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第2學期(轉學)新生開學前重要行程 (依時間序) 
 
 

 
檢核事項 

（★必辦 ●選辦） 

完成期限(民國112年) 
(以各單位網頁最新公告為準) 

 

辦理方式 & 操作流程 
承辦單位 

04-2332-3000 
分機 

★ 註冊繳費 1月3日~10日前 
1. 日間部學生註冊繳費連結 

2. 進修部學生註冊繳費連結 

註冊組 
4012-4018 

★ 新生資料輸入 1月10日前 
1. 基本資料(含自傳)等共計8面(學號查詢）(新生資料輸入） 

2. 上傳照片電子檔（製作學生證用）及畢業證書電子檔 

3. 學生銀行帳號上傳 

註冊組 
4015 

4016、4014 
出納組6062 

★ 男生兵役(女生免辦) 1月10日前 
1. 民國 93 年次（含以前）男同學務必填寫；未完成者，視同放棄緩徵或
儘後召集申請。 

2. 操作流程（請點我連結操作） 

生活輔導組 
5018 

● 就學貸款 
1月10日前-填寫新生註冊繳費方式 
1月19日前-上傳銀行對保第2聯 

 
詳細申辦流程及注意事項（請點我連結操作）。 

生活輔導組 

5014日 
5018進 

● 申請學雜費減免 
1月10日前-填寫新生註冊繳費方式 
1月19日前-上傳學雜費減免文件 

1. 減免操作流程。 

2. 減免申請須知。 
生活輔導組 

5016 

● 

申請宿舍 

符合低收入戶子女 

優先分配宿舍八人房 

符合中低收入戶子女 

得優先分配宿舍 

1月11日(三)～2月9日(四) 

1. 請填具床位申請表【本校住宿服務組網頁/表格下載/校內住宿服務/ 

床位申請表低收(中低收）入戶資格者】，並於 2月 9日（星期四）前將 

「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及床位申請表傳真至本校住宿服務組

（傳真電話04-2333-2 410 ）。 
2.宿舍將於 2月 10日(星期五)公告床位結果。 

住宿服務組 
5087 

● 

申請宿舍(日間部) 

依學生需求申請 
1月11日(三)～2月9日(四) 

1. 請填具床位申請表【本校住宿服務組網頁/表格下載/校內住宿服務 
/轉學生宿舍床位申請表】，並於 1月 11日(星期三)至 2 月 9日
(星期四)傳真至本校住宿服務組（傳真電話04-2333-2410）。 

2. 宿舍將於 2月 10日(星期五)公告床位結果。 

3. 操作流程（請點我連結操作） 

住宿服務組 
5087 

https://www.cyut.edu.tw/newcomer/dist/doc/%E6%97%A5%E9%96%93%E9%83%A8%E8%A8%BB%E5%86%8A%E7%B9%B3%E8%B2%BB%E8%AA%AA%E6%98%8E(%E9%80%A3%E7%B5%90%E6%93%8D%E4%BD%9C).pdf
https://www.cyut.edu.tw/newcomer/dist/doc/%E9%80%B2%E4%BF%AE%E9%83%A8%E8%A8%BB%E5%86%8A%E7%B9%B3%E8%B2%BB%E8%AA%AA%E6%98%8E(%E9%80%A3%E7%B5%90%E6%93%8D%E4%BD%9C).pdf
https://acad.cyut.edu.tw/p/426-1002-5.php?Lang=zh-tw
https://acad.cyut.edu.tw/var/file/2/1002/img/258/504714913.pdf
https://acad.cyut.edu.tw/var/file/2/1002/img/258/528649281.pdf
https://acad.cyut.edu.tw/p/426-1002-5.php?Lang=zh-tw
https://stafof.cyut.edu.tw/p/404-1003-36748.php?Lang=zh-tw
https://stafof.cyut.edu.tw/p/412-1003-819.php?Lang=zh-tw
http://www.newcomer.cyut.edu.tw/sunB.php?menu_id=57
https://stafof.cyut.edu.tw/p/412-1003-1383.php?Lang=zh-tw
https://stafof.cyut.edu.tw/p/412-1003-819.php?Lang=zh-tw
http://www.newcomer.cyut.edu.tw/sunB.php?menu_id=57
https://stafof.cyut.edu.tw/var/file/3/1003/attach/41/pta_24688_1277800_72962.pdf
https://stafof.cyut.edu.tw/p/405-1003-30945,c1380.php?Lang=zh-tw
https://stafof.cyut.edu.tw/p/412-1003-819.php?Lang=zh-tw
https://stafof.cyut.edu.tw/p/412-1003-1288.php?Lang=zh-tw
https://stafof.cyut.edu.tw/p/412-1003-1288.php?Lang=zh-tw
https://stafof.cyut.edu.tw/p/405-1003-33442,c1288.php?Lang=zh-tw
https://stafof.cyut.edu.tw/p/405-1003-30744%2Cc1288.php?Lang=zh-tw
https://stafof.cyut.edu.tw/var/file/3/1003/attach/89/pta_24716_4395922_68939.pdf


● 
申請宿舍(進修部)

依學生需求申請 
1月11日(三)～2月9日(四) 

1. 請填具床位申請表【本校住宿服務組網頁/表格下載/校內住宿服務 
/進修部新生床位申請表】，並於 1月 11日(星期三)至 2 月 9日
(星期四)傳真至本校住宿服務組（傳真電話04-2333-2410）。 

2. 宿舍將於2月10日(星期五)公告床位結果。 

3. 操作流程（請點我連結操作） 

住宿服務組 

2201~2202 

★ 入學新生體檢 依新生入學健康檢查說明完成 

1. 請至【學生資訊系統】-新生資料輸入-健康狀況填寫健康自評資料。 
2. 請於112年4月28日前將體檢報告交至衛生保健組(行政大樓A-107)。 
3. 新生體檢項目需符合本校111學年度學生健康卡規定，項目缺一不
可。(可至衛保組下載111學年度學生健康卡) 

衛生保健組 

5033-5035 

● 弱勢助學金轉入申請 1月3日(二)~2月18日(六) 

請向原就讀學校承辦單位申請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資格審核證明文件

（弱助系統第二次比對結果查核頁面、原學校代碼）至行政大樓1樓生

輔組辦理轉入。 

生活輔導組 

5012 

● 
抵免學分申請 

★轉學新生必辦 1月3日(一)～2月6日(二) 

1. 應於首次入學時一併辦理，須上網辦理抵免學分，請先詳閱「抵免學分
注意事項」（抵免學分注意事項、操作說明及課規下載）。 

2. 將抵免申請表及2份歷年成績單正本等相關文件，於2/6(一)前寄回
註冊組辦理。 

3. 請於【學生資訊系統】-「抵免學分申請」登錄欲抵免資料後，印A4 
申請書簽名後連同成績單或相關表件寄回註冊組收(請點我連結操作) 

註冊組 
4015 

★ 
填寫學生生涯與學習

歷程檔案系統 
1月3日(二)～2月10日(二) 

請於2月10日前至【學生資訊系統】→【於最下方（其他）點選『學生

生涯與學習歷程檔案』】→【接續點選「投資我的就業力」之「職涯

規劃」】單元中，填寫近程、中程、遠程規劃，以利導師進行學生生

涯輔導。〔帳密與【學生資訊系統】相同〕 

職涯發展組 

5064 

★ 選課前置準備 查詢與下載期間：全學期 

1. 課程資訊查詢 

2. 選課手冊PDF檔下載 

3. 網路選課說明 

課務組 

4022~4025日 
4654進 

★ 
第1階段-新生網路初

選 

1月11日(三)上午 9:00 

～  
1月13日(三)下午17:00 

1. 選課系統(請點選) 

2. 111學年度第2學期自開學日(112.2.13)起即視為正式上課，請準時到課。 

課務組 

4022~4025日 

4654進 

https://stafof.cyut.edu.tw/p/405-1003-30744,c1288.php?Lang=zh-tw
https://stafof.cyut.edu.tw/p/405-1003-30744%2Cc1288.php?Lang=zh-tw
https://stafof.cyut.edu.tw/var/file/3/1003/attach/89/pta_24716_4395922_68939.pdf
https://auth2.cyut.edu.tw/User/Login
https://auth2.cyut.edu.tw/User/Login
https://stafof.cyut.edu.tw/p/412-1003-1535.php?Lang=zh-tw
https://acad.cyut.edu.tw/p/406-1002-33469%2Cr13.php?Lang=zh-tw
https://acad.cyut.edu.tw/p/406-1002-38483,r13.php?Lang=zh-tw
https://acad.cyut.edu.tw/p/406-1002-36226%2Cr13.php?Lang=zh-tw
https://admin.cyut.edu.tw/student/loginstu.asp
https://admin.cyut.edu.tw/student/loginstu.asp
https://www.cyut.edu.tw/newcomer/dist/doc/%E6%8A%B5%E5%85%8D%E5%AD%B8%E5%88%86%E7%B3%BB%E7%B5%B1%E6%93%8D%E4%BD%9C%E8%AA%AA%E6%98%8E.pdf
https://acad.cyut.edu.tw/p/426-1002-5.php?Lang=zh-tw
https://auth2.cyut.edu.tw/User/Login
https://auth2.cyut.edu.tw/User/Login
https://auth2.cyut.edu.tw/User/Login
https://auth2.cyut.edu.tw/User/Login
https://cts.cyut.edu.tw/CTS0006
https://cts.cyut.edu.tw/CTS0006/Chc
https://cts.cyut.edu.tw/CTS0006/Chc
https://acad.cyut.edu.tw/p/426-1002-5.php?Lang=zh-tw
https://acad.cyut.edu.tw/p/426-1002-5.php?Lang=zh-tw
https://class.cyut.edu.tw/
https://acad.cyut.edu.tw/p/426-1002-5.php?Lang=zh-tw


 

★ 
團體勞作教育課程 

時段預選 
1月16日(一)～18日(三) 

1. 請於期限內選填勞作教育時段，一週2節課；社區服務日期由服學組
協助安排。 

2. 勞作教育時段選填(請點選) 
3. 本學期如已修滿25學分，且未加選勞作教育課程者，請勿進行選填；
如有上述情形，將由本組逕行刪除資料。 

服務學習組 
5042 

● 進住宿舍 2月10日(五)～12日(日) 

1. 請於2月10日至12日（星期五至星期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止，新
生進住當日須繳驗繳費單及保證金收據、一吋證件照片兩張、自我
健康關懷表及住宿同意書（住宿同意書可於申請宿舍床位時列印或
住服組網頁表格下載中列印），分別至第一、二、三、四宿舍辦理
報到手續。 

2. 操作流程（請點我連結操作） 

住宿服務組 
5087 

★ 
上傳入學前已取得之 

專業證照 
1月3日(二)～2月10(五) 

請於2月10日前至【學生資訊系統】→「新生資料輸入」→學習狀況→

「專業證照」，請填寫入學前已取得專業證照資料，並上傳所填之證照

電子檔(清晰版)。※若無者可免填。 

職涯發展組 

5062~5065 

● 汽（機）車停車證申請 2月13日(一)～2月24日(五) 

1. 停車證申辦流程（請點我連結操作） 

2. 停車證申請（請點我連結操作） 
3. 車證領取，請攜帶相關繳費證明(收據)及學生證: 

(1) 日間部：週一至週五08:00~17:30至生輔組交服隊櫃台 

(行政大樓A-106)領取。 

(2) 進修部：週一至週五18:00~22:00至管理大樓聯合辦公室
(T2-119)領取。 

生活輔導組 

5019 

3077 

進修部 

4634 

★ 

第2階段- 

全校學生(含新生) 

網路加退選期間 

2月13日(一)12:30 

～  
2月18日(六)23:59 

1. 選課系統（請點選） 

2.111學年度第2學期，自開學日(112.2.13)起，即視為正式上課，請

依個人課表準時到課。 

課務組 

4022~4025日 
4654進 

★ 
英語能力安置測驗說明 

(英文分級測驗) 

2月14日(二)、2月15日(三) 

中午 12:00~13:30 

至語言中心參加測驗 

1.至語言中心 D-206 進行測驗。 

2.操作流程(點我) 

語言中心 

7522~7525 

★ 參與轉學生入學講習暨座談 

日間部:3月7日(二) 

15:30~17:30 

進修部:3月7日(二) 

18:00~20:00 

於3月7日(二)管理大樓T2-104演講廳舉行。 
生活輔導組 

3074 

 

https://forms.gle/AVyEqvThbM5cbR4U7
https://stafof.cyut.edu.tw/p/426-1003-7.php?Lang=zh-tw
https://stafof.cyut.edu.tw/var/file/3/1003/attach/89/pta_24716_4395922_68939.pdf
https://auth2.cyut.edu.tw/User/Login
https://auth2.cyut.edu.tw/User/Login
https://stafof.cyut.edu.tw/p/404-1003-36306.php?Lang=zh-tw
https://auth2.cyut.edu.tw/User/Login
https://stafof.cyut.edu.tw/p/412-1003-819.php?Lang=zh-tw
https://class.cyut.edu.tw/
https://acad.cyut.edu.tw/p/426-1002-5.php?Lang=zh-tw
https://lc1.cyut.edu.tw/p/406-1062-39333,r1137.php?Lang=zh-tw
http://www.newcomer.cyut.edu.tw/sunB.php?menu_id=57
https://stafof.cyut.edu.tw/p/412-1003-819.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