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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 111學年度新生入學須知 

111.08.10 

說明： 

1. 如有問題，請撥打連絡電話 04-23924505 轉各分機承辦人。 

2. 視疫情情況，如業務辦理方式有所改變，將公告於相關頁面中，煩請留意相關訊息。 

3. 依不同學制及入學方式，新生可開始查詢班級及學號之日期如下： 

(1) 碩士在職專班：5月 6日 

(2) 產學訓專班：7月 26日 

(3) 產學攜手專班：7月 27日 

(4) 二技：8月 17日 

(5) 雙軌專班：8月 17日 

(6) 四技及轉學生：8月 24日 

(7) 二專：8月 31日 

4. 部份連結(QR Code及網頁路徑)，於申辦期間方能使用。 

5. 請注意下表中各項目申辦時間，以免相關權益受損。 

6. 新生入學須知及辦理事項如下： 

編

號 

申辦期間 

及連絡分機 
項目 網頁路徑 QR Code 

1 

依上方說明第 3點時程 

分機：7017~7019 

劉先生 / 尤小姐 / 郭小姐 

班級及學號查詢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進修部】/

【快速連結 / 新生查詢班級學號】 

 

2 

8月 15日至 9月 18日 

分機：7017~7019 

劉先生 / 尤小姐  / 郭小姐 

個人基本資料

登錄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進修部】

/【教務組】/【最新公告】/【111 學年度

第1學期/新生(轉學生)個人基本資料登錄

作業流程及說明】 
 

3 

8月 1日至 9月 1日

或額滿為止 

分機：7021范小姐 

勤益 101書香園

宿舍申請須知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進修部】

/【學生事務組】/【最新公告】/【勤益

101書香園宿舍申請】 
 

4 
8月 22日至 9月 11日 

分機：7022黃小姐 
學雜費減免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進修部】

/【學生事務組】/【最新公告】/【111-1

進修部新生學雜費減免申請】 

 

5 

(1)二技、二專 8月 27日 

(2)四技、轉學生延至 9 月

12日 

分機：7022黃小姐 

入學輔導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進修部】

/【學生事務組】/【最新公告】/【111 學

年度進修部新生入學輔導】 

 

6 

(1)四技、產攜專班、雙軌

班、轉(復)學生 8月 26日 

(2)碩士在職專班、產攜專

班、產學訓班、雙軌

班、二技 8月 27日 

(3)二專 9月 15日 

分機：7027張小姐 

新生體檢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進修部】

/【學生事務組】/【最新公告】/【111 學

年度進修部新生體檢】 

 

http://campusys.ncut.edu.tw/fcsq/default.aspx
https://ce.ncut.edu.tw/p/406-1011-24611,r107.php
https://ce.ncut.edu.tw/p/406-1011-24611,r107.php
https://ce.ncut.edu.tw/p/404-1011-24517.php
https://ce.ncut.edu.tw/p/404-1011-24517.php
https://ce.ncut.edu.tw/p/404-1011-24541.php
https://ce.ncut.edu.tw/p/404-1011-24542.php
https://ce.ncut.edu.tw/p/404-1011-2455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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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申辦期間 

及連絡分機 
項目 網頁路徑 QR Code 

7 

自學號公布日(請參考上方

「說明 3」)至 9月 11日 

分機：7023蔡先生 

學雜費繳費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進修部】

/【學生事務組】/【最新公告】/【111-1

進修部新生學雜費繳費】 

 

8 

即日起至 9月 11日 

分機：7017~7019 

劉先生 / 尤小姐 / 郭小姐 

註冊注意事項 

(全學制)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進修部】

/【教務組】/【最新公告】/【111 學年度

第1學期/新生、在校生(復學生)註冊注意

事項】 
 

9 

8月 1日至 9月 11日 

分機：7017~7019 

劉先生 / 尤小姐 / 郭小姐 

辦理休學注意

事項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進修部】

/【教務組】/【最新公告】/【111 學年度

第 1 學期/新生(轉學生)辦理休學注意事

項】 
 

10 

自學號公布日(請參考上方

「說明 3」)至 9月 17日 

分機：7027張小姐 

就學貸款申請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進修部】

/【學生事務組】/【最新公告】/【111-1

進修部辦理就學貸款申請說明公告】 

 

11 

9月 12日至 9月 25日 

分機：7011~7013 

陳小姐 / 郭小姐 / 陳小姐 

學分抵免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進修部】

/【教務組】/【最新公告】/【111 學年度

進修部新生/轉學生抵免說明(碩士在職專

班)】 
 

12 

自學號公布日(請參考上方

「說明 3」)至 9月 25 

分機：7021范小姐 

學生綜合資料表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進修部】

/【學生事務組】/【最新公告】/【111 學

年度第 1 學期/進修部新生（轉學生）學

生綜合資料表填寫作業說明】 
 

13 

9月 12日至 9月 25日 

分機：7011~7013 

陳小姐 / 郭小姐 / 陳小姐 

選課須知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進修部】/

【教務組】/【最新公告】/【111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注意事項➜在校生、延修

生、碩士在職專班】 
 

14 

自學號公布日(請參考上方

「說明 3」)至 9月 30日 

分機：7022黃小姐 

兵役調查 

※所有男性無論

服完兵役與否，

皆須填報。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進修部】

/【學生事務組】/【最新公告】/【111-1

進修部各學制新生兵役相關注意事項】 

 

15 
9月 19日至 10月 20日 

分機：7023蔡先生 

大專弱勢助學計畫 

※碩專班及雙軌

學生不得申請。 

【本校首頁】/【進修部】/【學生事務

組】/【最新公告】/【111 學年度大專校

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16 
6月 1日至 10月 11日 

分機：2882潘姚先生 
停車證申請平台 

申請：【本校首頁】/【校務行政】/【單

簽 e化平台】/【應用系統】/【停車證系

統】(資料填寫完畢，請列印申請表) 

 (單簽平台登入) 

 

 

https://ce.ncut.edu.tw/p/404-1011-24552.php
https://ce.ncut.edu.tw/p/406-1011-24561,r107.php
https://ce.ncut.edu.tw/p/406-1011-24562,r107.php
https://ce.ncut.edu.tw/p/406-1011-24562,r107.php
https://ce.ncut.edu.tw/p/404-1011-24559.php
https://ce.ncut.edu.tw/p/406-1011-24591,r107.php?Lang=zh-tw
https://ce.ncut.edu.tw/p/404-1011-25508.php
https://ce.ncut.edu.tw/p/404-1011-24593.php
https://ce.ncut.edu.tw/p/404-1011-24560.php
https://ce.ncut.edu.tw/p/404-1011-24560.php
https://ce.ncut.edu.tw/p/404-1011-24553.php
https://ce.ncut.edu.tw/p/404-1011-24553.php
https://eip.ncut.edu.tw/index.do?thetime=1561979754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