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課時程
看這裡！

110學年度第1學期選課時程

110學年度行事曆



通識教育畢業學分

日間學士班30學分

進修學士班28學分

基礎素養

10學分

國文(I)(II) 4學分

英文(I)(II) 4學分

基礎程式設計 2學分

體育4學期 0學分

(進修學士班免修)

校園服務2學期 0學分

(進修學士班免修)

博雅素養*

日間學士20學分

進修學士18學分

1.畢業前於6大領域中至少選修3個領域之課程。

2.修習通識微學分課程(0.5學分/門)，至多可抵2學分。

3.若修習已公告採計之外系必修課程，至多可抵6學分。

通識教育畢業學分規定

*若修習入學年度公告之所屬學院、系不
採認課程及課程名稱重複，不予採計學分。

詳見通識教育中心
選課注意事項

通識教育
畢業學分
看這裡！



輔系＆雙主修

每年5月開放申請

大一下即可申請

轉系

轉系申請：每年3月

不同學制學生不得互跨申請
多元學習
管道

輔系、雙主修及轉系
相關規定查詢

多元學習



 整合不同院、系資源及
特色，發展出專業系統
性的跨域課程模組

 目前有12個跨領域學分
學程、1個微學程可提供
修讀

何謂跨領域學分學程？

 善用自由選修15學分培養
第二專長

 透過跨域學程專題或實作
深化跨域整合力，修畢可
取得跨域學程證明書，提
昇未來就業競爭力

跨領域學程的助益？

 本校大一至大四學生
 各學程甄選(由各學程自

行公告，約於每年 4 月
~6 月間)，請參閱各學程
網頁公告或電洽學程負
責單位

申請資格及時間？

更多學程資訊
可至本校學分
學程網頁查詢

跨領域學分學程

學程網頁
請看這裡



教學意見調查

教學意見調查
對學生本身有
和幫助呢？

填寫教學意見調查，可以了解授課教師是否有：
 依照教學大綱授課、考試及評比成績
 課前準備充分，並能合理適切地設定教學目標及教學

內容
 講解方式清晰有條理並引起學生興趣
 重視學生學習反應
 師生互動情形
 教學態度認真



教學意見調查施測時間是何時？

教學意見即時回饋信箱

• 期初：第3週至第9週

教學意見調查

• 期末：第14週至第16週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



•全民國防教育

•24小時駐校輔導維護學生校園安全

•性平及霸凌事件申請調查受理窗口

•學生校外賃居關懷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交通安全宣導

•兵役緩徵、役期折抵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 兵役資料辦理進度查詢
• 役男緩徵、儘後召集辦理情形與到期日:

可至嘉義大學首頁

->E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

->個人資料維護->查看個人兵役狀況。

值勤教官緊急聯繫

電話:05-2717373



學生事務處

學生就學貸款
各項學雜費減免
校內、外各項獎助學金申請
學生請假
校內宿舍生活
品德教育



• 事、病、喪、產、生理、防疫假之請假皆為線上申請、線上簽核。公

假(含因公出差)及考試假為線上申請、紙本簽核。

• 事、病假連續3日以上，及公、喪、產、防疫假需附證明文件，未檢

附者一律退件。

• 公假(含因公出差)一定要事前申請，其他假別以事前或缺課次日起算

七日內（含例假日）線上請假為原則。

• 同學應事先知會授課老師，並上線填妥請假單，經導師(請假3日內)

、系主任(4-6日)、院長(7日以上)簽准假單，並經學務處審核後，始

完成請假手續。

• 請假系統位置:校務行政系統系統選單學生請假申請

學生請假規則重點提醒學生事務處



學生宿舍共計3,830床

蘭潭校區學生宿舍1608床
進德樓399床 林森校區學生宿舍198床

新民校區
學生宿舍
340床

民雄校區
學生宿舍
1283床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組工作職掌

負責學生會、社團輔導相關工作。

辦理校慶典禮、畢業典禮等大型活動。

服務學習。

禮賓大使招募及訓練。



社團導覽介紹

課外活動組FB 學生會FB

禮賓大使FB

學生事務處



安

靜

能繫

望

當自己感到緊張焦慮時，
尋找一個讓自己覺得安心的環境

從事自己平常習慣的活動，
讓自己靜下來

讓自己能對生活有控制感
像是打掃房間、寫日記等等

尋找身旁親近朋友、家人的支持
讓自己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對生活抱持希望，
相信一切都會變好的

動
起來

說 轉 找
出來 個念 幫手

在大學嶄新的生活中，
你可能在不同層面會遇到一些挑戰，
當事情有些困難處理時，你可以試試下方四項步驟：

有時候可能自己就能解決遇到的困擾，但有時候獨自面對並不容易，
如果你需要協助幫忙，學生輔導中心是你的安心所在~

回到學校的你可能會感到緊張、不安，
疫情的影響，讓我們減少了與人的互動，
下方五步驟能幫助你安定心情：

學生事務處

(參考版)110-1新生始業式-一版.pdf


如果想更認識學輔中心，歡迎與我們聯絡！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00〜17：00 

學輔中心FB粉絲頁
QR Code

有時當自己在面對這些挑戰的時候，
不見得能夠意識到自己是否能適應大學的新生活，

因此學輔中心提供心理健康量表，幫助你更了解自己目前的狀態，
記得登入填寫測驗，一起準備面對嶄新的生活！

針對量表計分結果和解釋說明，如有疑惑或不明白之處，
請於服務時間，進行電話預約，心理師會親自向你說明。

施測完之後會立即跑出施測結果，施測完成!

共34題都必須全部填答，以及最下方的資訊

需填寫，填寫完之後記得按「提交」

點選「本人已詳閱後知悉並同意進行心理健

康量表施測」按鈕，並開始填答題目

在系統選單中找到「新生資料登錄作業」

「心理健康量表」點進去

進入校務行政系統，輸入帳號、密碼量

表

填

答

流

程

(請點選下方連結即可報名)

班級輔導申請-真嘉賀呷

成長性團體-親密關係探索

成長性團體-家庭探索與自我覺察

◎E-Mail
counsel@mail.ncyu.edu.tw

◎聯絡電話：
蘭潭 05-2717080~3
民雄 05-2263411#1226~8
新民 05-2732948

◎網址
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ncyu.edu.tw)

學生事務處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NewSite/login.aspx?Language=zh-TW
https://forms.gle/XBC6frAMwGTGLiSL8
https://forms.gle/XBC6frAMwGTGLiSL8
https://forms.gle/XBC6frAMwGTGLiSL8
https://forms.gle/QP9hAs6JceikphjC9
https://forms.gle/QP9hAs6JceikphjC9
https://forms.gle/QP9hAs6JceikphjC9
https://forms.gle/9AxPMzoU49dgQsiNA
https://forms.gle/9AxPMzoU49dgQsiNA
https://forms.gle/9AxPMzoU49dgQsiNA
mailto:counsel@mail.ncyu.edu.tw
http://www.ncyu.edu.tw/coun/
http://www.ncyu.edu.tw/coun/
http://www.ncyu.edu.tw/coun/
http://www.ncyu.edu.tw/coun/


我
的
職
業
興
趣
在
哪
裏

如何加強求職技能

履歷自傳怎麼寫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

https://www.ncyu.edu.tw/careercenter/


學生事務處

提升學生

就業力

職涯探索、職能診斷

(UCAN職業興趣探索、

共通職能與專業職能診斷) 職能養成

(職涯講座、

履歷自傳健診)

職場見習

(企業參訪)

職涯資訊提供

(升學、就業、職訓)

職場抉擇

(校園徵才、職涯諮詢、

企業徵才說明會)

職涯回饋

(畢業生流向調查、

雇主滿意度調查)



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業務項目
1.健康服務相關事宜，如測量血壓、體重等。

2.緊急事故、一般外傷處理(不提供口服藥)

3.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醫療器材之借用。

4.新生體檢相關事宜

5.異常追蹤複檢及緊急傷病轉介服務。

6.學生團體平安保險理賠申請事宜



學生事務處

新生體檢日期、地點
日期 校區 地點

9月27日 民雄校區 大學館

9月28日-30日 蘭潭校區 國際交流學園

10月1日 新民校區 多功能交誼廳

備註：1.各校區體檢時間已公布於衛保組網頁，如無法於排定
時間體檢，可自行參考其他時段參加或至其他醫療單
位體檢，於開學後二週內交至所屬校區健康中心。
2.體檢當天，請攜帶1吋照片1張及費用730元當場繳交。



總務處

總務處文書組—張育津組長

文書組業務職掌
1.印信典守及使用。

2.公文處理及用印。

3.檔案保管等事項。

4.信件點收、登錄分發處理。

5.校區區間傳遞公文及信件轉分
事項。

文書組聯絡電話2717090

文書組的叮嚀 !!!

• 掛號信件以電子郵件及網路公告等通

知，請同學親自攜帶證件領取信件。

• 請一律書明系所別、年級，以利平信

信件轉送作業。

• 大型包裹如棉被、電腦、腳踏車等，

可逕寄宿舍，並書明宿舍名稱、房號

及聯絡電話，由宿舍管理人員代收及

轉發。



總務處

業務職掌：

 出納組聯絡電話 2717120~7122
 新民校區聯合辦公室出納業務聯絡電話 2732962

總務處出納組—王麗雯組長

辦理學生學雜費、教職員工薪資、鐘點費、各項現金、票據之
收繳、開立收據、所得稅彙整扣繳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收扣繳
及各類款項匯付等業務。

小叮嚀

1. 繳納學雜(分)費，請於繳費期間持繳費單至郵局、便利超商
（7-11、全家、萊爾富、OK、美廉社）或以信用卡、ATM
轉帳繳費。

2. 各項匯款明細E-mail通知及網路查詢(「學校首頁」→「E化
校園」→「出納組付款查詢系統」
(https://cashier.ncyu.edu.tw:88/)，以簡化書面匯款通知及
領款人即時查詢款項內容。

3. 請尚未提供E-mail同學將資料送至總務處出納組建檔，以利
即時撥款通知。

https://cashier.ncyu.edu.tw:88/


總務處

事務組業務職掌

1.統籌各項採購業務。

2.校園環境綠美化及慶典工作。

事務組聯絡電話2717110-7112

校區區間車定時往返各校區，可至總務處
事務組網頁「公佈欄」查閱開車時刻表
(http://www.ncyu.edu.tw/affair/)

事務組的叮嚀 !!!

3.技工、工友及外包人員管理。

4.公務車輛管理及調派。

總務處事務組—張育津代理組長

http://www.ncyu.edu.tw/affair/


總務處

資產經營管理組
業務職掌
1.動產及不動產財產管理業務。

2.學校首長、職務及眷屬宿舍管理業務。

3.消耗物品領用管理。

4.學位服借用及管理。

5.辦理各場館及場地長期租用及短期借用服務(含招待所)。

6.車輛管理委員會業務。

小叮嚀 !!!
1.本校教職員工生使用教室及研究室時以不過夜為原則，否則應依規定申請。
2.汽機車停車證辦理請洽車輛管理委員會2717148。
3.蘭潭招待所--服務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其眷屬、訪客與來校洽公之貴賓或校友。

 資產經營管理組連絡電話2717141



總務處

營繕組業務

1.辦理校園營繕業務
2.土木、建築、水電工程業務
3.營繕工程年度工作計畫
4.各單位工程需求之協調
5.其他營繕交辦事項

營繕組聯絡電話2717130-2

營繕組的叮嚀
• 如有工程施工請勿進入工區，以
維安全。

• 如有維護需求請循行政程序由使
用、管理或需求單位提出。

• 宿舍維修請逕洽生活輔導組。

• 蘭潭、林森及新民等3校區互撥
電話直接撥後四碼即可，各單位
電話號碼表請至總務處事務組網
頁「校內分機一覽表」下載。



總務處 民雄總務組業務職掌
1.公文傳遞及信件代收、轉分及代寄。
2.代收款項服務(可至民雄總務組網頁(http://www.ncyu.edu.tw/ms1300/)
Q&A查詢代收項目)。
3.戶外公共設施維護及管理。
4.校園公共環境清潔及綠美化。
5.大學館、民雄招待所及公共區域等場地短期借用服務。
6.學位服借用服務。

民雄總務組叮嚀 !!!
 有關民雄校區掛號信件、包裹及注意事項可至民雄總務組網頁
(http://www.ncyu.edu.tw/ms1300/)信件專區查詢。領取時請務必親
自攜帶可證明收件人身分之有相片證件。

 所有郵件及貨運包裹，請務必註明收件人之宿舍、房號或所屬系所單
位名稱。

聯絡電話：2263411-1312、1320

http://www.ncyu.edu.tw/ms1300/
http://www.ncyu.edu.tw/ms1300/


總務處

駐衛警察隊

業務職掌：大門警衛室執行管制汽、機車入校，過濾可疑人物，機動處理偶發事件，
不定時巡邏校園，維護校園安全。

各校區警衛室
服務電話：

蘭潭校區2717155
民雄校區2269610
新民校區2732964
林森校區2732416

新民校區總務服務項目：

• 服務地點：聯合辦公室電話2961、2962
• 提供本校區師生有關畢業生學位服繳費借用、一般借用器材（長桌、椅子、標示牌等）

• 包裹郵件收發，校園場地廁所清理及一般設備維護等。
• 國際會議廳空間借用、其他服務代收繳費等。
• 人員車輛出入管制，校園安全通報與維護。



圖書館



圖書館提供哪些服務項目呢？

讓我們一起發掘這座知識寶庫

圖書館



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項目

跨校區服務

館際合作

紙本書刊

電子資源

藝文推廣

活動

自修室

研討室

研究小間

資源利用
指引



•詳細介紹請見110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圖書館簡
介

•您也可參考本校圖書館網站

•請記得持學生證(即借閱證)刷卡入館唷！

圖書館

https://www.ncyu.edu.tw/lib/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4951
https://www.ncyu.edu.tw/lib/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簡介

國際事務處服務宗旨為提供本校師生與國際各校交流、互動
機會，並吸引國外學生來校就讀。

主要業務包括推動國際學術合作、建立交流互訪機制、建立
雙聯學制及交換生機制、輔導國際學生及僑生來校就讀後之
生活等事務。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國際學生事務組(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Affairs)

主責辦理境外學生之招生、新生接待事宜、生活輔導及課業協助、
傷病醫療保險及全民健保、居留證辦理及延期、辦理迎新、送舊
或節慶相關活動、相關獎學金之受理及審查、相關法規之編彙、
僑生與外籍生之社團指導、僑生與外籍生畢業後留臺實習業務，
同時不定期舉辦境外生與本地生交流活動等。

你是境外學生嗎？
歡迎加入國立嘉義大學僑生聯誼會/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 Group臉書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國際學生事務組(International Student Division)

本校109學年度共計境外學籍生321人，來自17個國家（地區），如
馬來西亞、香港、澳門、印尼、越南、南非、日本、泰國、菲律賓、
蒙古、祕魯等，其中僑生以馬來西亞籍122人最多；外籍生以印尼籍
29人最多。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國際合作組(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主責辦理國際與校際學術交流與合作、國際學術合作案之申請、締約
及交流、國際學術合作交換師生之申請、申請出國參加研討會補助、
各項校級外賓來訪行程之安排協調與接待等。

本校目前與美國、法國、西班牙、捷克、澳洲、紐西蘭、日本、韓國、
泰國、印尼、菲律賓22個國家115所優質大學訂定學術交流協議，並進
行教師互訪與交換學生等多項實質交流。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國際合作組(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本校109學年度與法國南特高等木業學院、西班牙韋爾瓦大學、捷克茲
林托馬斯巴塔大學、日本明治大學、香川大學、上越教育大學、尾道
市立大學等姐妹校進行交換學生/雙聯學制計畫，計完成30位姊妹校雙
方薦送審查。



•想知道更多境外生與本地生交流活動嗎？

•想了解更多交換生/雙聯學制的出國經驗嗎?

歡迎加入國際事務處臉書 /官網

國際事務處



• 電子計算機中心設有四組：

• 系統組校務行政系統、網站

• 網路組 Email(含Gmail)、校園網路(含宿舍)

• 遠距組教學平台、遠距教學

• 諮詢組電腦教室、教育訓練

電子計算中心



• 學生電子郵件
http://mail.ncyu.edu.tw

• 第一次啟用需設定密碼，請至
http://mail.ncyu.edu.tw

• 未來若要更改密碼、申請其他
帳號、申請Gmail，請至
http://utility.ncyu.edu.tw

電子計算中心

Click Me
 Click Me

Click Me

http://mail.ncyu.edu.tw/
http://mail.ncyu.edu.tw/
http://utility.ncyu.edu.tw/


• E化校園：位於本校首頁 http://www.ncyu.edu.tw/最上方

提供下列功能：

電子計算中心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課外活動指導組場地借用系統

 學雜費繳費單暨繳費證明單系統

 台灣銀行就學貸款整合服務網站

 … (更多功能請上網搜尋)

 全校課程查詢

 嘉大課程地圖

 校園IC卡 (學生證)

 嘉義大學雲端硬碟

 本校校園授權防毒軟體

Click Me
Click Me
Click Me



http://www.ncyu.edu.tw/


• 校務行政系統
• 網路選課及加退選

• 查詢及列印選課結果

• 查詢班級課表

• 查詢請假及缺曠課紀錄

• 查詢學期成績

• … (更多功能請上網搜尋)

電子計算中心

注意：「校務行政系統」和「電子郵件」的帳號密碼不同喔~

請另行設定並牢記！



• 教學平台：http://ecourse.ncyu.edu.tw/

自己的修課資訊都在這！

電子計算中心

~請使用校務行政系統帳號登入~

http://ecourse.ncyu.edu.tw/


• 下列情形都可以找電算中心洽詢喔

• 網路不通

• Email、系統帳號、密碼申請

• 電腦教室借用

• 軟硬體操作諮詢

• 聯絡方式：05-2717258 (蘭潭、新民)

05-2263411 轉 2500 (民雄)

電子計算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