合登記分發的學生在報到現場所發的新生資料袋外標籤即有顯示。 

     Ｑ2:繳費單何時收到呢？ 

 Ａns:如為推薦甄試入學的學生，報到後學校會郵寄至通訊地址（約八月初）。 

      如為聯合登記分發的學生，已放於報到現場所發的新生資料袋中。 
 

 

 

承辦單位： 

日間部：新竹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謝子筠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48 

E-mail：mamie815@cute.edu.tw 

進修部暨進院專：新竹學務處進修組/ 賴佳芳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47 

E-mail：cflai@cute.edu.tw 
                                               

上述步驟請在規定時間內

填寫完成，列印成書面文

件，並於指定位置簽名及

蓋章。 

 

依序將 

1. 列印之申請表。 

2. 規定之證明文件 

裝釘於左上角。 

繳交至承辦單位。 

繳交方式: 

1.掛號。 2.親送。 

 

學校審核，審核通過後即可至新

生專區→轉學生及新生繳費單查詢，

列印繳費單繳費。(8/1以後) 

地址：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3段530號 

收件人：中國科技大學   學務處   課外組(減免資料)  收 

 

http://192.192.81.220/SchoolFee/Views/NewStuBill/NewStud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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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申請及住宿須知 

一、申請須知: 

（一）日間部一般新生床位申請，第一階段為7月份（含）以前報到新生，第二、

三階段為8月份（含）以後報到新生，另有身障生寢室14床提供具有特殊

需求新生申請。申請床位數量依照新竹校區首頁公告為主，網

址:http://ccnt1.cute.edu.tw/hc/。 

（二）優先排序資格： 

1.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2.持有縣市政府(含鄉政市公所)核定之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3.家住偏遠地區者，宜蘭以北（宜蘭、花蓮、台東）或台中市以南（南

投、彰化、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依居住地距離遠近考量

優先核定住宿。 

（三）申請住宿人數超過分配床位時，依上述優先順序核定。若同一優先順序

申請人數超過剩餘床位時，採抽籤方式決定。 

（四）本校申請住宿時間為學年制，住宿同學非因休、退、轉學或特殊原因不

得退宿，申請住宿同學詳加考量，以免損害他人及自己權益。 

(五) 本校申請商業網路亦為學年制，中途休、退不得要求退費。 

◆ 宿舍申請時間分配表 ◆ 

申請時間 系統開放時間 公佈住宿名單 下載繳費單日期 住宿繳費時限 

第一階段 7月17～23日 
上午08:30開放 

8月7日 
下午4點  8月10日12時後 9月14日 

第二階段 8月11～19日 
上午08:30開放 

8月23日 
下午4點 8月27日12時後 9月14日 

第三階段 
(限單招管道入學

新生及轉學生) 

8月27～8月31
日 
上午08:30開放 

9月4日 
下午4點 9月7日12時後 9月14日 

備註: 1.第一階段未申請的新生可於第二階段再申請。 

2.如有任何更動請依新竹校區首頁公告為主， 

  網址：http://ccnt1.cute.edu.tw/hc/。 

（六）新生申請宿舍網址為: 

          【http://192.192.78.80/Dorm/Stu/NewStdLogin.aspx】。 

（七）經核定住宿新生請於公佈床位7天後（不含假日）自行於土地銀行網站

→代收學雜費服務網→學生專區下載繳費單完成繳費【土銀網址：

https://eschool.landbank.com.tw/student_login.aspx。申辦就貸同學需持住宿

費繳費單至生輔組(學以軒1005室)辦理。】，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放棄住

宿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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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如有疑問請於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每日上午09：00至下午17：00，撥

電話到安以軒(女生宿舍)管理室:直撥(03)699-1825 劉老師洽詢。 

              學以軒(第一宿舍)管理室:直撥(03)699-1659 張教官洽詢。 

二、進住須知: 

(一) 新竹校區學生宿舍進住時間: 

1.9月14日(星期五)下午14：00至晚間21：00辦理宿舍進住。 

2.9月15、16日(星期六、日)上午09：00至晚間21：00辦理宿舍進住。 

3.如參與新生定向輔導營同學得於活動前一日下午16:00至下午18:00

辦理入住。 

 (二)宿舍進住時注意事項: 

1.宿舍進住時憑【繳費收據(進住聯)】或【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影本】

辦理進住事宜。辦理就學貸款者則以【就學貸款繳件收據影本】辦理

報到。 

2.郵局存摺封面或銀行存摺封面(本人或家長的存摺，退費時用)、身分

證正面影本各乙份（請註明限中國科大宿舍進住使用，以免遭盜用）。 

3.宿舍進住時需繳交學生宿舍入住約定，可至新竹校區學務處生輔組

下載此約定。 

4.須繳交100元宿委會基金，學以軒另加100元廁所清潔費。 

5.上列各項資料不全不予辦理進住，未依規定時間進住者，視同自動放

棄，床位由候補人員遞補。 

(三)新竹校區學生宿舍環境簡介 

1. 新竹校區設有宿舍二棟/床位數及說明如下: 

學舍 
學以軒 

（第一宿舍） 

安以軒 

（第二宿

舍） 

費用明細 

單位:元   

房型 男生 女生 女生 住宿費 預收費用 保證金 網路費 

四人雅房 432 168 -- 8,500 1,500 1,000 1,000 

四人套房 -- -- 636 10,500 1,500 1,000 1,000 

二人雅房  12 -- 11,000 2,500 1,000 1,000 

二人套房 -- -- 12 12,000 2,500 1,000 1,000 

備 

註 

1.二人身障房型以肢體殘障生為優先。 

2.宿舍網路全面使用商用網路(身障房除外)。 

 3.就學貸款可貸金額為住宿費，其餘費用依就貸補繳差額時間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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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間由本校依班級、系科、學制原則分配，同學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

指定床位【男生一律申請學以軒（第一宿舍）】。**身障生請先行電

話告知，以便作業及安排。 

3.宿舍固定設施為床舖、書桌（椅）、衣櫥、檯燈、洗手台等，其餘物

品如床墊（3尺寬6尺半長）、棉被、枕頭、個人盥洗用品等應自行準

備，校內益知書局（03-6991620）亦可代購。 

4.本校宿舍均有窗型冷氣，請勿攜帶任何電器物品（除電腦設備、電風

扇、吹風機外）到校使用。 

5.本校宿舍每床位均設有網路IP點，需自備網路線（3尺）與電腦設備

即可上網。 

6.宿舍地下室均設有洗衣部，內置投幣式洗衣機及烘乾機（脫水機由

廠商免費提供使用）。 

7.本校設有全家便利店及益知書局；學以軒（第一宿舍）地下室設有餐

廳，可提供學生多樣飲食選擇；安以軒（第二宿舍）地下室設有撞球

區和桌球區等，提供學生休閒娛樂場所。 

8.宿舍門禁為晚間23:30時～早上06:00時，請同學注意返回宿舍時間。 
 

 

 

承辦單位： 

日間部：新竹學務處生輔組/張培勳 

        聯絡電話：03-699-1659/1657 

        E-mail：doa45530@cute.edu.tw 

 

        新竹學務處生輔組/劉妍岑 

        聯絡電話：03-699-1825/1824 

        E-mail：anna1103@cute.edu.tw 

 

 

mailto:doa45530@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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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網路簡介 

為提供住宿學生更優良的網路品質，本校自102學年起各宿舍全面採用商用網路，

提供同學更自由迅速的網路環境以提升資料查詢效率，快速吸收最新最多元的網

路資訊，謹說明如后。 

一、宿舍網路使用相關注意事項： 

 (一) 宿舍學術網路提供每位使用者一個資訊插孔；需自備PC、網路卡(RJ-45介面)

與UTP網路線(電腦用品店或校內益知書局可購得)。 

(二) 宿舍網路常因同學個人電腦中毒廣發中毒封包進而影響宿網正常速度及品質，故個

人電腦請務必加裝防毒軟體，並隨時更新最新病毒碼，降低中毒與受病毒攻擊機會。 

(三) 網路為開放環境，請同學在使用網路時多注意自身安全，切勿對陌生人透露個人資

料。 

(四) 宿舍個人電腦敬請同學使用合法軟體及作業系統，並定期安裝微軟發佈之更

新程式或修補程式。 

二、宿舍商用網路使用說明： 

    原宿舍網路是採學術網路上傳/下載速率約為512/64 Kbps，以提供學術使用為目的，

但此速率現已無法滿足學生使用需求。本校自102學年起各宿舍全面使用商用網路，

所需費用說明如下： 

中華電信光世代(100M/20M)一條專用線路報價每學期 4000元，收費方式為一間寢室

一條專用線路，每人每學期收費 1000 元整（已隨住宿費帳單繳納無須另外繳費）。 

(一)除清寒同學或住宿於身障房同學使用學術網路，其餘同學皆須使用商用網路，

因網路係為宿舍環境基礎建設恕不接受退租及退費申請。 

(二)學生寢室將依使用學術網路與商用網路區分樓層分配寢室，以便管理與降低申裝

費。 

(三)開學後各房間所使用之上網帳號將公佈於宿舍櫃台及宿舍佈告欄，請同學務必

使用與自己房號相對應之帳號上網，以免有無法上連線之情形發生。 

※以上中華電信廠商與價格係提供參考，可自行洽詢廠商與價格。 

三.宿舍學術網路使用說明： 

為了照護清寒學生使用網路，圖資中心提供免費學術網路供符合資格的同學申請，欲

申請的同學請於開學後提出申請並攜帶相關證明文件至圖資中心提出申請及填寫相

關資料。 （申請時間請注意宿舍公佈欄及宿舍廣播，約為開學日起兩周內提出申請，

逾期恕不受理） 

圖資中心需整合四人一間，若不足數，則將取消本學期之學網申請。 

申請同學需準備文件： 
(一)清寒證明。 

(二)社會局所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 

     (以上擇一即可，但將以社會局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為優先。) 

(三)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或身分證…等)。 

 
※注意事項： 

1.學術網路速率約為512K/64K僅供學術目的使用，無法提供P2P或高流量影音或下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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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提供之付費高速商用網路速率為100M/20M） 

2.免費學術網路申請請盡量以整間房間為單位提出申請。 

3.請同學於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逾期恕無法受理申請。 

4.因學術網路線路數量有限，申請人數過多時將以有低收入戶證明之同學為優先申請使用，

並可能需調整床位。 

5.使用學術網路的同學將於學期末退回住宿費繳納時已繳之網路費1000元整。 

6.宿舍網路個人開通驗證方法請參閱宿網討論區內”PPPoE設定教學”

http://dorm.cute.edu.tw/，或至宿舍櫃檯索取說明文件。登入採身分驗證， 

不需另外申請，驗證登入帳號密碼同單一入口網站帳號密碼 。 

四.宿舍網路問題報修： 
如遇網路故障，請先確認是否同寢室友皆無法上網，若為整間都無法上網請參考

（三）商用網路報修管道，若為個人無法上網或學術網路無法上網請務必記下無法

連線時所顯示之三位數字錯誤號碼，並至宿舍櫃台告知宿舍櫃台人員錯誤碼、宿舍

別、房號、學號、姓名、及聯絡方式，宿舍櫃檯將會協助同學通報圖資中心，中心

將於周一至周五18:30-21:00時段安排人員前往協助了解並排除故障情形。 

(一) 圖資中心設置宿網專頁提供宿舍訊息公告、宿網問題反映、報修，請同學多加

使用此管道報修。宿網專頁網址：http://dorm.cute.edu.tw/。 

請依照使用網路類別(學術網路PPPoE或商用網路ADSL)進行討論提問。 

(二)學術網路維修服務項目： 

1. 同學網路無法上網問題檢測、宿網相關問題諮詢。 

2. 提供宿網設備維護與簡易故障排除，但不包括個人電腦設備維修。 

3. 電腦中毒掃毒方法諮詢提供，但掃毒解毒仍需同學自己執行。 

(三)商用網路報修管道： 

請同學利用手機直撥以下中華電信0800免付費客服電話進行障礙申告： 

＊ADSL/光世代/MOD障礙申告：0800-080128。 

 服務項目含：ADSL/光世代/MOD障礙諮詢與申告、障礙排除等。 

＊撥打並接通中華電信客服員後請告知您上網時所使用的帳號(NH碼)，並告知

錯誤碼、用戶大名為中國科技大學，裝機地址為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三段530

號+一/二宿（學以軒為一宿，安以軒為二宿）+A/B棟+房號，並請客服直接派

員維修。 

五、宿舍學術網路使用管理規範 
(一) 學生宿舍網路為校園學術網路之部份，因此宿舍網路使用者需遵循教育部訂定

之「校園學術網路使用規範」及本校「中國科技大學校園網路使用管理辦

法」、「中國科技大學校園網路流量管理辦法」之規定。此外，亦應配合學

務處管理宿舍之各項規定使用網路。 

(二) 圖資中心為求同學能公平使用網路，且避免因少數人濫用而導致多數人無法上

網，訂定以下規則(規則若有變更以宿網專頁公告為準)，違反規則者，將依情

節輕重予以暫停使用之權利(以下簡稱停權)或依校規懲處。 

1. 對外主機連線數量，五分鐘超過 1200 台 - 停權至當天 23:59:59。 

2. ICMP主機連線數量超過 100 - 停權至當天 23:59:59。 

3. 一天流量上傳超過 800Mbytes 或下載超過 1Gbytes -停權至當天

3:59:59。 

4. 七天內被系統停權 3 次 - 停權七天。 

http://dorm.cute.edu.tw/
http://dorm.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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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盜用他人身分上網 ( 蓄意盜用 MAC,IP,或他人帳號密碼 ) - 停權一個月，

並依校規懲處。 

(三) 宿舍網路禁止使用 P2P 軟體(P2P 軟體包含甚廣，一般來說，凡能抓取或觀看

未經授權之智慧財產，均為 P2P 軟體，如 BT , gogobox , foxy , ppstream 

等等)，並嚴格取締違反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四) 如有下列情事發生，並經查獲屬實，圖資中心有對違規者停權之權利並不得異

議，如涉及其他刑法，違規者必須自行擔負所有法律則任。 
1. 使用宿舍網路傳送使用宿舍網傳送威脅性、猥褻性、商業性或不友善的資料。 

2. 使用宿舍網路散佈病毒，或侵入未經授權使用的電腦系統。 

3. 使用或散佈非法軟體。 

4. 使用非法程式下載非法資料。 

5. 使用點對點(P2P) (如：BT、gogobox、FOXY、PpsTream…等等)程式上傳下載資料。 

6. 蓄意破壞或不正當使用網路設備。 

7. 架設非法或色情之不良網站。 

8. 架設任何型態之主機伺服器 (WWW 、 BBS 、 FTP 、 DNS 、 NEWS 、MAIL Server 等 ) 

9. 妨礙宿舍網路運作者。 

(五) 宿舍網路公用設施與網路設備若有故障應報請圖資中心維修處理，嚴禁同學自

行維修處理。若有前述行為則視同蓄意破壞或不正常使用網路設備，依前條規

定處理。 

(六) 宿舍網路使用者之電腦發生中毒情形，需請中毒電腦之同學自行解毒，若未處

理完成，本中心有權中斷其網路使用。 

六、宿舍網路使用宣導 
(一)單一入口網站帳號密碼代表個人實體身份證明。 

在網路上，許多網站均使用 [個人郵件帳號/密碼] 做為身份登入與認證的程序，

一旦郵件密碼遭到他人竊取，形同個人身份證件遭竊，將為有心人士製造犯罪機

會，造成自己日後許多困擾。因此，請務必妥善保守郵件密碼，千萬不要告知他

人，也不要在不安全的電腦上登入帳號密碼。 

(二)免費的防毒軟體。 

請不要用非法破解的防毒軟體，除了侵權還會造成病毒碼無法順利下載的情況，

如果沒有購買防毒軟體的預算，兩套防毒軟體經測試效能佳且免費使用。 

1. 紅色小雨傘 http://www.free-av.com/ 

功能齊全，且使用上較簡單方便且有中文版。 

2. AVAST 家庭版 http://www.avast.com/ 

功能較強大，需以E-mail申請免費註冊，每年可免費接續註冊，有中文

版。 

3. 請確認電腦該有的安全設定 

現今的網路是一個充斥病毒的環境，沒有安全設定的電腦，要隨時會面臨資

料毀損、再次重新安裝系統。 

請馬上檢視 [開始]  [設定]  [控制台]  [資訊安全中心] 確認 

[防火牆]、[自動更新]、[病毒防護]三項皆為[啟動]狀態。 
承辦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聯絡分機:(03)6991111分機1069 

E-mail:hlic@cute.edu.tw 

 

http://www.free-av.com/
http://www.av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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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入住約定 

1. 保持室內整齊清潔，戶內走道禁止擺放垃圾。 

2. 每學期舉辦整潔競賽並辦理獎懲，以做為續住申請參考。 

3. 不得在室內炊爨、存放違禁及危險易燃物品，若經發現者取消住宿資格並依規

定議處。 
4. 寢室內不可使用電暖爐、微波爐、小型冰箱等高瓦度之電器用品，以維護安全。 

5. 宿舍不得喧嘩、賭博、飲酒及其他有妨害安寧之行為；宿舍晚上22:00後，應降低音

量，以免妨害他人安寧。 

6. 不得在寢室內會客及接待異性同學或朋友，亦不得留宿外賓、親友或同學。 
7. 門禁時間為晚間23：30時-早上06：00時，住宿生必須於晚間23:30時前進入宿舍，不得

再任意進出。 

8. 需外宿時，應事先完成請假手續始可離校；否則依情節輕重，按校規簽請議處。遇

有意外事故，應儘快通知校安中心(03-6991399)，俾便協助處理。 

9. 宿舍內不得飼養家禽或寵物。 

10. 住宿期間應遵守學校作息時間，並準時到課；凡不假外宿或逾時返校者將通知

家長，並依規定懲處。 

11. 學生於進住宿舍時應立即檢視寢室內各項設備，若發現損壞應即報告，否則爾

後發現有損壞，將負賠償之責。學校設備若因使用不當或故意損壞者，損壞賠

償責任由個人或寢室同學平均分攤修繕費用。住宿學生應維護公物，不得擅自

移動或損壞。寢室牆壁不得私釘掛鉤鋼釘，公共物品若有遺失、損毀或隨意塗

劃牆壁者，除追究責任議處外，並應負清理及賠償之責。 

12. 私人物品、財物應自行妥善保管，學校不負保管責任。 

13. 住宿生應接受教官及師長之指導暨宿委會管理，若違反規定，依校規議處。 

14. 遇有重大事故及安全顧慮時，由生輔組依狀況集合住宿生，並對相關問題提出

釋疑和要求，未到者將依重要集會未到之規定議處。 
15. 宿舍每學年實施一至二次防震防災演練，以提高住宿生警覺心，熟悉防震防災措施

及避難方法。 

16. 宿舍全面禁菸，違規抽菸者，依校規記過乙次處分並函知家長。 

17. 凡違反上列規定者，除依情節輕重議處外，違規情節嚴重者得由生輔組簽請學

務長同意予以立即退宿。 

18. 凡經申請住宿者，以住宿一學年為原則，除休、退學因素及家長同意者外不得退宿。 

19. 宿舍商業網路配合住宿原則採學期繳費方式，中途離宿者不得要求辦理退費。 

20. 寢室內僅剩兩人時，一、可補兩人房差價，升級成為兩人房；二、自行尋找另一位

室友，使該房維持三人；三、配合宿舍輔導員調整寢室，不得異議。 

21. 本入住約定未盡事宜，另令補充修正；悉依學生手冊、宿舍生活公約相關規定辦理。 

 

宿別:________軒_____房/住宿同學簽章：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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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賃居與租屋資訊 
一、新竹校區同學上網查詢租屋（賃居）相關資訊，步驟如下： 

（一）進入本校網頁        （二）點選「新竹校區」 

（三）點選「生輔組」      （四）點選「資源專區/雲端租屋網」 

二、學校對於學生校外租賃，也會時時有照顧，例如： 

（一）校外賃居訪視 

由導師、系輔導教官實施賃居學生訪視，以關懷學生居住安全為 

優先，透過訪視協助輔導同學，防範危安情事發生。 

(二)「賃居生法律講座」 

邀請校外講師實施專題講座，針對校外租屋安全、風險以及租賃 

衍生的法律糾紛，充實同學法律知識，避免可能發生之爭議或糾紛，進

而保護自己本身之權益。 

（三）「校外賃居學生暨房東代表座談會」 

藉會議方式瞭解校外賃居學生校外生活，並宣達注意及配合事項； 

使學生彼此能夠互助、交流相關租屋資訊及心得或提供解決方案。 

並瞭解新竹校區週邊房東對本校學生校外賃居之建議及問題，達成 

校方、學生、房東三向溝通協調。 

三、組織功能： 

(一)架設雲端租屋網提供校區附近租屋資訊及環境蒐集調查。 

(二)校區附近之優良房東租屋資訊提供，並過濾不良房東及不適房屋。 

(三)協助同學快速找尋「自己想要的窩」。 

四、校外賃居自我檢核標準: 

    (一)建築物是否具共同門禁管制出入口且有鎖具 

    (二)建築物內或週邊停車場所是否設有照明者 

    (三)滅火器功能是否正常 

    (四)熱水器裝設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五)是否有火警警報器或獨立型偵煙偵測器 

    (六)逃生通道是否暢通，標示是否清楚 

    (七)學生是否知道逃生通道及逃生要領 

 

 

承辦單位:新竹學務處生輔組 

聯絡電話:03-6991111轉1150 

E-mail:tain56010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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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課程說明 

一、 符合申請免修軍訓的同學，請將申請表資料填妥後於註冊當日繳交。 

二、 免修軍訓條件：（符合下列(一)~(六)所列項者,請附上證明資料影本） 

(一) 現任國軍士官以上職務，經權責單位核准就讀或在職進修。 

(二) 服常備兵、補充兵、國民兵、替代役期滿退伍有退伍(役)證明或因

故停役，持有停役證明。 

(三) 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四) 年齡屆滿三十六歲。 

(五) 外國學生。 

(六) 持居留證之僑生及港澳生，未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持有相關證

明文件者。 

三、 表格請自新竹軍訓網站首頁下載 

(一) 進入本校網頁。 

(二) 點選「新竹校區」。 

(三) 點選「軍訓室」。 

(四) 點選「表單下載」。 

(五) 下載『軍訓課抵免』表格。 

 

四、 日間部軍訓(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為選修課程。 

五、 83(含)年次以後役男，每一學期軍訓(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可折抵兵役2

天。 

 

 

 

 
 

 

承辦單位:            

新竹軍訓室 單慧貞教官          

聯絡電話:03-6991111轉1184     

E-mail:abtnora@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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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停車申請 

一、機車停車證： 

 （一）集體申請： 

    請各班同學統一填寫機車停車證申請單，由班代(或負責幹部) 

    統一收齊費用後，至涵德樓108室辦理繳納費用並領取機車證。 

 （二）個別申請： 

    每學期開學後至涵德樓108室登記並繳費後領取機車證。 

二、汽車停車證： 

 （一）集體申請： 

請各班同學統一填寫汽車停車證申請單，由班代(或負責幹部)統一收齊

費用後，日間部請至總務處（涵德樓103室）；進修部暨進院專請至學

務處進修組（涵德樓209-1室）辦理繳費並登記車輛相關資料。 

(二）個別申請： 

  每學期開學後至涵德樓108室旁自動繳費機使用悠遊卡繳費，日間部請至

總務處（涵德樓103室）登記車輛資料、進修部暨進院專請至學務處進

修組（涵德樓209-1室）登記車輛資料。 

三、車證補發： 

 （一）機車：請持原繳費收據至涵德樓108室填寫機車證補發申請表，並繳交

工本費50元；每人每車以補發一次為限。 

 （二）汽車：停車證改為柵欄ETC自動感應電子式，無發放車證。學期中如有

更換車號者，請親至申請單位，並提供新車牌之相關資料。 

四、汽車進入校園停車位置與行駛動線： 

日間(07:00~17:30)請將車輛停放至各停車場或規劃之停車格內，17:30後開

放進修部師生可於校區道路路邊停車，夜間車輛行駛之動線，請於進入校門

後依順時鐘方向單行道行駛(即入校經校門後左轉採單行道行駛)。 

五、新竹校區汽機車停車費收費一覽表： 

    費用 

 

種類 

各部制每學期收費 

日間部 進修部 研究所 進院專 每週僅上課1日者 

汽車 1,400元 1,400元 1,100元 1,100元 500元 

機車 300元 300元 150元 150元 50元 

承辦單位：日間部總務處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61 

E-mail：hgene@cute.edu.tw 

進修部暨進院專：新竹學務處進修組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47 

E-mail：cflai@cute.edu.tw 

mailto:hgene@cute.edu.tw
mailto:cflai@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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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中心服務說明 

一、圖書館服務資訊 

本館歡迎全校師生利用我們舒適溫馨之研究、進修、閱覽空間。 

(一)圖書館資訊 

1.館別：台北校區：格致館（格致樓二樓）；明倫館（新民樓）。 

 新竹校區：新竹館（啟我大樓二~三樓）。 

2.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8:30~21:00。 

  週六：13:00~21:00。      週日：9:00~17:00。 

3.入館方式：本校圖書館入口處設有門禁系統，請持學生證或服務證刷卡入館。 

4.圖書館網頁：http://www.lib.cute.edu.tw:8080/。 

5.圖書館各項服務及使用步驟網頁： 

台北校區 http://www.cute.edu.tw/~cc/cc/ddoc/libHandbook_tpe.pdf。 

新竹校區 http://www.cute.edu.tw/~cc/cc/ddoc/libHandbook_hsi.pdf。 

(二)圖書館服務 

1.借閱服務：新竹館除一般圖書外，尚有家用版視聽資料、休閒類期刊、漫畫

可供外借，以及3台I-PAD可供借閱（限館內使用）。 

2.數位閱讀：新竹館設置4台觸控式螢幕電腦可供體驗電子書。 

3.視聽服務：新竹館典藏家用版視聽資料，可借回家中觀賞；公播版視聽資料，

並設有影音放映室可供觀賞。 

4.列印服務：新竹館設置黑白多功能輸出影印機各2台，便於讀者影印或列印於

本館查詢所得資源等多功能用途。 

5.自學區：新竹館設有資訊自學區，採自助式登記，登記後即可自由使用電腦；

以及語言證照書區、語言自學區及英語聊天室，可以自行準備語言類證照以

及與外籍教師進行對話。 

6.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經由單一入口或圖書館網頁登入，可一次查詢本校

圖書館所有電子資源（如電子資料庫、電子書、電子期刊）。 

7.空間預約：新竹館備有討論室、放映室、研究室等空間開放預約功能，可經

由單一入口「圖書館空間預約系統」預約使用。 

二、資訊中心服務資訊 

    本校資訊中心提供全校師生各項資訊系統、網路資源及資訊自學等各項服

務，歡迎全校師生多加利用。 

    台北校區：格致樓706室  電話：(02) 2931-3416 分機 2135。 

http://www.lib.cute.edu.tw:8080/
http://www.cute.edu.tw/~cc/cc/ddoc/libHandbook_tpe.pdf
http://www.cute.edu.tw/~cc/cc/ddoc/libHandbook_hsi.pdf
http://iq.cute.edu.tw/ssoIndex.do?apUrl=http://192.192.78.80/LibSpaccBooking/CheckAppointment.aspx?where=init&apOu=libspacebooking&sso=true&datetime1=136799869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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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校區：啟我樓203室 電話：(03) 699-1111  分機 1069。 
    網址：http：//www.cute.edu.tw/~cc   E-Mail：lic@cute.edu.tw。  

(一)資訊自學服務 

    圖資中心為考量學生課餘時間自主學習需求，特別建置了一區資訊自學區，

資訊自學區共分兩處一處位於(啟我大樓)圖書館二樓（電腦數量24台），另一處位於

圖書館三樓書架後方（電腦數量36台）兩區共可供60位學生課餘時進行資料查詢及

文書處理類報告製作，資訊自學區電腦皆已安裝校內各項授權軟體，歡迎多加利

用。 

 

    

 

 

 

(二)資訊服務 

    圖資中心提供各項便捷資訊服務，建構優質的e化系統及資訊環境，使本校

學生能充分利用資訊服務，達到最佳學習效果。資訊中心提供以下服務，歡迎全

校學生多加利用。 

（1）單一入口服務：提供學生相關資訊系統服務，可作學生各項資訊查詢，網

路郵局、單位意見信箱、選課系統，並獲知學校最新訊息。 

（2）網頁製作空間：提供製作個人網頁、存放個人檔案資料。 

（3）無線網路服務：取得無線訊號後，登入帳號為[學號]，密碼同[單一入口網

站密碼]。 

（4）資訊自學區服務：圖書館二樓及三樓資訊自學區共 60台電腦給全校學生資

訊自學使用，學生可查詢資料並可線上學習，使學生能於優質資訊環境中

積極學習，達到事半功倍效果。 

 

※ 資訊中心各項服務網頁，歡迎全校學生進入瀏覽：   

http://www.cute.edu.tw/~cc/cc/ddoc/Hb_Computing_Hsinchu.pdf。 

   

承辦單位：圖資中心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069 

E-mail：lic@cute.edu.tw 

       

地點 開放時間 

圖書館(啟我大樓) 

2F-3F 

週一至週五：08:30~21:00 

週      六：13:00~21:00 

週      日：09:00~17:00 

http://www.cute.edu.tw/~cc
mailto:lic@cute.edu.tw
http://www.cute.edu.tw/~cc/cc/ddoc/Hb_Computing_Hsinchu.pdf
mailto:lic@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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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個人金融帳號填寫 

一、本校學生各項退費、工讀金及獎助學金等皆以轉帳方式撥款。 

二、請於開學時於學生資訊系統完成填寫學生個人金融帳號。 

三、請務必輸入學生本人之金融機構帳號資料（不得填寫非學生本人之帳號資料），

並檢視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整性，若因提供資料有誤，致收不到款項或延伸之手

續費，請同學自行負責或自再次匯款之款項內扣。 

四、現行提供郵局帳號者，免扣轉帳或匯款手續費(日後郵局若有變更，將依郵局

規定標準處理)。 

五、提供其他金融機構帳號者，須扣手續費，相關手續費將依各家金融機構標準自

款項內扣。 

六、步驟圖示說明如下： 

Step1 

 

進入學校首頁後，點選右方[單一入口網站]連結。 

Step2 

 
在跳出視窗下方文字方塊中輸入您自己的帳號(預設為學號)及密碼(預設為身分證字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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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點選畫面中間超連結[學生資訊系統]，進入學生資訊系統。 

Step4 

 

在跳出視窗左方，點選其他資訊作業→[個人金融機構帳號]。 

 

七、填寫過程中若有任何問題，諮詢電話：(02)29313416分機2133 圖資中心系統

開發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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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部新生網路選課作業時程表 

階段 日期及時間 選課班級/說明 注意事項 

初
選                                                    

 

107年9月3日12:30 

至 

107年9月5日23:00 

四技一年級 

研究所一年級 

☆選課項目： 

1.一般選修課程：專業選修科目。 

★2.體育分組課程：體育興趣志願分組(選填體育

組別之志願順序-適用四技一年級新生)。 

3.特殊分組：可跨系班選修或合併開課科目。 

A.大學外文(日文)(一)：  

適用管理學院及規劃設計學院（企管系、行

管系、觀管系、室設系、視傳系、數媒系、

影視系、互動系）四技一年級學生，選擇修

習大學外文(日文)(一)需上網點選該科目(依

上網選課時間先後順序)，超過上限人數無

法選到日文組或選日文人數不足者，一律編

入英文組。 

B.大學外文(英文)(一)： 

選擇修習大學外文(英文)(一)之管理學院、規

劃與設計學院及資訊學院四技一年級學生，

無需點選大學外文(英文)(一)，將統一由通

識教育中心依新生統測成績或本校英語前

測成績實施分級分班教學。 

★注意：英文與日文課程只能擇一選讀，且必須

修滿同一語文4門課8學分，否則所修學分不

納入畢業學分計算。如有轉換，須自次一學年

始得提出申請，並須全程修讀擬轉換之課程。 

4.四技一年級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原軍

訓課程) (為共同選修，學分另計，不計入畢業

學分數內)尚未服役之男同學，爾後若要報考

義務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需具備軍訓成績

四學期，請自行加選大一、大二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課程。 

☆選課查詢時出現”查無相關選課科目!”者，

代表該項目免選或無資料。 

★選課結果於選課系統個人課表顯示，加選完

課程請務必再次確認課表。 

107年9月7日 

四技一年級 

◎體育志願分

組抽籤結果

公布 

☆體育志願分組抽籤結果公布： 

1.依初選志願順序，以系統抽籤統一分配組別。 

2.未於初選時間選填志願者，由系統逕行分組。 

★若因體質特殊不能參加體育課程的同學，請

於9月17日至9月21日到教務處辦理「體育適

應組」選課事宜。 

☆選課結果於選課系統個人課表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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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日期及時間 選課班級/說明 注意事項 

四技一年級 

研究所一年級/ 

◎停開課程公

布 

初選後不滿15人(研究所5人)，原則上不開班。

預定9月7日於選課系統公告初選後因人數不足

等原因不開課科目。初選選修停開課之科目，系

統自動刪除，同學如需改選，請於加退選時上網

選修已開課科目。 

107年9月20日 

四技一年級 

◎大學外文(英

文)組能力分級

班別公布 

☆大學外文(英文)組能力分級班別公布： 

  將統一由通識教育中心依新生統測成績或本

校英語前測成績實施分級分班教學。如因英

文分級時段因素，國文課─「中文寫作與思

維」上課班級及時段將配合異動 

☆預計107年9月20日大學外文(英文)組能力分

級班別公布，選課結果於”選課系統”個人

課表顯示。 

加
退
選 

107年9月17日12:30 

至 

107年9月28日23:00 

四技一年級 

研究所一年級 

1.選修科目加退選。 

2.大學外文如需更換英文或日文組別，需符合規

定並於加退選時間內，親至教務處修正；一經

選定，日後將無法再行更換組別。 

線
上
選
課
確
認 

107年10月3日 

至 

107年10月13日 

新竹日間部 

全體同學 

1.選課結束後請確認課程及學分數，並至選課
系統→選課→學生選課確認→執行【選課課程
確認】鈕。 

2.因學生個人因素，未至選課系統確認者，概以
選課之記錄為準，不得異議。 

3.請注意本學期應修學分數是否已達最低下限。 

 

※日間部 選課規定，報給您知～～ 

提醒您!!依學則規定：日間部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不含軍訓、體育性質課程） 

◆ 四年制：一至三年級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四年級不得少於九學分，

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 (學則/第17條) 

◆ 二年制：三年級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四年級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

多於二十五學分。 

◆ 碩士班：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三學分，不得多於十五學分，其應修學分總數由各

系訂定，惟至少應修滿廿四學分及論文六學分。 (學則/第59條) 

 

承辦單位：教務處教務組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22~1125 

E-mail：hacad@cute.edu.tw 

mailto:acad@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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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暨進院(專)新生網路選課時程表 

選課系(科)年班 選課項目 選課時間 說明 

資應所新生 一般選修 

107年9月15日15:00 

至 

107年9月30日24:00 

初選不滿5人，原則上不

開班。 

四技新生 一般選修 

107年9月15日15:00 

至 

107年9月30日24:00 

初選不滿15人，原則上

不開班。 

●進院(專)新生無須選課，請上網查看課表，如有特殊情況請洽教務處進修組。 

●相關電子公告請參閱【進修部暨進院專最新公告】http://ccnt1.cute.edu.tw/heven/ 

●107年10月3日(三)至10月13日(六)，請同學至選課系統確認個人選課正確性。 

●請於107年10月19日(五)前至教務處進修組領取繳費單並持悠遊卡(儲值學分費用)至涵德 

107室前『自動繳費系統』補繳學分學雜費差額。 

●選課系統密碼與單一入口網站密碼相同。 

 
承辦單位：教務處進修組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26~1128 

E-mail：hnacad@cute.edu.tw 

 

mailto:acad@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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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選課系統操作說明 

◎本校網路選課原則上分為初選及加退選，系統操作說明如下： 

一、登入系統： 
步驟（1）：輸入本校網址http://www.cute.edu.tw，按「enter」鍵後，於首頁選擇

「在校學生」「學生選課系統」「新竹」，即可進入選課系統。 

步驟（2）：輸入「帳號」(即學號)及「密碼」後，按「登入系統」按鈕，即可登

入。（選課系統登入之帳號密碼為學生單一入口網站登入的帳號密

碼。新生尚未登入過單一入口者，密碼預設為身分證字號，第一次進

入後請務必修改密碼。） 

注意：1.每次選課限時15分鐘，未完成者須重新登入。 

2.學生忘記密碼，可以由單一入口網站登入頁面的■注意事項NOTE中

的忘記密碼了嗎功能進行密碼重置(僅供已登入過且填寫過備用信

箱者)，再登入選課系統。 

3.若沒填備用信箱且忘記密碼者，請攜帶學生證或身份證件親洽圖資

中心填單進行密碼重置，才可以登入選課系統進行選課作業。 

4.請同學於選課開放前，完成單一入口帳密登入測試，若忘記密碼

者，請務必於選課前完成密碼重置作業(約需一個工作天)。若選課

期間因忘記密碼而無法即時選課，需自行負責，故請同學注意自己

本身選課權益。 

二、初選操作步驟及說明如下： 
步驟 (1)：點選畫面左方【選課】下之選課項目。 

步驟 (2)：點選一般選修後，於畫面中列出所屬班級之選修課程，找定欲選之課

程，點按該課程右方之加選鍵並出現加選成功小視窗，且於選課狀態欄

顯示「已選」者方完成加選。如選課後規定時間內欲退選，同上程序，

點按該課程之退選鍵，選課狀態欄顯示「未選」後方完成退選。 

步驟 (3)：點選通識分組及特殊分組後，於畫面中列出相關課程（如無則出現「查

無相關選課科目!」），同上一般選修程序加退選。 

◎特殊分組為可跨系班選修或合併開課科目(含四技一年級系專業選修

中應修習之「跨領域課程」)。 

三、加退選： 
（一）選課項目：選修科目等加退選。 

（二）操作步驟如下： 

1.操作步驟同上登入系統步驟（1）~步驟（2）。 

2.點選畫面左方【選課】下之選課項目「加退選」，可依班級、教師、科目或

時間篩選條件後，按送出鍵，即可列出設定條件之相關課程，同初選步驟

（2）進行加退選。唯退選原則上至該科目最低人數下限不再接受退選，加

選至教室容納之上限不再接受加選。 

3.若加選課程有使用電腦教室且所屬班級學雜費繳費單未列該費用者，需另行

繳交電腦實習費（選課確認後，另行通知繳費）。退費亦同。 

 

http://www.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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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課確認： 

點選畫面左方【選課】下之選課項目「學生選課確認」，查核修課資料是否

正確，有問題者請向教務單位詢問，確認無誤後，點按【選課課程確認】

鈕，如有需求可自行列印選課資料。 

五、課表查詢列印： 
點選畫面左方【課表查詢】可查詢及列印學生個人課表。 

六、其他查詢項目： 
（一）畫面左方之【應修未修查詢】或【歷年成績查詢】可供參看不及格之必修科

目及歷年成績等。 

（二）畫面左方之【開課資訊查詢】可依班級、教師、科目或時間選擇欲查詢之科

目開課狀況。 

 

七、選課簡易操作流程： 
 

 

 

 

 

 

 

 

 

 

 

 

 

 

 

 

 

承辦單位：教務處教務組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22~1125 

E-mail：hacad@cute.edu.tw 

承辦單位：教務處進修組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26~1128 

E-mail：hnacad@cute.edu.tw 

初選 

加退選 

課表查詢 

列印 

 

登入 

系統 

步驟： 

1.進入網站 

2.輸入帳號密碼 

3.修改密碼 

4.以新密碼重新

登入系統即可

開始選課。 

包含： 

1.選修科目加退選 

2.跨系申請 

1.抽籤結果公布 

2.倒課公布 

3.分級班別公布 

線上 

選課確認 

選課項目： 

1.一般選課/專業選修 

2.特殊分組:英/日文 

3.體育:志願選填 

mailto:acad@cute.edu.tw
mailto:acad@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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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哩新生核心課程計畫 

    本校針對學生特質及學習需求，特為各類新生在入學後實施「第一哩新生核心

課程計畫」，只要經本校報到後錄取之新生，皆鼓勵參與，目的是希望在「新生」

入學之前，預先修讀部分先修課程，使學生在入學後能以最短的時間內與學業接軌，

於第一哩的起跑點上順利起跑。 

一、課程實施的對象來源： 

(1)普通高中生。       (2)研究所學生。 

二、第一哩先修課程實施作法： 

針對生源差異，本校由各學院跨系共同開設「院核心課程」，提供普通高中新

生選讀，碩士班新生將由各所開設英文相關研究方法課程。 

三、先修課程實施目的：期望能讓學生盡快適應入學後之學習狀態。 

核心課程：可使高中類新生在學習上與專業課程銜接。 

英文研究方法課程：可使碩士班新生提昇閱讀英文文獻之技巧，並藉此教授

他們如何利用英文這種語言工具來蒐集資料。 

四、課程實施時間： 

新生入學之前，也就是暑假期間。高中申請入學新生於七月初至八月初上課，

研究所學生大約九月上旬至開學前一週上課。 
 

第一哩新生核心課程依各院系規劃開課，實際開課訊息請依各院系通知或參

考新竹校區網頁「最新公告」查詢。 
 

 

承辦單位：教務處教務組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22~1125 

E-mail：hacad@cute.edu.tw 

 

mailto:acad@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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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大學外文（英語文/日語文）」選讀暨

「外語學習成就評量」說明 
一、修讀「大學外文（英文）/大學外文（日文）」的用意  

為提供多元選擇，開拓全球化視野，開設「大學外文（英文）」及「大學外文（日

文）」兩個模組供台北校區日間部四技各學院，暨新竹校區日間部四技規劃學院、

管理學院大一新生選讀。 

二、修讀「大學外文(英文) / (日文)」的規定 

（一）英文與日文課程只能擇一選讀，且必須修滿同一語文4門課8學分，否則所修

學分不納入畢業學分計算。如有轉換，須自次一學年始得提出申請，並須全

程修讀擬轉換之課程。修課情況如下所示： 

1.大學外文(英文)(一)+大學外文(英文)(二) →大學外文(英文)(三)+ 職場英文 

2.大學外文(日文)(一)+大學外文(日文)(二) →大學外文(日文)(三)+大學外文(日

文)(四)  

（二）通過外語學習成就評量檢核 

1.選讀英語文的同學，依英語統測成績或本校英語前測成績實施分級編班

教學，且在畢業前必須通過「外語英語文學習成就評量」之檢核規定。 

2.選讀日語文的同學，必須通過「外語日語文學習成就評量」之檢核規定。 

（三）無法通過「外語（英/日語文）學習成就評量」者，必須參加學校安排之輔

導課程。 

三、「大學外文（日文）」開班規劃 

台北校區：規劃學院、商學院、管理學院、資訊學院(日間部) 。 

新竹校區：規劃學院、管理學院（日間部）。 

四、外語學習成就評量檢核規定 

（一）英語文：學生須通過本校採認之正式英語文檢定標準（等同CEFR A2級）或

校內英語文檢定之標準。 

（二）日語文：學生須通過「N5級日本語能力測驗」、「第二外語能力測驗（基

礎級）A1」，或校內日語文檢定之標準。 

五、選課作業說明 

（一）大學外文(日文)(一)：  

選擇修習大學外文(日文)(一)需上網點選該科目(依上網選課時間先後順序)，

超過上限人數無法選到日文組或選日文人數不足，一律編入英文組。 

（二）大學外文(英文)(一)： 

選擇修習大學外文(英文)(一)無需點選大學外文(英文)(一)，將統一由通識教

育中心依新生統測成績或本校英語前測成績實施分級分班教學。 

承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502或2503 

E-mail：gec@cute.edu.tw 

網址 http://www.cute.edu.tw/~gec/gec2/  

http://www.cute.edu.tw/~gec/ge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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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定向輔導營 

一、 本校為促進新生能瞭解本校之環境，並快速適應學校生活，使能熟悉校內之

相關行政業務以保護自身權益，以期順利完成學業。 

二、 時間:107年9月13、14日(星期四、五) 上午8:30分 

三、 報到地點：本校新竹校區健心館3樓。 

四、 本活動包含始業式、學校環境介紹、社團介紹及表演、各系(院)、班級間的

認識以及新鮮人所需瞭解之反詐騙、反毒、交通安全、性平、校園融合及衛

生健康等課題之宣導闖關活動，其整體規劃內容如下： 

新

生

定

向

輔

導

營 

項  目 內  容  

始業式典禮  
校長勉勵新鮮人、介紹各院院長、系主任及各行政單位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之業務主管。 

校園巡禮 
導覽新生至行政大樓(如圖書館)、教學大樓(如系、

院)、社團位置、以熟悉校園環境。 

系、院、班級時間 

介紹系、院特色未來發展方針及相關證照考試、學院院

長、系主任及班導師，宣導相關之行政事項及熟悉環

境。 

社團介紹迎新 
介紹社團成立之目的，社團活動成果表演，提升同學參

與的興趣。 

專題闖關活動 

1.友善校園與交通安全教育。 

2.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3.複合式災害宣導。 

4.紫錐花反毒教育。 

5.反詐騙宣導。 

6.衛生健康教育。 

五、注意事項: 

         新生定向輔導營視同正課，請所有新生務必全程參加。如有不可避免因

素無法參加，請新生持請假單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書面申請，經導師及

系主任審核後，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學以軒1005室)，經學務主管核准後，

由生活輔導組完成銷假手續。活動期間有安排英文檢測，請先行備妥2B鉛筆，

以利檢測實施。(活動詳情請參考學校網站首頁公告)    

承辦單位：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董智威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51 

E-mail：joewei0113@cute.edu.tw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及推動目標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四大目標為「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發展學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及「善盡社會責任」，各分

項計畫核心目標，擇要說明如下： 

A計畫：落實教學創新，強化就業競爭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從延續、課程、學生、教師等面

向，推動多元創新教學。 

B計畫：發展學校特色，推動校務永續 

「發展學校特色」之重點，以本校跨領域人才與資源發展特色，因

應產業發展趨勢，將課程與產業緊密結合。 

C計畫：落實弱勢扶助，輔導社會移動 

「提升高教公共性」之重點，包括弱勢助學、產學聯手扶助計畫等

面向。 

D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深化認同 

「提升高教公共性」之重點，計畫內容包括董事會的公益性、優化

教學資源、校務資訊公開等面向。 

E計畫：善盡社會責任，促進產學共榮 

「善盡社會責任」-成己達人，以「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為核

心，結合在地需求，關懷與協助解決區域問題，善盡社會責任。 



 

III 

 

 

 

 

 

 

參、開學後的提醒 

 

 
 

 

 

 

 

 

 

 

 



 

 

 

 

 

 

 

 

 

 

 

 

 

 

 

 

 

 

 

 

 

  

 

 

 

 

 

 

 

 

 

 

 

 

 

 

 

 



 

50 

 

107學年度第1學期行事曆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30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70063173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7年5月28日行政會議修訂 

          

 

月  

週 

份    

星期 

日 

  期 

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預     定     行     事   

107 年 

八 

月 

    1 2 3 4 8/1 第一學期開始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九 

月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一 16 17 18 19 20 21 22 9/17 正式上課 

二 23 24 25 26 27 28 29 9/24 中秋節放假；9/29 加退選截止 

十 

月 

三 30 1 2 3 4 5 6  

四 7 8 9 10 11 12 13 10/10 國慶日放假 

五 14 15 16 17 18 19 20 10/17 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截止 

六 21 22 23 24 25 26 27  

七 28 29 30 31 1 2 3  

十 

一 

月 

八 4 5 6 7 8 9 10 11/7 校務會議 

九 11 12 13 14 15 16 17 11/11 建校五十三週年紀念日；期中考核週 

十 18 19 20 21 22 23 24  

十一 25 26 27 28 29 30 1 12/1 建校五十三週年校慶慶祝會-新竹校區 

十 

二 

月 

十二 2 3 4 5 6 7 8 
12/2 建校五十三週年校慶慶祝會-臺北校區； 

12/3 校慶補假 

十三 9 10 11 12 13 14 15  

十四 16 17 18 19 20 21 22 12/22 補上班上課(12/31) 

十五 23 24 25 26 27 28 29  

108 年 

一 

月 

十六 30 31 1 2 3 4 5 12/31 調整放假；1/1 開國紀念日放假 

十七 6 7 8 9 10 11 12 1/9 校務會議 

十八 13 14 15 16 17 18 19 期末考核週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31 第一學期結束 

※行事曆日期如有變動，以本校網站公布及相關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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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能力分級檢定  

「國際化」是教育部近年來推動的教育目標，也是國內各公私立大學辦學

的重要指標。本校為推動「國際化」，強化學生與世界接軌能力，實施雙軌外

語教育。提供學生多元選擇，針對四技日間部同時開設「大學外文（英文）」

及「大學外文（日文）」兩個模組供台北校區日間部四技各學院；新竹校區日

間部四技規劃學院、管理學院大一新生選讀。 

 英語文 

（一）本校大一、大二英文課程採分級教學。同學在進入本校之後，若決

定修習兩年8學分的英文課程，必須通過「外語英語文學習成就評

量」之標準。 

（二）分級原則 

1.統一由通識教育中心依新生統測英文成績或本校英語前測成績實

施分級分班教學，按照成績分為 A、B、C、H 四級。 

2.同學於第二週開始，須按照校方公布的名單進入班級上課。 

 

大一、大二外文（英文）必修課程區分表 

級別 大一課程 大二課程 

A級 大一外文（英文）：基礎級（beginning） 大二外文（英文）：基礎級（beginning） 

B級 
大 一 外 文 （ 英 文 ） ： 初 級 （ low-

intermediate） 
大二外文（英文）：初級（low-intermediate） 

C級 大一外文（英文）：中級（intermediate） 大二外文（英文）：中級（intermediate） 

H級 
大一外文（英文）：進階級 （high-

intermediate） 

大二外文（英文）：進階級（high-

intermediate） 

 

承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502或2503 

E-mail：gec@cute.edu.tw 

網址 http://www.cute.edu.tw/~gec/ge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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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申請須知 

一、辦理方式：                    

  1.申辦時間： 

日間部 107年7月2日(一)~107年10月15日(一) 欲申請者應於規定時間

內辦理，逾期恕不受理。 進修部暨進院專 107年9月3日(一)~107年10月15日(一) 

  2.申辦對象 :本校學生(不含空中大學、研究所在職專班) 
     3.申請表索取處:  

日間部 生輔組(學以軒1005室) 亦可至新竹校區學務

處網頁下載。 進修部暨進院專 學務處進修組(涵德樓209-1室) 

二、申請資格： 
1.均符合下述條件者才能申請: 

（1）家庭年所得低於新臺幣 70 萬元。 

（2）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利息所得合計低於新臺幣 2萬元。 

（3）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低於新臺幣 650萬元。 

（4）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60 分以上。(新生及轉學生除外)。 

2.如利息所得來自優惠存款且存款本金未逾新臺幣100萬元者，得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3.若學生有特殊困難者，如父母離異、父或母失聯、家暴困境或服刑等情事者自 

  提出相關證明學校將酌予放寬家庭經濟條件計列範圍。 

三、須申請人檢附資料 
1.申請表生輔組(學以軒1005室)領取或至新竹校區學務處網頁下載。 

2.全戶戶籍謄本(須三個月內)或新式戶口名簿(記事欄不得省略) 

  未婚：學生本人、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已婚：學生本人、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配偶。 

3.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60分以上。(新生、轉學生免附) 

四、補助金額：  
  每學年上學期提出申請，通過審查合格者，將於下學期註冊繳費單扣除補助金額。 

 

 

 

 

 
五、注意事項： 
     1.已申請本項助學金者，則不得再申辦教育部各類學雜費減免或政府其他助學措 
        施(參考弱勢助學實施要點)，請擇一提出申請。 
      2.同一教育階段所就讀之相當年級已領有助學金者，不得重複申領。 

日間部：新竹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蘇依泙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53 

    進修部暨進院專：新竹學務處進修組/賴佳芳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47 

家庭年收入 教育部及學校補助金額 
第一級  30萬以下  35,000 
第二級  超過30萬～40萬以下  27,000 
第三級  超過40萬～50萬以下  22,000 
第四級  超過50萬～60萬以下  17,000 
第五級  超過60萬～70萬以下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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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助學金」申請須知 

一、辦理方式：                    

  1.申辦時間：1 0 7 年 0 9 月 1 7 日 ( 一 )至1 0 7 年 0 9 月 2 8 日 ( 五 )。(逾期不候) 

  2.申請表索取處：生輔組(學以軒1005室)領取或至新竹校區學務處網頁下載。 

二、申請資格(均須符合下述條件者才能申請)：    

(1)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之本校在校生（不含研究所、研究所在職專班、進修部、進修院專）。 

(2)家庭年所得低於新台幣 70萬元、年利息低於新台幣 2萬元、不動產金額低於新台幣 650 

  萬元。 

(3)未領有低收入戶證明、原住民學生工讀助學金、原住民低收戶工讀助學金或政府提供同 

   屬生活費性質之補助者。 

(4)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分以上。(新生及轉學生免附) 

(5)學期中進行校外實習未領有津貼者。 

(6)未向銀行申貸生活費者。 

三、須檢附資料： 

(1)生活助學金申請表。 

(2)全戶戶籍謄本(三個月內)或新式戶口名簿(記事欄位不得省略)。 

(3)106年全戶年度國稅局所得清單及全戶財產清單(含父母、學生及配偶)。 

(4)前一學期成績單平均達60分以上(大一新生、轉復學生免交) 

(5)金融機構帳號(登入單一入口/學生資訊系統/其他資訊作業/填寫個人金融機構帳號)。 

四、注意事項： 

(1)每學年補助5位名額(台北3名、新竹2名)，以家庭年收入較低及家庭現況困難者優先核

給。 

(2)凡符合資格且錄取者，每生每月獲新台幣6,000元之生活助學金，共計8個月(不含寒、暑假)。 

(3)審查核定學生名單公告後，請依指定期限至生輔組辦理報到；逾時報到者，視同自願放 

   棄權利，並由候補同學依序遞補不得異議。 

(4)須參加學務處舉辦之生活助學金服務學習說明會，以了解內容及相關遵行之事項；開會
時 

   間另行公告通知。 

(5)生活服務學習由生輔組安排，服務學習每週以8小時為上限，每月不超過 30 小時。惟不 

   得以參與生活服務學習為由而缺課。 

(6)上述情況資格取銷所產生之缺額，由服務單位向生輔組提出申請遞補。 

(7)生活服務學習應避免具危險性質之項目，並不得影響正常課業。 

(8)相關事項請參閱本校「弱勢生助學實施要點」。 

           
 承辦單位： 

     新竹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蘇依泙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53 

 E-mail：asz1209@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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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住宿優惠」申請須知 

一、辦理方式：                    

  1.申辦時間： 107年07月02日(一)至1 0 7年 1 0月 0 5日 (五 )。 (逾期不候) 

  2.申辦對象 :本校學生(不含空中大學、研究所在職專班) 

  3.申請表索取處：生輔組(學以軒1005室)領取或至新竹校區學務處網頁下載。 

二、申請資格： 

 1.持有住宿床位申請者。 

 2.持有低收入戶證明者。 

三、申請人檢附資料 

 1.申請表請至生輔組(學以軒1005室)領取或新竹校區學務處網頁下載表單。 

 2.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3.全戶戶籍謄本(須三個月內)或新式戶口名簿(記事欄不得省略) 

未婚：學生本人、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已婚：學生本人、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配偶。 

四、補助金額：  

  每學期提出申請，通過審查符合者，將於住宿繳費單減免8,500元之補助金額。 

五、注意事項： 

    1.申請免費住宿者，須生活服務學習時數每學期50小時，生活服務學習內容由

生 

      輔組承辦老師訂定。 

2.服務學習考核表由考核單位每學期記錄乙次，並請於學期結束前一星期內填妥 

並交回學務單位。 

3.免費住宿費用不含電話費、電費、網路費及保證金。 

4.相關事項請參閱本校「弱勢生助學實施要點」。 

 

 

 
     

承辦單位： 

                                        日間部：新竹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蘇依泙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53 

E-mail：asz1209@cute.edu.tw 

    進修部暨進院專：新竹學務處進修組/賴佳芳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47 

E-mail：cflai@cute.edu.tw 

mailto:asz1209@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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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兵役注意事項 

1. 凡男生入學（含復學、轉學）不論有否服役及現（退）役，均應填寫「兵役

狀況調查表」，憑核辦理申請緩徵或儘後召集或免予申報，另檢附之證明及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注意文字清晰度，以利判別。 

2. 107學年度緩徵為 89年次(含)以前之學生申請；已服役具後備軍人身分之

學生應申請儘後召集(每年辦理一次，開學後 2個月內辦畢)。 

3. 役男徵兵程序：｢役男兵籍調查｣➞｢徵兵體檢｣➞｢抽籤｣➞｢收到徵集令入營｣ 

4. 全校無分科系四技新生緩徵或儘後召集申請 4年，二技新生、二專新生及碩

士班新生申請緩徵或儘後召集 2年，4年或 2年未畢業者另報送延長修業年

限名冊。 

5. 因復學、轉學、或因轉系降低年級致變更原核准緩徵年限者，均應重新辦理

緩徵或儘召申請。 

6. 因休學、退學、開除學籍、提前畢業等中途離校之學生，依規定於離校後報

送緩徵或儘召原因消滅。 

7. 戶籍地址欄資料，概依身分證（注意鄉、村、區、里、鄰）為準，請勿誤植

或遺漏。(已升級為直轄市者請注意更新市、區、里資料) 

8. 緩徵、儘召名冊報送各縣、市前，如學生接獲徵集令，可向軍訓室申請「暫

緩徵集用證明書」，持逕向鄉市鎮公所兵役單位申請暫緩徵集。 

9. 兵役狀況調查表與同學個人權益有關，請務必填寫詳實，並檢附相關資料，

於開學後 2週內以班級為單位統一繳交。 

10. 未繳交兵役調查表或資料不全，無法向縣市政府申請緩徵或向各縣市後備
指揮部申請儘後召集，責任自負。 

11. 表格請自軍訓室網頁下載 

 進入本校網頁 

 點選「新竹校區」 

 點選｢行政單位｣-「學務處」-「軍訓室」 

 點選「表單下載」 

 下載『兵役狀況調查表』表格 

 連接網址: http://ccnt1.cute.edu.tw/saffairs/stud/2014/military-1-
12.html 

 

 

承辦單位: 

新竹軍訓室 鄭敦友教官 

聯絡電話:03-6991111轉1183 

E-mail: work16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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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健康檢查及學生團體保險說明 

一、健康檢查： 

（一）檢查時間： 

部制別 檢查時間 

日間部 107年09月28日(星期五)08:30-17:00 

進修部、進院專 107年09月29日(星期六)13:00-17:00 

 

（二）檢查地點：健心館地下室一樓。 

（三）檢查費用：新台幣480元/人。 

（四）檢查項目： 

1.一般檢查           2.胸部X光 

3.尿液檢查           4.血液檢查 

二、學生團體保險： 

（一）107學年學生團體保險費每人（每學期自繳330元，教育部補助每人50

元）。 

（二）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未滿二十足歲者於保險理賠申請時，須經其法

定代理人簽章同意始生效力。 

（三）學生團體保險申請地點： 

部制別 申請地點 

日間部 衛保組  學以軒一樓 1004室 

進修部、進院專 學務處進修組 涵德樓二樓 209-1室 

 

 

承辦單位 

日間部：學務處衛保組/徐曉慧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56 

E-mail：hheal@cute.edu.tw 

進修部暨進院專：學務處進修組/賴佳芳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47 

                                                  E-mail：cflai@cute.edu.tw 

 

 

 

mailto:cflai@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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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故障處理Ｑ＆Ａ  

一、大樓設備故障申報： 

包含大樓或教室內水電照明、電梯、教學器材等設備故障，同學可上「單

一入口網站」「總務資訊系統」「線上報修系統」填報或直接至總務

處辦公室填寫「修繕申請單」申報故障處理。 

       

       

二、宿舍設備故障申報： 

包含宿舍內各項水電照明、門窗椅子等設備故障，住宿生可直接至宿舍櫃

檯填寫三聯式報修單，宿舍管理員會統一將修繕單送至總務處處理。 

承辦單位：總務處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61 

E-mail：hgene@cute.edu.tw 

 

mailto:hgene@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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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管理』使用須知 
本校新生入學均要上網登錄學生資料，務必於規定期限(開學後一個月)內完

成上網登錄。 

EP數位學習履歷檔案管理-使用須知 

※登錄前請先將電腦環境設定為如下狀態，不然資料將無法儲存 

一、請開啟網頁瀏覽器，並點選工具列上的工具(T)，選擇網際網路選項(O)。 

 
 

二、移至安全性，並點選網站(S)。 

 

 

三、再將此網站加到該區域(D)底下的對話方塊中輸入 192.192.78.*， 

然後將此網域的所有網站需要伺服器驗證(https)此打勾取消，並點選新增(A)，再

按下關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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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將所有的網頁瀏覽器關閉後，再打開網頁瀏覽器(請勿使用IE以外的網頁瀏覽

器) 

Step1.首先進入學校網址www.cute.edu.tw，再點選在校學生，進入在校學生事務專區的

畫面。(如圖S-1) 

        圖S-1: 

 
 

 

 

 

 

 

 

 

 

 

 

 

不可有 

Step1 

http://www.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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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進入在校學生事務專區的畫面後，在校園生活區中點選學生資訊系統==>導入單一

入口網站，即可進入該系統選取之畫面。(如圖S-2) 

        圖S-2: 

 
 

 

Step3.先進入校園入口網畫面，再輸入個人特定一組帳號及密碼。初次登入的帳號為個

人的學號，密碼為身分證字號，輸入完成後，即可進行登入動作。(如圖S-3) 

 

         圖S-3: 

 

Step 3 

St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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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登入後，進入學生資訊系統主頁面，點選個人資訊選項中的學習履歷(如圖S-4)。 

      圖S-4 

 
 

Step5.進入EP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管理畫面，點選關於我選項。(如圖S-5) 
 

       圖S-5 

 

 

 

 

 

 

Step4 

Ste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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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在Cute[E-P]系統中，填入關於我的個人簡歷、我的家庭、求學經驗-成長與反思及

未來目標與期許(生涯規劃)等4項資料。(如圖S-6) 

      圖S-6 

 
 

 

 

 

 

 

 

 

 

 

 

 

 

 

 

承辦單位：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李振忠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52 

E-mail：lee123@cute.edu.tw 

mailto:lee12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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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學生就業準備輔導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4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中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學生強化就業前的準備，特訂定「中

國科技大學強化學生就業準備輔導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為強化學生就業能力，已規劃通識核心之職涯系列課程修習以及相關就

業資格證照的取得，各院系亦已規劃開設職能專業課程供學生修讀，本要點

旨在鼓勵學生參與職涯活動，累積職涯活動之學習履歷，以強化學生在進入

職場前之就業準備。 

三、本要點所累積之職涯活動學習履歷，係指取得下列校內、外各項之職涯活動

之採計點數(每項點數15點，可重複)： 

 UCAN進班施測。              ◆ 職涯講座。 

 就業講座。                  ◆ 企業參訪。 

 職涯諮商。                  ◆ 職場導師諮詢。 

 模擬面試。                  ◆ 校外實習媒合活動。 

 校園徵才博覽會。            ◆ 其他校內職涯相關活動。 

 其他校外職涯相關活動。 

◆ 取得各院系開設之職能專業課程結業證書。 

四、職涯活動參與點數的採計原則如下： 

(一)活動參與後透過QR-code掃描，登載於本校學生學習履歷資訊系統(以下

簡稱e-portfolio)中。 

(二)校外活動由學生應自行登錄至e-portfolio。 

(三)特殊情況由相關承辦單位統一匯入。 

五、學生參與職涯活動之學習履歷可透過e-portfolio查詢，累計點數120點以上

之學生，於四年級上學期由研發處製作『中國科技大學學生就業準備學習履

歷』。 

六、取得中國科技大學學生就業準備學習履歷之學生，將列入本校就業推薦優先

名單。 

七、本要點以一○七學年後(含)入學之日間部四技新生為適用對象。 

 

 

承辦單位：研發處綜合業務組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032 

E-mail：prac@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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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網路請假流程 

一、學生請假皆為網路申請 

    如逾期者，須持紙本請假單及檢附相關證明並繳交至學務處生輔組(日間

部學生/學以軒1005室;進修部、進院專學生/涵德樓209-1室)完成補請假

手續)，凡請假未經核准者，概以曠課論。 

二、學生請假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理，請於請假日後10日內提出（事

假、公假須事先提出申請），規則內容說明，請至學校網站

（http://www.cute.edu.tw）     /新竹校區/行政單位/生輔組/學務法

規總覽/第27條-學生請假規則。 

三、「學生網路請假系統」請進入學校網址/單一入口/學生資訊系統/假單申

請 

    輸入帳號與密碼即可。步驟說明如下: 
（一）點選單一入口 （二）輸入帳號/密碼 

  

（三）點選學生資訊系統 （四） 進入假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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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假單填寫  

 

 

  ※補充說明： 

依學校學生請假規則，其准假權責及辦理程序如下： 

課業假(含事假、病假、喪假)： 

一、 辦理權責： 
(一) 1日之假由導師核定。3日(含)以內之假由導師審查，陳系主任核

准。 

(二) 4日以上之假檢附證明文件，向學務處提出請假單書面申請，經校區

學務主管核准。 

(三) 請假超過2週以上者，陳校長核准。(須先經導師及系主任審核) 

(四) 遇特殊事件，須辦理長假者，專案申請核備。(須先經導師及系主任

審核) 

二、 處理程序： 
(一) 3日內之假於「學生網路請假系統」完成請假登錄手續；4日以上之

假則提出請假單書面申請(附證明)，經導師及系主任審核後，送學

務處，經校區學務主管核准後，由學務處完成銷假手續。 

(二) 學生因事(病、喪)請1日內之假，應於10日內(含例假日)至｢學生網

路請假系統｣完成請假登錄手續，導師於學生送出申請單後，應於5

日內(含例假日)完成核假；2至3日(含)之請假，系主任於導師陳核

後5日內完成核假。 

(三) 學生未按規定於10日期限內完成｢學生網路請假系統｣登錄，逾10日

以上視情節給予懲處。 
  

  
承

承辦單位：  

日間部：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蘇依泙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53 

E-mail：asz1209@cute.edu.tw 

 

進修部暨進院專：新竹學務處進修組/賴佳芳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47 

E-mail：cflai@cute.edu.tw 

mailto:asz1209@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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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悠遊學生證說明 

本校學生證為「校園國際學生證悠遊卡」，即整合校園學生證、國際學生證、悠

遊卡之三合一卡。除學生身分識別外，其他說明如下： 

一、借閱書籍：憑學生證可至圖書館借閱書籍。 

二、門禁使用：圖書館台北校區格致館、明倫館；新竹校區圖書館及第一、二宿

舍設有門禁系統，需持學生證刷卡入館或進出宿舍。 

三、卡上之資訊除校內使用，另僅提供國際學生證總部查核，及悠遊卡公司於

掛失卡片時查驗。如有疑義，請洽康文文教基金會(02)8773-1333或悠遊卡

公司（客服）專線(02)412-8880。使用說明將隨卡附上。 

四、國際學生證：ISIC國際學生證目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唯一

背書認可的國際通用學生證，相關訊息請參看以下網頁

http://www.travel934.org.tw/。 

五、悠遊卡：自行加值後可使用悠遊卡功能搭捷運、公車及便利商店小額付費等。 

六、圖書館影（列）印：需另行至圖書館加值後，可使用圖書館內複合機影（列）

印服務。 

七、無障礙電梯：行動不便之學生可向相關單位(總務處)申請，以學生證設定後

使用。 
     

承辦單位： 

日間部教務組: (03)6991111分機1122~1125 

進修部教務組: (03)6991111分機1123、1126 

     
               

http://www.travel934.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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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習文件查詢 

協助學生課業進行順利是學校重要目標之一，因此同學們在學期間，應該清楚

了解有哪些教學上的規定，才能夠知彼知己，順利畢業。入學後，學校有哪些

課程文件可供查詢，並做為規劃學習的參考？如何了解老師規劃的授課內容？

請參考以下說明： 

 項目 內容說明 

學

習

文

件

查

詢 

教學規範 

老師規劃教學活動的重要文件，每位專、兼任教師，均

必須於開學前規劃完成，並由學系專責教師審查後才能

夠授課。教學規範的內容包括教學目標、課程、教材、

教學活動及成績評量方式等重要資訊。 

全校教學規範請至以下網址查詢：

http://192.192.78.91/acad_curr/T_CourseInfo.aspx 

授課大綱 

記載當學期的教學進度，老師必須於開學二週內，向同

學說明進度及內容。 

教學大綱請至以下網址查詢：

http://192.192.78.91/acad_curr/T_CourseInfo.aspx 

課程科目表 

課程科目表明訂每位同學修課的畢業條件，內容包含畢

業總學分數，「校訂通識」、「學院核心」、「專業必

修」、「專業選修」等課程的學分數（含上課時數），

以及開課年級及時間。全校課程科目表請至以下網址下

載或查詢： 

http://www.cute.edu.tw/~curr/course2.htm 

數位教材 

教材數位化是本校推動數位學習的重要措施，數位化的

教學方式，除了可豐富教學內容之外，並有提供同學課

後輔導的功能。學校已要求各專、兼任教師均必須將教

材上網。同學可至以下網址下載或查詢： 

Moodle學習平台：http://moodle.cute.edu.tw 

 

 

 

承辦單位：教務處教務組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22~1125 

E-mail：hacad@cute.edu.tw 

 

 

http://www.cute.edu.tw/~curr/course2.htm
http://moodle.cute.edu.tw/
mailto:acad@cute.edu.tw


 

IV 

 

 

 

 

 

 

肆、輔導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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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中心服務項目 
個別諮商 

在心理師的專業協助下，透過一對一的會談過程進行

澄清困境、抒發情緒、探索生命的核心問題，為自己

所面臨的困境找出較好的解決選擇與方法。 

團體輔導 

每學期針對兩性、生涯、人際與自我探索等主題 

舉辦小團體輔導活動，透過團體成員互相分享與 

回饋，增進參與成員的自我認識與了解。    

心理健康促進活動 

每學期舉辦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生涯規劃 

等主題的演講、座談、展覽、競賽、影片欣賞討論 

、體驗等活動，增進學生心理衛生相關知能。 

心理測驗施測與解釋 

透過各式的心理測驗工具協助個人進行生涯興 

趣、自我特質、學習優勢與風格的探索，以拓展自 

我知覺。 

學生申訴服務 

為保障學生學習、生活與受教權益，增進校園和諧，本校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處理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申訴案件。學生申訴處理流

程請參考下頁。 

辦公室：學以軒1001室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四  8：20-12：40 、 13：40-20：00。 

          週五        8：20-12：40 、 13：40-17：00。 

諮詢專線：（03）699-1111分機1611~1613學輔中心。  

中國科技大學學輔中心粉絲專頁  

 

 

 

個別諮商室 

探索教育 

棉花糖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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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處理流程 
 

 

 

 

 

 

 

 

 

 

 

 

 

 

 

 

 

 

 

 

 

 

 

 

 

 

 

 

 

 

 

 

 

 

 

 

 

 

 

七日 

列舉事由 

學生獎懲委員會或行政單位

做成學生或學生會及其他相

關學生自治組織懲戒之決定 

基於學校之規定或因學生個人之

請求，對於學生個人生活或學習

相關事項，行政單位（含系所）

所為之行政處分 

校長核定 校長或授權相關主管核定 

「處分書」送達學生個人或學

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

織 

「行政裁定」送達學生個人或學生

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 

執行 公告 

執行 

評議決定書送申訴人及相關單

位 

受

理 
不

受

理 

公告 

執行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

訴，經評議確定維持

原處分者，於申訴結

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

報役男「離校學生緩

征原因消滅名冊」。 

校長核定 
原處分單位認為與

法規抵觸或窒礙難

行者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行政處分，經

向學校提起申訴而不服其決定，得

自申訴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

內，繕具訴願書，檢附學校申訴評

議決定書，經學校向教育部提起訴

願。 

復訴願人 

不服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行

政處分，未經學校申訴

程序救濟，逕向教育部

提起訴願者，教育部應

將該案件移由學校依學

生申訴程序處理。 

理由充分 

移請再議（一次為

限）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三十日內完成評議，並做成評議決定書 

三十日內不服 三十日內不服 

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申訴單位為台北校區及新竹分部之學務處

學生輔導中心）申訴（需以書面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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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生服務 - 資源教室樂芙屋 

 資源教室： 一個適合談心的好所在。 

 資源教室： 一個協助特殊教育學生順利就學的地方。 

 服務對象：通過大專特教鑑定領有鑑定證明書之學生。 

 服務內容： 

 獨立的空間，提供同學便利的環

境；輔導老師，是同學傾吐心聲的

對象。 

 個別輔導、課業加強、成長團體、

同儕支持、與迎新送舊活動等，提

供同學豐富的學習與活動內容。 

 辦公室位置：學以軒1008室 

 

 諮詢專線：（03）699-1111分機1615、1618。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20-12：40 ; 下午13：40-17：00。 

 

 

 

 

 

承辦單位：學輔中心資源教室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618 

E-mail：tingyu@cute.edu.tw 
 

 

 

資源教室迎新出遊 

mailto:tingyu@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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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安全教戰守則 
為確保學生工讀權益，以避免受騙案件發生，請家長、師長與同學留意工讀時

應注意之相關事項。 

※常見受騙情形，主要有下列幾項： 

一、實際的工作內容與面談所言不符。 

二、公司營業項目不實。 

三、個人資料被公司不法盜用。 

四、假藉徵才名義行推銷之實。 

一般而言，多半是因為求職者沒有事先做好調查應徵公司體質健不健全的準備

工作，而會有受騙情形發生，求職時不妨從下列幾個步驟檢視自己的求職流

程： 

一、分析徵才啟事 

※不論是報紙分類廣告或是求職網站上的工作機會，求職者都需要仔細分

析，一些體制  不健全的公司其實只要小心觀察，還是有些端倪可循： 

（一）徵才啟事上無刊登公司名稱及住址。 

（二）同一個徵才啟事長期不斷出現。 

（三）直接列出月薪多少(尤其是報紙上的人事分類廣告)。 

（四）不合情理的廣告（如高薪月入數十萬元、免經驗等）。 

（五）利用信箱號碼及電話徵才。 

（六）徵才啟事上的聯絡電話是行動電話。 

※面對五花八門的徵才啟事，應慎重打聽或與親友商量，待有充分的瞭解才

可考慮答應前往應徵。 

二、蒐集公司資料 

※在確定前往應徵後，應該做好面試前的準備工作－摸清公司底細。 

（一）直接以電話探問公司背景、經營項目、員工多寡及工作內容。 

（二）如果是透過職業介紹所求職，應先查證其是否為登記許可有案，合

法介紹所可以到「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公司及分公司基本

資料查詢中查詢是否登記有案，並查詢公司營業項目為何? 

（三）上網查詢是否有企業網站，如有可先大致瀏覽了解。 

※打聽公司的背景，除了安全上的考量，也是面試前的例行功課之一，讓自

己對即將面試的公司有初步的認識。 

三、留意面試情況 

※面試當天應提高警覺，用心觀察面試地點及場合的情況，一方面為保障自

身的安全，另一方面可藉一些小細節觀察該公司的企業文化。 

（一）赴面試前應向親友詳細交待面談之時間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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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試前提早十分鐘到，先觀察一下面試地點附近的地理環境與對外

通道。 

（三）有無管理員及門禁。 

（四）有無公開的公司招牌及張貼告示各類登記證書。 

（五）是否位於舊工廠房、偏僻無人之處或住宅區。 

（六）面試地點非徵才啟事上的地址。 

（七）最好有友人相伴並備有適當的防範器物。 

（八）面談時，不輕易飲食點心或飲料。 

（九）若需繳交證件則只交影印本，不給原件，不簽名蓋章。 

（十）評估薪資是否合理，高額酬勞未必是合理的報酬。 

（十一）如須繳交大筆之保證金，更應小心謹慎。 

（十二）不需經由甄試，僅先繳納報名費或保證金的就業機會。 

（十三）觀察辦公室隔間及員工座位的佈置。(私人物品越多，表示員工

對該公司較有向心力)。 

（十四）為確保自身權益，清楚詢問工作內容與勞動條件。 

※打工應慎選工讀場所，不要從事有危險性或違法的工作，亦請家長、師長

與同學多加留意。若於面試時或工讀期間遭遇緊急意外事件需尋求學校協

助，請立即撥打學校 24小時校安專線電話： 

臺北校區：02-29316464  新竹校區：03-6991399 

學校將竭誠為您服務 

資料來源：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RICH 職場體驗網-在校青年校外工讀注意事項

https://rich.yda.gov.tw/richCandidate/ 
 
  

https://rich.yda.gov.tw/richCandi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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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RICH 職場體驗網-工讀安全教戰守則

http://rich.nyc.gov.tw/richCandi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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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 
一、學校餐廳、書局、便利商店 

（一）學校餐廳：位於學以軒宿舍地下一樓，以美食街型態提供衛生、實

惠、多樣化之餐飲選擇，供應項目有中西式早餐、自助餐、麵食、快

餐等各式餐飲。 

（二）書局：位於涵德樓108室，提供學生各項文具用品、影印服務及代購

上課用教科書等服務。 

（三）便利商店：啟我大樓一樓設有全家便利商店，提供全校師生商品九折

之優惠(免稅商品除外)，及提供ATM提款機、各項代收款服務。 

二、學校特約商店一覽表 

店名 電話 地址 優惠 

達美樂 

(湖口門市) 
03-590-5000 

新竹縣湖口鄉中

正路一段219號 

1.出示教職員證或學生證買大送大之

比薩，享免費可樂(1.25ml)。 

2.購買單個630元之比薩，即可以299

元購買，若選加價系列之比薩則加

100元。(限週一至週五自取，且一  

人限購買一個)。 

3.外帶購買10個大pizza以$2500計。 

到期日:永久 

天天小吃 0926-792-996 
新竹縣湖口鄉 

中正路38號 

消費滿100元送價值10元之小菜、消費

滿200元送價值20元之小菜以此類推。 

到期日:永久 

錢都日式 

涮涮鍋 

(湖口店) 

03-590-3340 
新竹縣湖口鄉 

忠孝路13號 

各項商品(含鍋類及單點)折扣優惠九

折，不含經濟鍋及特價商品。 

到期日:永久 

四川 

麻辣燙& 

三杯滷味 

0929-768-177 
新竹縣湖口鄉 

民族路94號 

消費滿100元送20元(限個人)。 

到期日:永久 

美華珍 

藝術蛋糕 
03-599-2202 

新竹縣湖口鄉 

中正路一段83號 

消費享九折之優惠 

(結帳時主動出示學生證或教職員

證)。 

到期日:永久 

四海遊龍 

(湖口店) 
03-590-7519 

新竹縣湖口鄉 

中正路一段191號 

消費滿1000元享九五折優惠，滿4000

元享九折優惠。 

到期日:永久 

麥坊 

藝術蛋糕 
03-590-3847 

新竹縣湖口鄉 

忠孝路14-2號 

自製品全面享九折優惠 

(特價品除外)。 

到期日: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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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名 電話 地址 優惠 

義麵坊 03-590-4103 
新竹縣湖口鄉 

民族街50號1樓 

主餐可享九折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併

用)。 

到期日:永久 

永勝汽車 

駕訓班 
03-590-6837 

新竹縣湖口鄉 

信昌街60號 

1.憑本人學生證報名，學費可享有500

元優惠 (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2.三人以上可享有定點接送服務。 

到期日:永久 

鍋神日式 

涮涮鍋 
03-699-2316 

新竹縣湖口鄉 

民族街75號 

憑學生證及教職員證可享九折優惠(不

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到期日: 永久。 

享鍋 03-5999093 
湖口鄉中山路二

段147號 

憑學生證及教職員證可享九折優惠(不

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到期日: 永久。 

EASON廚房 03-5595877 
新竹縣新豐鄉新

興路158-7號 

憑學生證及教職員證用餐一律8.5折優

惠，不與其他優惠並用。 

到期日: 永久。 

真過癮 03-559-2088 
新豐鄉新豐村新

興路165-2號 

憑學生證及教職員證開鍋送一盤B區好

料(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到期日: 永久。 

義美見學館餐

廳-中壢店 
03-4223979 

桃園縣中壢市延

平路520路2樓 

1. 憑學生證及教職員證可享九五折優

惠。 

2. 僅限本餐廳使用，義美門市、義美

南崁見學館或其他關係企業使用。 

3. 第一項特會折扣不得與其他折扣合

併使用。 

第五月台 03-4266968 
桃園縣中壢市元

化路2-36號3樓 

憑學生證及教職員證可當本店貴賓卡

使用。 

I PARTEA 03-426-6000 
桃園縣中壢市建

國路27號 

憑學生證及教職員證可享九五折優

惠。 

小豆子健康湯

鍋 
03-4270089 

桃園縣中壢市中

央東路73號 

1. 單次 5人(含以上)送單點 30元小

菜一份 

2. 單次 10人(含以上)送 100 元一鍋 

我家牛排 

(湖口店) 
03-6992989 

新竹縣湖口鄉民

生街29號 

憑學生證及教職員證可享現金九折、

刷卡九五折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併

用)。 

到期日: 永久。 

 

 

承辦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王昱凱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42 

E-mail：kaikai@cute.edu.tw 

mailto:kaikai@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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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資訊 

    大學生活中，給自己多一點期許，讓生活多一點成長空間，加入社團會幫

助你增長智慧，在社團活動中會學到知識、藝能也得到樂趣，讓你有機會認識

不同的自己、發現自我，你會發現原來你也可以吹奏樂器、彈彈吉他、打打

球、跳跳舞等，當然更可以結交到一輩子的好朋友。 

    本校日間部學生社團有：用心創新服務心的學生會、注重學生權益的學生

議會、為畢業生籌辦活動的畢業生聯誼委員會、學生宿舍自治幹部管理委員

會、Cute親善大使社、崇德青年服務社、獵影社、心靈探索社、弦外之音吉他

社、熱門音樂社、狂響管樂社、日本次文化研究社、數位廣播社、阿拉望原住

民青年社、O.S街舞社、晨曦羽球社、Fun Young棒球社、向日葵康輔社、JUMP

排球社等數十個充滿活力熱情、熱血青春的社團，且社團師資多元，個個學具

專長，就等著你來加入，讓你在學校中享受著百分百的社團生活。 

    社團的經驗在新鮮人求職時，往往會是決定勝負的關鍵，有過社團經驗的

人，常常是溝通無障礙、積極肯付出、用心肯學習，這些都是企業界尋人錄取

的關鍵。你還在等什麼呢？別猶豫了，我們能培訓你，社團永遠張開雙手迎接

你！查詢網址：https://goo.gl/7ioxyk  

 

《Q&A》 

Q1：日間部社團如何成立? 

Ans：1.填寫本校「學生社團組織申請表」，並附10人以上之連署表，連同發

起人報告書，及社團組織章程(草案)，送課外活動組審核。 

     2.經報准籌組後，發起人應立即召開成立大會，並於一週前以書面資料

報請課外活動組核准召開。 

     3.成立大會召開後一週內，將成立大會會議記錄、組織章程及社員名冊

送課外活動組核備。 

Q2：如何加入日間部社團？ 

Ans：1.開學後直接至各社團社辦（社辦地點：學以軒2樓、健心館B1）找到意

屬的社團參加，或在學生會所舉辦之「社團博覽會」於社團攤位上，主

動報名參加。 

     2.根據自己的興趣，到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留下資料，由課外活動組將資

料轉交至社團負責人手中， 社團負責人會主動與你聯繫並介紹社團，

合意後即可入社。 

Q3：我能參加幾個社團？ 

Ans：沒有限制，時間允許不衝突即可，建議在剛開始時，可以選擇2-3個社團

參加，但提醒你要注意課業。 

Q4：社團活動的時間為何？ 
Ans：大學社團無統一活動時間，由各社團安排於課餘時間活動，本校重要活

動均會安排於週三舉辦。 
  

https://goo.gl/7iox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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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新竹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學以軒2003室)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41~1143、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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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內獎(助)學金資訊 

獎(助)學金名稱 申辦時程 受理方式 
獎(助)學金金

額 

創辦人上官業佑先生文教

基金會獎學金 
每學期 

教師、學生、社團

或具其他特殊貢獻

等，開放申請。 

2仟元至3萬元 

勤勉優良獎助學金 每學期 學務單位推薦 3仟元 

服務優良獎助學金 每學期 
系辦、學務單位推

薦 
5仟元 

本校教職員工、學生急難互

助金 
每學期 自行申請 2仟元至1萬元 

溫親獎學金 第一學期 自行申請 4仟元 

儀青優良獎助學金 第一學期 學務單位推薦 1萬元 

森城建設公司清寒優秀獎

學金 
第一學期 自行申請 2萬元 

優秀青年選拔 第二學期 自行申請 3仟元 

孝悌楷模選拔 第二學期 自行申請 3仟元 

高瑩校友獎學金 第二學期 自行申請 1萬元 

 

※各獎（助）學金申請辦法依本校網站公告為主，請至學務處網站查詢相關資

訊，中國科技大學務處網站/獎助學金查詢 

http://ccnt1.cute.edu.tw/saffairs/stud/schooln-t/apply/apply.htm 。 

 
 

                    承辦單位：  

校內獎學金  

課外組/謝子筠 
E-mail：mamie815@cute.edu.tw 
課外組/葉淑玫   
E-mail：meiye0975@cute.edu.tw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48、1143 

 
                                         

校外獎學金   
生輔組/陳淑華   

E-mail：she129@cute.edu.tw 
進修組/ 賴佳芳   
E-mail：cflai@cute.edu.tw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54、1147 

http://ccnt1.cute.edu.tw/saffairs/stud/schooln-t/apply/apply.htm
mailto:mamie815@cute.edu.tw
mailto:she129@cute.edu.tw
mailto:cflai@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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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急難互助』申請 
 

 

本校為培養本校全體教職員工暨學生自助互助之美德，發揮人溺己溺精神，以

救助急難事件申請為原則，援助受困同仁及學生，使能安心工作及繼續學業，

訂定中國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學生『急難互助』金申請。 
 

《Q&A》 

 Q1：申請對象為何? 

Ans: 其設置精神為援助受困同仁及學生，使能安心工作及繼續學業。如教職

員工、學生突遭意外傷害、罹患重病、發生重大意外或遭受嚴重災害等

狀況，生活陷入困境，亟待救助時，則可提出申請。 

 Q2：申請對象及條件有何限制? 

Ans: 1.申請者為已參加之樂捐者。 

     2.在本校已捐助者，因故離校後又重返學校者(如：休學後復學、退學後

重考本校、專科部畢業考到本校學院部、離職後復職……等)。 

     3.同一案件申請，以一次為原則，除有特殊事故由委員會核定者不在此

限。 

     4.因車禍所提出之申請案件需附醫療診斷證明及鑑定書或和解書。 

 Q3：樂捐方式為何? 

Ans: 其扶助金來源為本校教職員工、學生所共同籌募而成，每位教職員工於進

入本校服務時樂捐一日所得，學生入學每名最低樂捐 100元。 

 Q4：該如何申請? 

Ans: 如學生需申請時，可藉由導師協助申請，導師視情況進行訪談，並填具

表單、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醫療診斷證明書、戶籍謄本、死亡證明書、車禍

鑑定書或和解書等，經系主任簽章後即可送學務處辦理。 
 

 

 

承辦單位： 

日間部：新竹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葉淑玫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43 

       E-mail：meiye0975@cute.edu.tw 

 進修部暨進院專：新竹學務處進修組/ 賴佳芳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47 

                                               E-mail：cflai@cute.edu.tw 

 

mailto:cflai@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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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優、樂群、職場能力手冊資訊 

    學生個人在校就讀期間所有活動歷程資料登錄，如獲得學業優良、各類獎

(助)學金、課外活動、校外實習、全勤表現、在校工讀、擔任幹部、志工、義

工，或活動(比賽、競賽)表現、證照取得等情形皆可輸入系統內，相關紀錄會

由各活動承辦單位負責輸入，同學只要輸入學號，隨時可上網查看個人紀錄是

否完整，如不完整，同學可提出參加活動或證照證明至原單位請承辦老師補行

登記資料即可。 

    若欲申請手冊者，請備妥3ｘ5個人獨照彩色橫式生活照片一份一張、二吋

大頭照一份一張，至所屬部制學務單位申辦，作為推甄或工作面試之用，都有

很大益處。 

《 Q & A 》 

Q1：手冊用途？ 

Ans：1.國內、外升學證明(推薦甄試)。 

   2.應徵就業證明及其他甄選之用。 

Q2：手冊申請方式？ 

Ans：1.本校學生具有正式學籍者，視個人需要均可隨時申請。 

     2.繳交文件：申請表、附二吋半身相片一張、3×5 個人彩色橫式生活照

片一張。 

     3.申請列印份數不限，每份工本費100元。 

     4.手冊製作以五個工作天完成。 

Q3：申辦窗口？ 

Ans：日間部為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進修部為學務處進修組。 
 

 

 

 

 

 

 

 

 

 
手冊封面樣式            手冊首頁-個人資料樣式          手冊內頁-各項紀錄樣式 

 

 

承辦單位： 

日間部：課外活動組/謝子筠 分機：1148   

E-mail：mamie815@cute.edu.tw 

進修部暨進院專：進修組/賴佳芳 分機：1147 

E-mail：cflai@cute.edu.tw 

mailto:cflai@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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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位置示意圖  

 

※搭乘台鐵 ：搭乘台鐵至北湖車站，下

車後步行約 3分鐘到校。 

 

※自行開車 

◎ 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號】楊梅交流道下(約 30分鐘到校)→台一省道（往新湖

口方向）→右轉中平路【竹 8】(台 1 省道約 54km 處，經過裝甲兵訓練部)→達

生路至陸橋下右轉中山路【竹 109】→中國科技大學。 

◎ 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號】湖口交流道下往湖口方向（約 10 分鐘到校）→左轉

光復路→左轉軍功路(穿過高速公路下涵洞後右轉)→中湖路直行約 0.3KM→左

轉高架橋接中山路一段→中國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總務處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61 

E-mail：hgene@cute.edu.tw 

北

湖

站 

mailto:hgene@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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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平面圖  

 
 

新竹校區共有六棟大樓，各大樓使用說明如下： 

一、 日新樓：教學大樓（規劃與設計學院、資訊學院）。 

二、 涵德樓：行政及教學大樓（管理學院）、教務處、總務處、學務處進修組 

三、 啟我大樓：國際會議廳(一)、圖書館、圖資中心。 

四、 健心館：國際會議廳(二)、游泳池、健身房、桌球、撞球教室等。 

五、 學以軒：第一宿舍及餐廳、學務處。 

六、 安以軒：第二宿舍。 

 

 

 
承辦單位：總務處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61 

E-mail：hgene@cute.edu.tw 

 

mailto:hgene@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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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單位分機一覽表  

＊總機代表號：(03)6991111   傳真號碼：(03)6991110   校安中心：(03)6991399 

單位名稱 單位分機 辦公室位置 

副校長室 1020 涵德樓310室 

教務處教務組 1121～1125 涵德樓208室 

教務處進修組 1126～1128 涵德樓209-1室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1141～1143、1148 

1143、1148 
學以軒2003室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1149～1154 學以軒1005室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1155～1156 學以軒1004室 

學務處進修組 1145～1147 涵德樓209-1室 

學輔中心 1611～1613 學以軒1001室 

軍訓室 1183～1185 學以軒1005室 

總務處 1161～1164 涵德樓103室 

招生中心 1010、1013 涵德樓205室 

研究發展處 1032～1033 涵德樓306室 

兩岸交流組 1036～1038 涵德樓505室 

國際交流組 1040 涵德樓711室 

圖資中心 1062～1069 啟我大樓2F 

學術單位分機一覽表 

學院別 單位名稱 單位分機 辦公室位置 

規劃設

計學院 

規劃與設計學院 1400 日新樓305室 

室內設計系(所) 1411 日新樓304室 

視覺傳達設計系(所) 1421 日新樓209室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1431 日新樓210室 

影視設計系 1441 日新樓108室 

互動娛樂設計系 1451 日新樓101室 

管理 

學院 

管理學院 1251 涵德樓510室 

企業管理系(所) 1261 涵德樓405室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271 涵德樓305室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1281 涵德樓606室 

應用英語系 1291 涵德樓506室 

資訊 

學院 

資訊學院 1351 日新樓511室 

資訊管理系 1361 日新樓604室 

資訊工程系(所) 1371 日新樓404室 

電腦與通訊系 1381 日新樓504室 

通識中心 通識中心辦公室 1503 日新樓2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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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校區往返專車時刻表  

※ 兩校區交通車時刻表 

台北校區新竹校區 

停 靠 站 
捷運 

忠孝復興站 
台北校區 

新店市 

中興路三段221號 
備註 

星期一至五 06:30 06:40 06:50  

星期一至五  07:45 07:55 固定派車 

星期一至五  10:35 10:45  

星期一至五  15:00 15:10 固定派車 
 

新竹校區台北校區 

停靠站 新竹校區 備註 

星期一至五 12:40 固定派車 

僅星期三 15:20  

星期一、二、四、五 16:20  

星期一至五 17:10 非固定派車 

星期一至五 21:10 ＊不開放學生購票 

星期一至五 22:00 ＊不開放學生購票 

 

備註： 

一、以上二表為106學年度發車時刻，107學年度之最新發車時刻，請依總務處

網站公告為準。 

二、早上06:30（台北校區）至17:10（新竹校區）間各時段班次均可提供學生

購票上車，唯須至少提前一日購買(購票地點為台北校區警衛室及新竹校

區總務處，同學可於台北(新竹)校區購買新竹(台北)校區發車之車票)，

於購票時註明欲乘車之時段，以便於總務處安排車輛。 

三、捷運忠孝復興站接駁點為出口2（復興南路一段和忠孝東路三段路口）。

新店上車地點為中興路三段221號（禪心中醫診所前方），下車地點為中

興路三段242號。 

四、除固定派車外，教師登記人數未達5人之車次，將不予派車。 

 
 

 

 

承辦單位：總務處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61 

E-mail：hgene@cute.edu.tw

mailto:hgene@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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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畢業進路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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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路徑圖 

一、什麼是『證照路徑圖』？ 

Ａ：『證照路徑圖』目的是為使學生能明確瞭解該系有何證照種類，該證照

所對應何課程及其修習時間點，以便選擇、安排證照之考試與課程、學

分數。 

二、『證照路徑圖』中證照類別有哪些？ 

Ａ：『證照路徑圖』內訂定的證照類別有：語言類、資訊類、商管類、工程

類、設計類及其他共6類。 

三、『證照路徑圖』中證照屬性有哪些？ 

Ａ：依各系專業屬性，分「專業核心」及「輔助強化」證照兩類。 

1.專業核心證照類為該系就業所必備的證照。 

2.輔助強化證照類為學生在就業時具有加分效果的證照。 

四、『證照路徑圖』中證照等級如何區分？ 

Ａ：依照本校獎勵分級表來區分該證照隸屬於何等級（拔尖、核心、基礎、

其他認可）詳細資訊得參考本校證照分列表。 

五、本校與證照相關規章有哪些？ 

Ａ：本校訂定與證照相關規章有： 

1.本校證照分列表。 

2.本校學生證照獎勵要點。 

3.本校證照獎勵申請系統步驟說明。 

4.本校證照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詳細資訊得參考http://ccnt4.cute.edu.tw/carr/cip/index.html 。 
 

 

 

 

 

 

 

 

承辦單位：研發處綜合業務組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032 

E-mail：prac@cute.edu.tw 

 

http://ccnt4.cute.edu.tw/carr/cip/index.html
mailto:prac@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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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證照獎勵申請 

一、 本校學生考取證照獎勵標準及其獎勵方式如下： 
 

類別 獎勵級別 敘獎 獎勵金額 獎勵次數 

系
專
業
類 

能力

指標 

基礎 嘉獎乙次 無獎金 

獎
勵
金
核
發
次
數
限
二
次
，
敘
獎
次
數
不
限 

核心 嘉獎二次 1,500元 

就業

資格 

1-1.勞動部技術士甲級證照 嘉獎二次 6,000元 

1-2.勞動部技術士乙級證照 嘉獎二次 3,000元 

1-3.勞動部技術士丙級、單一級證照 嘉獎二次 1,500元 

2.考選部核發之普考及格證書 嘉獎二次 3,000元 

3.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所核發之證

照 

3-1.高級 

嘉獎二次 

2,500元 

3-2.中級 嘉獎二次 2,000元 

3-3.初級，不分等級 嘉獎二次 1,500元 

4.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規委託

公私立機構核發之證照 

5.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規認證

或認可之機關或公私立機構核發之

證照 

嘉獎二次 1,500元 

跨領域 嘉獎乙次 無獎金 

全
校
性
語
文

類 
能力指標-基礎 嘉獎乙次 無獎金 獎勵2次為

限 

敘獎次數不

限 

能力指標-核心 嘉獎二次 1,500元 

二、 證照獎勵申請方式依「中國科技大學學生證照獎勵要點」辦理，證照種

類之認定依「證照分列表」辦理。 

三、 申請流程 
(一) 申請程序： 

1. 於「學生資訊系統」內之「個人金融機構帳號」填寫金融帳戶資料 

2. 於「證照獎勵」填寫證照相關資訊，列印申請表簽名後，黏貼相關

證明文件，繳交至系辦公室，經系核章後彙送研發處辦理。 

(二) 檢附資料： 

1. 「學生證照獎勵申請表」乙份（由證照獎勵申請系統產生之）。 

2. 登錄於系統內之金融機構存簿影本(須為學生本人之戶名)、證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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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A4大小之證書請以65%縮印)須黏貼於申請表上。 

 

(三) 限制： 

1. 申請之證照須為在學期間考取，因證照日期歸屬學期不同，其申請

期限如下，申請應於期限內提出並且完成上述申請程序，逾期不予

受理。 

證照屬上學期(8/1至1/31)者，需於同一學年度3/31前申請； 

證照屬下學期(2/1至7/31)者，需於下一學年度9/30前申請，  

2. 畢業生在畢業當學年度可依本項第一款所述時間限制內完成獎勵申

請，不受本要點第二點「在校生」之限制。 

(四) 申請時間：在申請期限前，可隨時提出申請。 

(五) 進入本校前、或學生畢業後，所取得證照均不予計算。 

 

 

 

 

 

 

 

 

 

 

 

 

 

 

 
承辦單位：校友服務與推廣教育組 

聯絡電話：(02)2937-3416分機2607 

E-mail：prac@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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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課程地圖 

一、什麼是「全校課程地圖」? 

Ａ：『全校課程地圖』是一張專業學習探索地圖，這張地圖幫助你系統性了

解在學期間的課程規劃，由基礎至核心至專業，根據課程性質加以分

類，分為通識課程、院通識核心、院核心及系專業必修、選修等，且各

類型間分別使用不同的顏色區塊加以區分，以便同學閱覽。『全校課程

地圖』幫助你有效地尋索知識的寶藏！ 

二、「全校課程地圖」之使用者及目的? 

Ａ：學校、學生、老師、開課單位（院系所、行政單位）皆需要課程地圖。 

1.學校需要『全校課程地圖』：查核各類型課程是否符合開授標準，且

規劃通識課程之相關配套課程。 

2.學生需要『全校課程地圖』：幫助同學規劃未來學習方向、設立目

標，整合所修習之課程與能力，進而實現、達成學習目標。 

3.老師、開課單位需要『全校課程地圖』：全校課程地圖能反映課程之

分配、整合授課資源及有效地分配行政資源，協助學生實現學習目

標。 

三、「全校課程地圖」之功能? 

Ａ：1.特色課程模組：依學生就業需求及專長培育目標，各系選修課程均規

劃數個課程模組供學生選修。 

2.課程系統：以顏色區分不同課程類型系統，各學系課程系統數量由學

系自行規劃及應用。 

3.課程科目標識：每一個課目均提供「名稱」、「學分數」、「上課時

數」、「課目編號」等資訊。 

4.課程科目內容：以超連結方式處理，使用者點選後可直接超連結至本

校「教學規範查詢系統」，查閱相關課目之教學內容及授課規定。 

四、「全校課程地圖」使用方式? 

Ａ：1.進入學校首頁，點選「學生畢業進路整合平台」，再點選「全校課程

地圖」點選課程名稱，會開啟課程的課程大綱。 

2.欲了解詳細的課程大綱與教學規範，請登入「學生資訊系統」，進行

查詢工作。 
 

承辦單位：教務處教務組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22~1125 

E-mail：hacad@cute.edu.tw 

mailto:acad@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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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畢業門檻 

一、什麼是「畢業門檻」？ 

『畢業門檻』（Graduate regulations）是學校為了培育學生就業基礎
及專業核心能力，依據本校大學部學則之規定，訂定在學期間應修學分
數，及各系就業能力養成之需要，訂定相關檢核項目及標準，通過畢業
門檻你便取得了進入職場的門票。 

 
畢業門檻填報平台運作架構 

二、「畢業門檻」Ｑ & Ａ 

Ｑ：在學期間如果無法達到『畢業門檻』怎麼辦？還可以畢業嗎？ 
Ａ：沒問題，畢業前如果無法達到『畢業門檻』要求，則可依據各系訂定

之補救輔導課程，提供加強輔導，幫助你取得進入職場的門票。（詳
見各系畢業門檻及輔導要點。） 

Ｑ：如果我提早達到『畢業門檻』可以提前畢業嗎？ 
Ａ：可以，學士班學生可以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只要符合本校

大學部成績優異學生提前畢業辦法第二條有關提前畢業之規定，即可
提出申請。 

Ｑ：各系訂定的『畢業門檻』中有關外語證照部分，如果在入學前即已取
得的證照，是否代表已經通過此一門檻？ 

Ａ：是的，學生於入學前已達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第五條及第六條標準
者，無論其測驗成績時間，入學後得上網登錄該成績，並經審查通過
後即視同通過本校外語能力畢業標準。 

Ｑ：達到『畢業門檻』畢業證書何時可以領取？ 
Ａ：碩士班學生於學位考試成績單送達教務組登錄後三天內製發畢業證

書，惟同學須於完成畢業離校手續後，隨時可於上班時間內洽新竹教
務組領取畢業證書；學士班同學則由教務組公告集中離校時間。 

Ｑ：是否皆需完成『畢業條件』才能畢業？ 
Ａ：新生入學時需填寫「畢業門檻檢核平台」，該平台有分「必要條件」

及「自選條件」。「必要條件」是新生必須完成，而「自選條件」則
得由新生自行選擇欲完成之門檻。 

                                           承辦單位：教務處 教務組 

聯絡電話：(03)6991111分機112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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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撲滿2.0  

一、面對全球化競爭和社會的快速變遷，大學生應具備哪些就業能力？浩瀚的

就業市場令社會新鮮人不知所措嗎？從大學課程步步扎根，提早做好職能

規劃就能沉著面對，早日達成職涯夢想！『職能撲滿２.０』以趣味網路

遊戲形式，融合專業指標，啟發新生職業生涯規畫與探索。學生能多面向

地自我評量，提早進行未來規劃。  

二、104年重新升級打造之『職能撲滿2.0APP』，更採用「撲滿」能聚沙成塔

的儲蓄概念，透過QR CODE互動積點的模式，主動回饋使用者累積職能培

育成果。並與職涯系列課程結合，讓學生了解自我職涯發展的認知與學習，

分階段完成學生職能培育目標，持續累積職涯能力。 

  
遊戲登錄頁 遊戲主選單 

 

  

 

 

 

 

 

 

 

承辦單位：教務處數位學習中心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 

2631~2633 

E-mail：elc@cute.edu.tw 

IOS 下載 ANDROID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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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面試模擬系統  

    你知道什麼是職場面試嗎？你知道面試前要準備呢？進行面試問答有那

些小呢？只要短短 30分鐘，職場面試模擬系統通通告訴你！ 

    中國科技大學職場面試模擬系統特色為真實的面試情境與面試問答，使其

充分演練面試技巧，並在演練完成後回傳學生ＥＰ系統與配合職場諮商輔導進

行影片分析，讓學生理解面試缺點並強化優勢之處，進而提升面試成功率。  

 
 

台北校區：明倫館 

新竹校區：啟我大樓圖書館2F 

 

承辦單位：教務處 數位學習中心 

聯絡電話：02-29313416分機2631~2633 

E-mail：elc@cute.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