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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陽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民國 106 年 10 月 17 日班會宣導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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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註冊組 
一、請畢業班學生及學生親友踴躍報考本校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報名日期為 11 月 6 日

至 12 月 4 日，口試日期為 12 月 9 日），詳見本校「招生資訊」網址為

http://www.cyut.edu.tw/~recruit/。 

二、106學年度第 1學期註冊組重要行事曆 

日      期 事                                項 

即日起～ 開放大三、四生及研二生查詢【畢業審核自審】 

9/21～10/31 在校生蓋註冊章(以班為單位) 

11/6～11/10 申請五年一貫學程 

11/23～11/29 申請提前 1學期畢業 

11/27～12/1 申請下學期輔系、雙主修、跨院系學程及抵免學分 

1/17 申請本學期休學辦理完成截止日 

2/1 教師繳交學期成績截止日 

三、請有興趣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之大三及大四同學踴躍向各系提出申請，申請日期為

11月 6 日至 10日。 

四、新生尚未上傳照片者，請儘速 E-Mail至註冊組信箱：enroll@cyut.edu.tw(照片請以學

號命名，請勿使用生活照）；已上傳者若照片不合格者，亦須重新提供。 

五、請轉學生及轉系生務必重新上網查詢抵免審查結果(列印抵免申請書處)，如無法獲得

抵免通過之科目，或未辦理抵免之低年級課程請於畢業前補修相關必、選修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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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仍有疑問亦可洽詢

註冊組，避免因畢業時必修課程未修習而無法順利畢業。 

六、事關畢業權益，請務必轉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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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辦理休、退學退費時程      

   （一）11/1前完成休退學暨離校手續，退還三分之二學雜費及其他費用。 

   （二）12/13前完成休退學暨離校手續，退還三分之一學雜費及其他費用。 

八、備註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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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教學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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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或個人證件至註冊組/進修教學組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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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提供每學期

http://www.cyut.edu.tw/%7Erec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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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份)，歡迎有需要學生自行列印使用。 

◎宣導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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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 1學期上課點名系統自 106年 9月 21日(星期四)

起，登錄至 107年 1月 17日(星期三)止，請轉知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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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對象為新增曠課(未請假)
累計達 20 小時以上，或單一科目缺曠課(包含請假與未請假)時數達 1/5 以上之學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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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科缺、曠課達三分之一時，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第 39條第

1項：「學期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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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學分總數二

分之一且連續兩次者，應予退學」等規定，敬請各位師長協助提醒。 

二、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學生申請停修課程相關規定： 
(一)於『學生資訊系統』項下『停修申請』頁籤，進行申請及結果查詢【網址

https://admin.cyut.edu.tw/student/loginstu.asp】，並分 2 階段申請，時程如下： 

1.第 1 階段：民國 106 年 11 月 01 日（三) 8:00 至 11 月 10 日（五) 23:00 止。 
2.第 2 階段：民國 106 年 12 月 13 日（三) 8:00 至 12 月 22 日（五) 23:00 止。 
學生僅能於實施時程期間上網申請，逾期即不受理。 

(二)申請停修課程之條件如下： 

1.於人工加選期間，所辦理加選之課程，該課程不得再辦理停修申請。 
2.停修退選後該學期大一至大三學生修習總學分數不得少於 16 學分，大四學生不

得少於 9 學分，大學部延修生及碩、博士生至少應修習一門課。 
3.一般學生停修申請每學期以 1 門課程為限。 
4.大學部學生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習學分數達 1/2 不及格者，在符合上列 1 及 2

之申請條件下，停修申請科目數得超過 1 門課程。 

◎宣導單位：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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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本學期開始，學務處開設多項通識教育中心「微學分」課程，參加學務處活動可抵

免自由學分，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說明如下： 
(一) 活動前，請至報名系統 http://regist.cyut.edu.tw/Min 填寫報名資料，並準時參加課程

活動。 
(二) 活動結束，學生親自填寫「通識中心微學分學習單」，由主辦活動單位認證核章。 
(三) 認證核章後，學習單正本由學生自行留存，累積至 1學分後，學生在學期間，可親

自持學習單正本，至通識中心辦理抵免。 
(四) 學生辦理抵免時程，依本校行事曆，在校生辦理抵免學分時間，可至通識中心辦

理。 

◎宣導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一、 「公共服務績優獎學金」自 9 月 21 日至 10 月 20 日受理學生申請，於 11 月 10 日前受

理業務單位推薦。 
二、 「朝陽優秀青年選拔」自 9 月 21 日開始受理學生申請，由各系所自行訂定收件截止日

期，於 11 月 3 日前受理業務單位推薦。 
三、 暑期服務暨國際志工成果發表於 10 月 24 日晚上 6 時在波錠廳舉行，歡迎全校師生參

與，讓別人的故事成為你的經驗！ 

◎宣導單位：學務處學生發展中心 

 諮商輔導業務 

一、 開學了！忙碌之餘，請也別忘了照顧自己， 
若想找人聊聊心裡事，學發中心歡迎您。 
學發中心(諮商輔導):T1-106；校內分機:5056。 

四、 境外生宿舍活動：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境外生宿舍活動開始囉！關於認識學發中心、人

際、情緒及自我探索等，詳細訊息已公布於學生發展中心首頁、粉絲專頁，歡迎您同

學踴躍參與。 

 就業暨校友服務業務 

一、 職涯輔導長培訓課程：由大三日間部各班級選出職涯輔導長，除提供學生職前教育系列

活動，協助學生了解自我，建立正確的職場工作態度外，並由職涯輔導長扮演種子的

角色，協助導師及學生發展中心推動或辦理各種輔導活動，藉此將職涯輔導工作向下

扎根至各系，使相關業務推展更具深度與廣度。培訓課程第 2 堂及第 3 堂課程將於 106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二)及 10 月 31 日(星期二)，15:30-17:30 在宿舍大樓交誼廳及 T1-207
教室辦理。 

二、 履歷自傳競賽活動：訂於 106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31 日收件，提供學生求職前深度教

育系列活動，獎金優渥！！請踴躍參加。 
三、 獎補助學生報考專業證照報名費： 

(一)106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學生報考專業證照報名費已用罄！原應截止受理，由於

學生申請踴躍，本中心將積極再跟學校爭取經費。自 9/26 日 16:00 起送至本中心之

申請案，將列入候補名單，俟經費核定結果，再確定是否補助。 
(二)申請方式：請先至學生資訊系統之「學務處」填寫證照獎補助申請表，列印後連同

報名費收據正本（無收據者依會計室規定簽具切結書）及證照影本 2 份（至少 1 份

彩色影本），至所屬系辦公室申請獎勵及補助，經系所初審彙送學務處學生發展中

心辦理，詳細辦法請參考網頁：
http://b01.cyut.edu.tw/p/412-1003-2216.php?Lang=zh-tw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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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regist.cyut.edu.tw/Min
http://b01.cyut.edu.tw/p/412-1003-2216.php?Lang=zh-t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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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方式：以 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7 年 7 月 31 日獲獎競賽為準，凡符合申請資格

者，請向學務處學生發展中心提出獎勵申請，經學生實習就業指導委員會審核通

過，即可辦理敘獎。（申請表請至本中心網站

http://b01.cyut.edu.tw/p/412-1003-2227.php?Lang=zh-tw 下載） 
五、 職涯諮詢顧問服務： 

本學期服務期間預計自 106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一）至 107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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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學務處學生發展中心〈分機 5064〉。 

六、 輕鬆找工作，就業沒煩惱！請上「學生歷程與多元就業媒合://myep.cyut.edu.tw/」系統

-【校內外就業媒合服務】。 
七、 快進入全新「學生生涯與學習歷程檔案 http://myep.cyut.edu.tw/」系統，看看學校幫你

個人新增了什麼求職、升學的戰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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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延長使用權限，即使是畢業校友亦可享有使用本系統

就業媒合等各項功能服務，故學生或校友可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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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位同學多加利用本系統之服務

尋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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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兵役宣導： 

一、所有入學新生與延修生之緩徵與儘後召集(已服過兵役學生)之申請，於開學後後1個月

內陳報，在此期間同學若收到縣市政府之徵集令，請速至生輔組辦理暫緩徵集證明並

繳至戶籍地鄉、鎮、區公所即可。 

二、大一新生可於106年11月15日前至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申請服分階段

軍事訓練，若有任何問題請洽分機5016。 

二、請同學再次核對學籍系統內之戶籍地址，務必須與身分證背面之地址相同，若有不同請

儘速至教務處註冊組更改，俾利正確函報兵役緩徵及儘召資料。 

 助學措施宣導： 

一、106學年度弱勢助學計畫-助學金，申請補助至 106年 10月 20日截止，教育部預計於

11月上中旬公布符合資格名單，屆時請同學務必留意。 

 品德教育宣導： 

一、請同學注意上課禮節，遵守教室上課規則，以免影響其他同學學習及老師教學品質，課堂上

請勿用膳、用餐，以維護良好的學習環境。 
二、請同學注意電梯搭乘禮節，勿搶佔電梯，造成他人使用不便。 

 請賃居校外同學妥善處理住家垃圾，切勿貪一時之便隨意丟棄，以致影響鄰近住戶環境衛

生，環保局亦將針對上述情形加強取締告發。 

http://b01.cyut.edu.tw/p/412-1003-2227.php?Lang=zh-tw
http://clrpf.cyut.edu.tw/
http://clrpf.cyut.edu.tw/
http://clrpf.cyut.edu.tw/
http://clrpf.cy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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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發生本校學生遭詐騙集團詐騙，且以「解除分期付款」之名義詐騙，請同學特別注意，

若接到可疑電話，可撥打反詐騙電話 165電話求證，或撥校安專線 2332-0808尋求協助。 

 學生就學貸款宣導資料： 

一、、本學期有貸款不足之學生，請至學生資訊系統→學雜費專區→列印繳費單→再至超

商或郵局補繳差額。 

二、就學貸款申請需彙報至教育部，經財稅中心及臺灣銀行審查後方可撥款，若因資格不符

致無法辦理貸款者，應於通知後補繳本學期之學雜費。 

三、申辦就學貸款，貸款期間自負利息之學生，每月需準時至臺灣銀行繳交利息，避免留

下不良紀錄及影響銀行撥款；畢業後也應按時還款。 

 學生請假相關宣導： 

一、除病假外，其餘請假皆須事先提出申請，系統關閉，則無法請假。 
二、凡請公假皆需檢附相關證明，證明文件請直接拍照上傳即可。 

 學生停車證申請及交通安全宣導： 

一、106年度機車下鄉考照--報名網址：

http://regist.cyut.edu.tw/ActApp/ActDetail?getact_id=384。道安講習時間：106

年 11月 7日 1520至 1700 波錠廳；筆試及路考時間：106年 11月 7日中午 1130至 1520，

筆試於波錠廳、路考第二汽車停車場。若有相關問題請以電話或逕向軍訓室林文國教官

分機 3075洽詢。 

二、近期發現部分同學以自製方式為偽造冒用學校停車證，此偽冒行為已涉及違法並嚴重

違反停車證使用規定及並影響正常申請同學使用之權益，經查獲將依汽機車辦法規定

與學生獎懲嚴懲，請同學自重自愛並養成良好正確守法的觀念與態度。 

三、近期發現部分同學任意私下交換停車證，或車輛異動時未至生輔組交服隊服務台更換

停車證，造成停車證資料與使用車輛不符，以致遭開立違規單，請同學異動車輛或停

車場時，務必至生輔組交服隊服務台申辦更換停車證，切勿私下交換，以免受罰。 

四、經交服隊巡查發現，部份同學停放於各停車場之車輛尚未申請停車證，請同學利用課

餘時間至生輔組（行政大樓一樓）申辦；同學車輛請依照申辦停車場位置及停車格線停

放，以免造成他人停(取)車不便及車輛碰撞損傷，上述情形交通服務隊將加強取締，

違規者將依本校汽機車管理辦法處理。 

五、同學進出停車場及取車時務必小心，勿碰撞其他同學車輛，若不小心碰倒或擦撞他人

車輛時，應留下聯絡電話告知對方，切勿一走了之，以免觸法。 

六、尚需申辦停車證或異動停車證車輛資料之同學，請於周一至周五 08:00-17:30時至生輔

組交服隊服務台辦理。 

七、 若有相關問題請以電話或逕向生輔組洽詢，本組將儘快為您辦理；聯絡電話：

(04)2332-3000轉分機 5019(交通服務隊)，或分機 3075(林文國教官)。 

八、交通安全相關提醒： 

（一）學校周邊巷弄狹窄交通事故頻傳，分析同學發生肇事機率多為行車速度過快、逆向

超車、車陣內不當鑽行及未遵守交通號誌等因素，請同學避免上述違規情形以降低

肇事受傷率。 

（二）學校為提升公車站前行人穿越馬路的安全性，已重劃行人穿越道與車輛停等線(往

立體停車場方向移約 20公尺)，敬請行人依指示路線穿越馬路，車輛行經此處時亦

請放慢車速，以維護用路人安全。 

（三）霧峰分局提醒：學校週邊吉峰東路與民生路速限均為 40公里，請確依速限行駛，

切勿超速或逆向行駛，警方將不定期至學校周邊路段實施違規取締，以維護用路人

安全。 



 
6 

九、交通安全宣導網站：交通安全入口網 http://168.motc.gov.tw/TC/index.aspx。 

◎宣導單位：軍訓室 

一、人身安全宣導： 
（一）出遊安全： 

同學戶外出遊前請做好行前準備工作，包含攜帶保暖衣物、行前車輛檢視及養足精

神，查詢當地天候與路況，慎防劇烈降雨、雷擊、溪水暴漲，並注意打草驚蛇及防蟲、

蜂咬傷，確保人身安全。此外，由於山區道路多彎曲狹窄且視線不佳，同時深夜山區

濃霧情況時有發生，常導致交通事故發生；為顧及人車安全，儘量不要夜間出遊，不

單獨行經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危險場所，切勿疲勞駕駛或酒後駕車，如此才

能玩得安心，也玩得安全。 
（二）工讀、居家安全：  

打工、居家（賃居）時需注意危安因素（包括防火、用電及瓦斯安全），並注意逃生

路線及各項安全防護措施，包括人、事、時、地等，都必須確實了解評估，打工應徵

當天謹記「七不原則」：「不繳錢、不購買、不辦卡、不簽約、證件不離身、不飲用、

不非法工作」。萬一發生受騙或誤入求職陷阱，亦可撥打勞動部諮詢專線：0800-777-888
請求專人協助。 

（三）水域安全： 
暑假即近，請同學參考中華民國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及水上安全、水中自救等

資 訊 ， 避 免 涉 足 相 關 危 險 水 域

（www.nfa.gov.tw/main/Unit.aspx?ID=&MenuID=548&ListID=382)，另台灣本島海岸線

10 大最易發生海難的區域，多屬水深落差過大，以及瘋狗浪易湧的區域，請同學小心，

儘量避免。 
序號 區分 行政區域 水域地點 105年 1月迄今傷亡 

1 

北部地區 

新北市石門區 石門白沙灣海域 溺斃11人，1失蹤 

2 新北市貢寮區 三貂角萊萊磯釣場海域 溺斃2人 

3 基隆市中正區 和平島海域 溺斃7人 

4 基隆市中山區 外木山海域 溺斃6人 

5 

中部地區 

台中市清水區 清水北防沙堤海域 溺斃2人、失蹤3人 

6 
彰化縣芳苑鄉 王功漁港至新寶溪出海口

海域 
溺斃0人 

7 

南部地區 

台南市南區 安平港南堤四鯤鯓海域 溺斃1人 

8 高雄市旗津區 旗津海岸公園 溺斃3人 

9 屏東縣恆春鎮 香蕉灣海域 未統計 

10 東部地區 花蓮縣新城鄉 七星潭海域 溺斃0人 

（四）反毒宣導： 
1.近日查獲毒品新聞： 

高雄市刑大偵三隊於 5 月 18 日宣布緝獲以綽號「山豬」葉姓藥頭為首的販毒集團，還查

獲新興毒品—Rush Poppers（括約肌鬆弛藥）管制藥品，（Rush Poppers（括約肌鬆弛用藥）

屬醫生處方藥物，用來治療心絞痛等症狀，可使血管擴張，卻被當成興奮劑使用，藉以增

加性慾，警方強調若服用 Rush 過量，輕則頭暈眼花、心跳加速，嚴重者會尿失禁，甚至

出現血壓過低、腦缺血死亡。）。 
2.反毒三不一要： 
同學不隨意接受已開封或他人送的飲料、不吃來路不明或標榜「神奇效果」的產品或藥品

或飲料、不接受陌生人免費試用或兜售香菸、即溶包及飲料等，要提高警覺，自己隨身的

飲料，應保持在視線範圍內，勿讓毒品吞噬人生，遠離毒品危害，終身不遺憾！ 
（五）拒煙： 

http://168.motc.gov.tw/TC/index.aspx
http://www.nfa.gov.tw/main/Unit.aspx?ID=&MenuID=548&ListID=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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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吸菸危害： 
導致皺紋增加、失明、掉牙、掉髮、截肢、陽痿，還會增加肺癌、喉癌、口腔癌、乳癌等

發病機率。 
2. 本校極力推動『淨菸校園』活動，更基於『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及尊重環境』

四尊之理念推行，若有吸菸需求請務必至本校規定吸菸區，本校吸菸區設置位置如

下： 
（1）行政大樓 6 樓頂樓 
（2）理工大樓東棟頂樓 
（3）資訊大樓頂樓 
（4）宿舍大樓頂樓東側 
（5）教學大樓南棟頂樓 
（6）營建操作實驗大樓 1 樓左側 
3.電子煙： 
電子煙除了含有尼古丁外，還有重金屬、甲醛，充電及使用更有爆炸的危險性。市面上各

式電子煙填充劑隱含多種未知添加物，有可能成為攜帶毒品的載具，電子煙和其他菸品功

能一樣，就是傳送尼古丁給吸菸者，一樣會造成上癮，若同時使用電子煙和紙菸，不只無

助於戒菸，反而用量更大。 
二、防詐騙宣導： 
（一）詐騙猖獗抓不勝抓，尤其是誘騙受害人 ATM 轉帳，或是到超商購買遊戲點數的新聞

事件屢見不鮮，請同學多加小心留意，應先向「內政部警政署 165 反詐騙」專線求證，

避免遭受詐騙事件。 
（二）近期中國大陸流行的「校園貸」千元滾到數十萬 逼人跳樓，台灣也發現類似的機構，

標榜「只要有學生證」即可購物借錢，且學生向網站借錢後「絕對保密」不會讓爸媽

或其他家人知道。但「校園貸」雖提供學生輕鬆貸款平台，卻也陷阱重重。「千元借

款滾至廿六萬」、「大二女生被發『裸照』逼債」、「大學生無力償債跳樓自殺」，請同

學注意。 
三、國軍相關訊息： 
（一）暑期軍事訓練：大一新生自取得大學學籍起至 106 年 11 月 15 日前，可逕向戶籍所在

地鄉鎮市區公所兵役管理單位申請暑期軍事訓練，申辦同學將分別於大一及大二暑假

期間實施軍事訓練，並請於第二次暑訓報到前，至軍訓室申請役期折抵證明，以利至

部隊辦理役期折抵。 
（二）學校校安中心網頁已有「107 學年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甄選簡章」，就讀一、

二年級同學有意願報考同學可留意或至教官室詢問，相關日程如下： 
區分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體檢日期 簡章公告日起至 106年 11月 17日 簡章公告日起至 107 年 3 月 19

日 

報名時間 自 106 年 11 月 20 日至 106 年 12 月 15

日 

自 107年 4月 2日至 4月 30日 

考試日期 107年 1月 6日(星期六) 107年 5月 19日(星期六) 

四、其他： 
（一）校安中心「友善校園樂朝陽」FB 粉絲專頁，不定期公告校安、反毒、反詐騙…等等

相關訊息，請同學踴躍加入。 
（二）發生意外事件之通報與聯繫管道：校安中心專線電話：04-23320808 或 04-23323000

轉 3043。 

◎宣導單位：學務處住宿服務組 
一、106 學年度校外賃居聯繫資料調查暨評比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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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施對象：日間部各系所大學部、碩、博士班學生均須完成「學生現居地址調查表」

填寫(碩、博士班不參與評比)。 
(二) 各班完成「學生現居地址調查表」後，書面資料送請導師、系(所）主任簽章，電子

檔寄至本處住服組陳蕙菁小姐信箱 itiswg@cyut.edu.tw 參加評比，副本寄送班級導師

參考運用。 
(三) 收件日期：自 106 年 10 月 17 日起至 106 年 11 月 17 日止，按時繳交班級始列入評

比。 
(四) 獎勵：評選成績前 10 名，每班頒發文宣品一批，班級代表(實際負責本項作業者）

核發個人新台幣 500 元等值獎品乙份並記小功乙次獎勵，得獎班級刊登於網站公開表

揚。 
◎宣導單位：學務處服務學習組 

一、 勞作教育為必修零學分課程，本校四技日間部正式學位學生(含二技生、轉學生及外籍

生)均須修習共 2 個學期，成績及格方可通過，為避免學生造成無法順利畢業之情事發

生，請導師協助宣導學生自行檢視是否已修習並通過，亦可至服務學習組(R103)辦公室

查詢。修習中的學生請務必檢視自己缺曠的紀錄按時補作，以防因扣分導致不及格。 
二、 本學期全校勞作教育日訂於 12 月 19 日星期二 15:30 至 17:00，請導師支持並鼓勵學生

準時出席勞作教育課程，培養刻苦耐勞的工作態度，共同維護校園環境清潔。 

◎宣導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三、 全校自主學習區共有 22 間，分別位於管理大樓 T2-105、113、213、313、413、513、
613、713、813，計有 9 間；理工大樓 E-206.1、E-206.2、E-521 計有 3 間；教學大樓

T1-108、T1-109、T1-110、T1-212、T1-312、313、314、315 計有 8 間；資訊大樓 M-118
計有 1 間；人文大樓 G-717 計有 1 間。 

四、 今年暑假所有自主學習區已完成冷氣安裝，其內部設備計有：42 吋液晶銀幕*1、電腦

*1、研討桌*1、椅子*7、沙發*2、茶几*1、影像錄影機*1、壁扇*1、冷氣*1 及預約管

理系統。 
五、 借用預約系統程序及規則:  

(一) 朝陽首頁→點選右上角教職員或學生→校園入口→MyCYUT入口網站，點選進入

自主學習預約系統，勾選預約借用空間編號與時段。 
(二) 若預約使用管理大樓 T2-105、113、213、313、413、513、613、713、813 等 9 間

自學區成功後，由預約人於使用前持本人有照片之相關證件至 T2-117 教具室借用門

禁卡。 
(三) 若預約使用理工大樓 E-206.1、E-206.2、E-521、資訊大樓 M-118 及人文大樓 G-717

等 5 間自學區成功後，由預約人於使用前持本人有照片之相關證件至 G-113 教具室

借用門禁卡。 
(四) 若預約使用教學大樓 T1-108、T1-109、T1-110、T1-212、T1-312、313、314、315

等 8 間自學區成功後，由預約人於使用前持本人有照片之相關證件至 T1-504 教具室

借用門禁卡。 
(五) 使用系統時，請輸入個人帳號與密碼(登入帳號與密碼與學生資訊系統相同)；電腦

在 30 分鐘內未操作，系統會提示即將關機；使用者在預約時段終了前 5 分鐘，系統

會提示使用者儲存資料及預約時間已到。 
(六) 預約每次以 1 個時段為單位，最多得連續借用 4 個時段。 
(七) 預約後如因故無法按時到場並欲延後時間者，應於預約起始時間 30 分鐘內通知 T2

教具室(分機：6174) 、G 棟教具室(分機：6173)、T1 教具室(分機：6172)或保管組辦

公室(分機：6077-6078)，且延後時間為預約總時間之四分之一內為限。凡未電話通

知延後者，逾預約借用時間 30 分鐘後，系統即主動註銷原預約，並開放預約。 
(八) 管理單位保有最後場地調整之權利。 

mailto:%E5%AF%84%E8%87%B3%E6%9C%AC%E8%99%95%E4%BD%8F%E6%9C%8D%E7%B5%84%E9%99%B3%E8%95%99%E8%8F%81%E5%B0%8F%E5%A7%90%E4%BF%A1%E7%AE%B1itiswg@cy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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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使用人應愛惜本學習區所有設備，於借用期間，對場所內設備負有保管維護之責；

若因人為損壞場所設備，應負照價賠償之責。若不慎將該空間等門禁臨時卡遺失，

須負重製之經費（每張台幣 250 元）。 
(十) 自主學習區內、外，嚴禁張貼海報，並禁止變動原有設備、擅接或改變電源線路，

亦不得超載使用電器設備。 
(十一) 為維護自主學習區設備之正常功能，所有器材、線路、設定等禁止擅自更動、

拆裝或攜出本學習區。使用前、中若發現設備異常情形，應立即通報，請第一時間

向 T2-117、G-113 及 T1-504 教具室反映，或電分機 6077~6078 保管組辦公室，本組

將立即派員處理。 
(十二) 自主學習區嚴禁菸火、攜入寵物及禁止攜帶食物 (瓶裝礦泉水除外)，並請維護

自主學習區之環境清潔。 
(十三) 使用完畢離開前，應關閉電視螢幕、電腦、窗戶、電燈電扇、冷氣、入口門。 
(十四) 使用師生如不遵守本辦法之規定，管理單位得視情節停止其申請借用權 1 個

月，最重得停權 1 學年。 
六、 使用完畢離開前務必將冷氣關閉。 
七、 歡迎全校師生上網預約借用。 

◎宣導單位：圖書資訊處讀者服務組 

一、圖書館5樓『數位多媒體互動體驗區』全新登場囉！引進最新的多媒體互動

科技及創客素材，如HTC Vive、Oculus、PS4、3D列印筆、VR眼鏡等，讓

同學得以體驗虛擬實境、擴增實境等技術以及學習各種創客創造力，激發

無限想像力，現在就快到空間/座位預約管理系統預約VR創客體驗室吧！ 

二、為讓新鮮人能早日認識圖書館，有效利用各項資源與服務，圖書館於

9/26(二)~10/26(四)舉辦一系列迎新活動，包括「樂遊波錠：圖書館集章活

動」、「Fun讀新鮮人書展」等活動內容精采，獎品澎派豐富，包含小米手

環、行動電源、黑晶鑄鐵電子爐、電影票、LED摺疊檯燈、商品禮卷...好康

奬不完，就等你來拿！ 

三、Hello Dr.學科指導教授服務可為同學解答各種疑問與難題，包括專業知能

與跨領域諮詢，學習方法與經驗分享，升學、留學考試與就業輔導，以及

生涯規劃指引等等，是同學在大學生涯中最強有力的後盾！老師們不怕你

來問，就怕你不問，凡9/28(四)~10/26(四)臨櫃諮詢者，還有機會帶走HP多
功能事務機、64G USB隨身碟、帆布手提袋+品田牧場半價優惠券喔！同學們立馬相揪

線上預約：http://libapp.lib.cyut.edu.tw/login.php。 

四、本學期波錠影展主題為「遇見奇幻時刻：Fantasy！」，精選12部以奇幻為

主題的電影與師生分享，並邀請各系老師於映後分享觀影心得。接續即將

播映精采好片還有10月19日「怪奇孤兒院」、10月26日「吹夢巨人」、11
月2日「樂來越愛你」，歡迎同學踴躍前往觀賞。 

五、「波錠書饗」是圖書館館藏好書推薦部落格，各類主題書展好書應有盡有，

106學年度迎新活動「Fun讀新鮮人書展」相關主題圖書亦收錄於此，歡迎同

學多看好書、增廣見聞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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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圖書館愛書志工召募：愛書志工可享有借閱公播版多媒體資料，圖書借閱

可提升至 30 冊，借期 30 天，每學期服務滿 30小時且表現良好者，給予嘉

獎一次，歡迎愛書同學踴躍參加。 

 
 
 
 

＃以上資料，請導師於 106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班會時宣導。謝謝！ 
本學期班會宣導資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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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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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1學期上課點名系統自106年9月21日(星期四)起，登錄至107年1月17日(星期三)止，請轉知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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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除病假外，其餘請假皆須事先提出申請，系統關閉，則無法請假。
	二、凡請公假皆需檢附相關證明，證明文件請直接拍照上傳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