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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學期轉學生入學說明會
1.校園與選課介面介紹(教務處課務組)
2.抵免申請及介面說明(教務處註冊組)
3.語言及通識課程說明(通識中心)
4.社團課程說明(課指組)
5.汽(機)車停車證申請說明(事務組)
6.健康檢查說明(衛保組)
7.就貸、減免說明(生輔組)
8.兵役緩徵(軍訓室)



校園與選課介面介紹
課務組

校園與選課介面介紹
課務組



工管系、應資系
物業系、國企系

土木系

電子系
電機系
資工系

機械系、
材料學程

行政單位、
資管系、企管系
財金系、行銷系
應外系、

民生創意學院
餐旅系、數媒系L

校園簡介



學號

B 109 11022

學制 此為入學年度亦為
課程標準適用年度



學生資訊系統密碼開通步驟

1.於電子郵件系統重設密碼

2.以新密碼登入學生資訊系統



1.重設
密碼

2.登入



課程標準



課表查詢



選課系統



選課說明



選課時間

第一階段選課

前學期期末考前

第二階段選課

開學前後一週

第一輪-4年級

第二輪-1-4年級

本系選課

第一輪-4年級

第二輪-1-4年級

各系可互選



專業必修課會自動配入課表

選修:專業選修及
大二：體育、社團、外語

選課方式

重補修優先



學分下限

1-3年級 16學分
4年級 9學分

學分上限
25學分

選課學分限制



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

 課務組：行政大樓二樓(A215)

 電 話：03-4581196 分機：3311-3313

«



抵免申請及說明
註冊組

抵免申請及說明
註冊組



«

學分抵免申請及說明
 抵免系統網址：http://120.124.96.156/20100226/Logfrm.htm



辦理學分抵免時間：即日起至9/8(三)止
。

如有抵免本學期(1101)的必修課，請務
必於加退選期間自行辦理退課。

如有抵免1101學期之後的必修課，請
務必於每學期加退選期間自行至課務組
辦理退課。

學分抵免申請及說明



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

 註冊組：行政大樓2樓(A213)

 電話：03-4581196

 分機3321、3322、3325、3327

«



通識及外語選課介紹
通識中心

通識及外語選課介紹
通識中心



108-109學年度入學 日四技 學生適用

課程名稱 抵免對應科目 選課規定 畢業門檻

英語[一] 2/2 英語[一] 2/2 大一英語：必修分級配班

※不可任意調換時段班級

大二外語：學生自行選課

※外語(一)、(二)或英文(三)、(四)課程
上下學期均需選讀同一種外語

※應外系僅能選（通識中心課號FL…
開頭）非英日韓文之外語課程。

※餐旅系獨立開課英日文，且僅限餐
旅系學生修課，其餘語種不可選修。

參閱『健行科
技大學學生外
語能力檢定標
準一覽表』

英語[二] 2/2 英語[二] 2/2

外語[一] 2/2 外語[一] 2/2

外語[二] 2/2 外語[二] 2/2



108-109學年入學學生外語課程開課列表

開課種類 課程名稱 修課規定

英文

外語-英文(三)(四)-電資學院 2/2

外語-英文(三)(四)-民設學院 2/2

外語-英文(三)(四)-工程學院 2/2

外語-英文(三)(四)-商管學院 2/2

因各院使用之教材不同，請依
學院選課。

專業英文

外語-電資專業與職場英文(三)(四) 2/2

外語-工程專業英文(三)(四) 2/2

外語-商業與管理專業英文(三)(四) 2/2

外語-生活與職場專業英文(三)(四) 2/2

將輔導考取語言證照以通過外語
畢業門檻，故須參加課程指定之
專業英文證照檢定考試。

外語

外語-日文(一)(二) 2/2

外語-法文(一)(二) 2/2

外語-德文(一)(二) 2/2

外語-俄文(一)(二) 2/2

外語-西班牙文(一)(二) 2/2

外語-韓文(一)(二) 2/2

外語-泰文(一)(二) 2/2

外語-馬來文(一)(二) 2/2

外語-越南文(一)(二) 2/2

上下學期須選擇相同外語，否則
學分不予認定。



110學年外語課程開課列表

開課種類 課程名稱 修課規定

英文

外語-英文(三)(四)-電資學院 2/2

外語-英文(三)(四)-民設學院 2/2

外語-英文(三)(四)-工程學院 2/2

外語-英文(三)(四)-商管學院 2/2

因各院使用之教材不同，請依
學院選課。

外語

外語-日文(一)(二) 2/2

外語-法文(一)(二) 2/2

外語-德文(一)(二) 2/2

外語-俄文(一)(二) 2/2

外語-西班牙文(一)(二) 2/2

外語-韓文(一)(二) 2/2

外語-泰文(一)(二) 2/2

外語-馬來文(一)(二) 2/2

外語-越南文(一)(二) 2/2

上下學期須選擇相同外語，否則
學分不予認定。



通識需修滿16學分，每一領域2門，四大領域共8門，相同課名不得重複修讀。

適用於108學年度入學之學生(大三)
領域名稱 抵免對應領域之課程名稱

經典與當代社會領域
(例如:經典-OOOO)

1.經典與當代生活

2.經典與社會變遷

3.經典與生命智慧

4.經典與文化創意

5.經典閱讀與書寫

6.經典與創意

7.經典-禮記與民俗

8.經典與飲食文化

9.戲劇文化與社會

10.故事新編:穿越古典到現代

生命與社會關懷領域
(例如:生命-OOOO)

1.自我成長與生命關懷

2.性別與社會

3.商業演說與自我行銷

4.心理學與美好生活

5.愛、婚姻與家庭

6.公民社會

7.公民倫理

8.休閒與社會

9.政治變遷與國家發展

10.國際視野與思維

11.實用心理學

12.故事中的生命智慧

13.生命與社會關懷

14.動保教育與生命關懷

15.社區營造

16.公民法律與性別平等

17.社會資本

科學技術與社會領域
(例如:科學-OOOO)

1.環境防災

2.海洋保育

3.地球環境變遷

4.氣候與生活

5.地震防災

6.永續發展

7.台灣河川生態

8.智慧財產權

9.環境地球科學

10.尋找宇宙生命

11.環境污染

12.水資源問題與對策

13.認識傳統建築與算經

14.人類史上的重要科技發明

與影響

歷史文明與藝術領域
(例如:歷史-OOOO)

1.歷史人物分析

2. 古蹟與文化

3. 台灣史

4. 史記英雄群像

5. 世界古文明

6. 中國文化史

7. 西方藝術經典選粹

8. 藝術概論

9.世界文化史

10.藝術鑑賞與創意發想

11.現代藝術美學

12.歷史與藝術

13.中國禮俗史

※新開課程以網頁公告為主



通識需修滿16學分，每一領域2門，四大領域共8門，相同課名不得重複修讀。

適用於109學年度入學之學生(大二)
領域名稱 抵免對應領域之課程名稱

經典與當代社會領域
(例如:經典-OOOO)

1.經典與當代生活

2.經典與社會變遷

3.經典與生命智慧

4.經典與文化創意

5.經典閱讀與書寫

6.經典與創意

7.經典-禮記與民俗

8.經典與飲食文化

9.戲劇文化與社會

10.故事新編:穿越古典到現代

生命與社會關懷領域
(例如:生命-OOOO)

1.自我成長與生命關懷

2.性別與社會

3.商業演說與自我行銷

4.心理學與美好生活

5.愛、婚姻與家庭

6.公民社會

7.公民倫理

8.休閒與社會

9.政治變遷與國家發展

10.國際視野與思維

11.實用心理學

12.故事中的生命智慧

13.生命與社會關懷

14.動保教育與生命關懷

15.社區營造

16.公民法律與性別平等

17.社會資本

科學技術與社會領域
(例如:科學-OOOO)

1.環境防災

2.海洋保育

3.地球環境變遷

4.氣候與生活

5.地震防災

6.永續發展

7.台灣河川生態

8.智慧財產權

9.環境地球科學

10.尋找宇宙生命

11.環境污染

12.水資源問題與對策

13.認識傳統建築與算經

14.人類史上的重要科技發明

與影響

歷史文明與藝術領域
(例如:歷史-OOOO)

1.歷史人物分析

2. 古蹟與文化

3. 台灣史

4. 史記英雄群像

5. 世界古文明

6. 中國文化史

7. 西方藝術經典選粹

8. 藝術概論

9.世界文化史

10.藝術鑑賞與創意發想

11.現代藝術美學

12.歷史與藝術

13.中國禮俗史

※新開課程以網頁公告為主



※ UCH健行首頁→學術單位→通識教育中心
(上方欄位選擇通識選課或外語選課)

※ 通識選課、獎學金、畢業門檻及學分抵免
……等問題，皆可於網站中查詢或親自至
通識中心辦公室詢問(行政大樓A727)。

通識外語課程查詢路徑

«

※ 抵免時請留意不同領域、課名及學分要求
，相同課名不得重複修讀。



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

 通識教育中心：行政大樓7樓(A727)

 電話：03-4581196 分機：7601、7602、7605

«



社團課程說明
課指組

社團課程說明
課指組



群己關係與經營 這是必修課！修了才能畢業!!!
 適用107‐109年度課程標準之學生。

 1101學期開始，將停開「群己關係與經營」。
 不要緊張~~~請依照教務處及系上公布之

抵免辦法及重補修辦法，申請抵免及重補修。

 【各系可抵「群己關係與經營」之課程‐雲端表單】
 網址‐https://reurl.cc/ZQa88M
 QR‐code
 依教務處及系上公布為主，

此網址內容僅供參考。

圖片引自網路公開下載圖片



 若您對社團經營有熱情、有想法。

 可以修多元社會力經營實務 ，玩社團還有學分可以賺!!!!!

 「多元社會力經營實務」為專業選修。
 每學年上、下學期皆開設課程。
 日四技生在學期間最多修習一次，共2學分。每學期最多修習一門。

多元社會力經營實務 這是選修課！

圖片引自網路公開下載圖片



為什麼要參加社團

 除了讀書外，人生應該更加多采多姿

 認識自己班以外的好朋友

 培養值得一生經營的興趣

 參加社團的時間活潑、自由，可以自己安排

圖片引自網路公開下載圖片



如何修習這門課

 這是選修課！

 於每學期第二階段選課開始選課。

 每學期最多修習一門。

 4年限修一次(超過則不認列學分)

圖片引自網路公開下載圖片



如何通過這門課

 按時出席課堂

 配合社團安排課程

 拿出最大熱情

 由指導老師決定給分方式

圖片引自網路公開下載圖片



有誰可以開課

 評鑑成績優異的社團

 最棒的社團大大

 最有活力的社團大大

圖片引自網路公開下載圖片



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

 課指組：行政大樓1樓(A107)

 電話：03-4581196 分機：3517

«



汽(機)車停車證申請及說明
事務組

汽(機)車停車證申請及說明
事務組



停車證申請時間
停車證申請系統開放時間：

系統開放時間 系統結束時間

2021/09/06 , Am08:00 2021/09/10 , Pm15:00

停車證繳費、貼證時間：

繳費開始時間 繳費結束時間

2021/09/06 , Am09:00 2021/09/10 , Pm16:00



停車證申請系統登入
 STEP 1：

登入SIP

各申請與查詢

停車證申請



繳費貼證注意事項!!
費 用： 汽車：5,000/學期

機車： 500/學期

停放地點： 操場地下室停車場

其他事項：
1.貼證時請攜帶：申請單、學生證、行照(影印/照片)。
2.接受委託辦理，但需出示上述所需資料、證件。

3.已申請但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費者，系統將自動取消申請資格。



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

 總務處事務組：行政大樓2樓(A201)

 電話：03-4581196 分機：3620~3628

«



新生健康檢查說明
衛保組

新生健康檢查說明
衛保組



新生健康檢查

依教育部及衛生福利部會銜發布

之「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之規定，

每位同學皆必須接受學生健康檢查。



新生健康檢查

一、他校轉本校同學：
請您於請於9月15日前，
繳交原就讀學校健檢報告至衛生保健組。

二、本校轉本校(轉學制)
請您於請於9月15日前，
至衛生保健組填寫學生資料卡。
﹝註：需有體檢資料於衛生保健組﹞



三、若無近期健檢報告者，請依照下列
時間至指定地點，完成體檢程序。

◎時間：110年9月7、8日 18:00-18:30
◎地點：體育館2樓
◎費用：請自備550元。
※低收入戶請持有效證明文件，可現場辦理免費體檢。

新生健康檢查



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

承辦人:林玟君護理師

辦公室:行政大樓一樓(A105室)

電話:03-4581196分機:3562

健康中心上班時間：

星期一-星期五 08:00-22:00
«



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
申請及說明

生輔組

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
申請及說明

生輔組



一、先行於「台灣銀行就學貸款入口網」進行申請，

再至台灣銀行辦理對保手續。(對保時間：8/1~9/28)

二、於台灣銀行完成對保

後，登入學生資訊系統

填寫就學貸款資料，並

列印登記表及簽名。

三、8月30日至9月28日為

就學貸款繳件時間，請於

期限內即早完成繳件作業。

(資料繳交至生輔組)

就學貸款





學雜費減免
一、登入學生資訊系統填寫減免申請書，並列印申請書及

簽名或蓋章。

二、備齊申請書、相關證明文件及父母、學生三人的新式

戶口名簿（含記事）或

父母、學生三人的戶籍

謄本(三個月內，含記事)

繳交至生輔組。

三、8月30日至9月28日為

學雜費減免繳件時間，

請於期限內即早完成繳件。

相關資訊請至學務處

生輔組網頁查詢



«



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

 生輔組：行政大樓1樓(A108)

 電話：03-4581196 分機：3522或3525

«



兵役緩徵
軍訓室
兵役緩徵
軍訓室



91年次（含以前）所有入學男性，無論當兵與否(

尚未服役者、已退伍或退役、職業軍人、免役、停

役、除役、替代役者

)尚未申請緩徵作業同

學，立即上學生資訊

系統完成申請並列印

後貼上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送交軍訓室陳

教官處。

兵役緩徵





«



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

 軍訓室：行政大樓1樓(A104)

 電話：03-4581196 分機：3906

«



說明會結束
謝謝參加

歡迎您加入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