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務長的話

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課程之規劃與執行

台北e大  相關申請作業流程

生活輔導組簡介

南開科技大學學生就學貸款需知

就學貸款作法明細

貸款撥款通知書收件注意事項

學生就學貸款流程表

南開科技大學安心就學助學措施

學生各類學雜費減免說明

學生各類學雜費減免申請流程表

身心健康中心 簡介

110學年度身心健康中心-衛生保健活動預告

南開科技大學資源教室簡介

南開科技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簡介

弱助、免學費補助事項說明

申請學生團體保險理賠需準備之證件

家庭防災卡

01

02

03

17

25

26

27

28

29

32

33

34

35

36

38

39

40

41



1

親愛的南開科技大學新鮮人，大家好：

身為新鮮人，當你離開家庭來到南開科技大學，可能有

些同學會很想家或感到無助；但是請不要擔心，一旦加入南

開這個大家庭，你的導師、系主任、助理與學長姊，乃至全

校教職員工都是你們的家人，更何況你們還有一位充滿愛心

與教育理念的大家長―許聰鑫校長。所以，在南開校園裡你

不會孤單無助的，只要你有需要，請讓身邊許多關心你的南

開人有機會陪伴你。

各位未來四年的食、衣、住、行、育樂乃至獎助學金等

等，皆與學生事務息息相關，我們不但關心你的學習，也關

心你的身心健康與安全。學生事務處的生活輔導組、身心健

康中心、體育與課外活動組，都懷著欣喜的心情迎接你的到

來，也將竭誠地為你們提供貼心的服務。因此，當你進入南

開校園時，請務必記得學生事務處的位置，我們隨時歡迎你

來逛逛或聊聊。

最後，再次地歡迎加入南開溫馨的大家庭，來吧，南開

新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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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電腦上打開瀏覽器，連上台北e大網站，並登入

[註冊為金質會員]。

台北e大  相關申請作業流程
台北卡官方網站QR-code 

申請人需事先完成台北通一般會員註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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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為第一次登入臺北通，需註冊再點選[金質會員]註冊

3.完成註冊登入後，可前往選課，但配合修習服務學習課程需要，

需選取[志工]系列，課程線上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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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完課可在[我的課程]選擇[學習紀錄]，再選取[列印證明]，
將取得的學習時數證明以PDF格式下載下來

5.下載學習時數，以備交付課程學習之佐證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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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e 大 - 遠距上課
6 時數證明

反思學習單 平時總

40%
平時一  10% 平時二  10% 平時三  10% 平時四  10%

校外服務 4 小時 成果紀錄表 學期成績
（平總 + 期中 + 期末）

期中  30% 期末  30% 100%

實務學習
課程

公益社團
經驗分享

日期
單位、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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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至最下方點選
校務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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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期：8月 1 日起

第二學期：1月15日起

網址為https://sloan.bot.com.tw

1.對保當日前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2.學生本人、父母私章、國民身份證

3.註冊繳費單

父母(監護人)陪同到台銀對保
第一次辦理攜帶資料

1.學生本人私章、國民身份證

2.註冊繳費單

1.台灣銀行撥款通知書

 （第二聯學校存查聯）

2.學雜費繳費單

3.住宿繳費單

繳交資料：於繳費截止日前繳交

第二次後學生攜帶資料
自行前往即可

承辦人：李姿慧 小姐（日）、值班人員（夜、假日）         

049-2563489分機 1502（日）、 1563（夜）、1363（假日）

如有疑問請電洽

地址：

南投縣草屯鎮

中正路568號

收件人：

南開科技大學

學務處

郵寄註冊
（掛號信件）到本校樸華樓

二樓學務長助

理室辦理

到本校教學大

樓一樓衛生保

健室辦公室辦

理

日間部

夜間部

上台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站

輸入貸款申請書∕撥款通知書

繳費截止日前到台灣銀行全省

各分行辦理對保、撥款手續

25



049-2563489分機（日）1502 （夜）1563（假日）1363  詢問 

如有疑問請電洽

南開科技大學學生就學貸款須知

一、保證人資格 (請依臺灣銀行規定辦理)

1.父母親為當然保證人。

2.父母離異者，監護人為當然保證人。

3.父母一方歿者，生存者為當然保證人。

4.已婚者，配偶為保證人。

5.父母均歿者：未滿20歲由法定代理人為保證人；

滿20歲者可另覓適當成年人為保證人。

二、貸款金額之範圍：繳費單上可貸金額為主

1.學雜費

2.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3.學生團體保險費。

4.書籍費每學期新台幣3,000元整 (可選擇不貸)

5.生活費(須附低收/中低收證明文件) 低收入戶生每學期以4萬元為限、中低收入戶

生每學期以2萬元為限。

6.住宿費（每學期）於宿舍實際費用計算、校外住宿費：每學期最高額度新台幣1

萬7000元整。

三、如有辦理減免學雜費者，請先完成減免手續後，再至臺灣銀行各分行辦理

對保。

四、為能儘速將款項撥付學生：

請已先繳費或辦理書籍費、校外住宿費同學至第一商業銀行辦理開戶（全省各分行

皆可辦理），如有特殊狀況，由學校直接撥付。

申貸

條件

學生本人及父母或配偶辦理前 1 年之家庭年收入合併計算，

符合下列 3 個條件之一者，方可提出申請：

類別 家庭年收入合併計算 利息繳納

A 類 不超過 114 萬元者。
在學期間利息由政府全額補助。 

不會收到通知單。

B 類 收入逾 114 萬至 120 萬以下。
在學期間政府提供半數利息補助。 

以通知單通知學生繳納半額利息。

C 類
收入在 120 萬以上且家中有兩位

子女就讀高中以上學校者。

在學期間貸款利息全額自付。 

以通知單通知學生繳納全額利息。

26



第二聯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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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3 1363

到本校教學大樓一樓
身心健康中心衛保室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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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申請條件 申請額度 繳交資料
申請時間
申請地點

1
五專前三年學生
( 如有其他減免者，請
另行辦理 )

免學費
(最高22,530 元)

申請表 ( 學生家長及學生
本人簽名蓋章 )

9 月底前
辦理

體課組

2

1. 家庭年所得新台幣
70 萬元以下。

2. 家庭利息所得新台幣
2 萬元以下。

3. 家庭擁有土地及不動
產 650 萬元以下。

4. 前一學期學業平均
60 分以上。

第一級 35,000 元

第二級 27,000 元

第三級 22,000 元

第四級 17,000 元

第五級 12,000 元

校務系統填報名申請表、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9 月 19 日
至

10 月 21 日

體課組

3

1. 學生發生意外事故
( 重傷、亡故 )、重
大疾病。

2. 學生父母亡故、重大
傷病。

5,000 元
至

20,000 元

申請書、全戶戶籍謄本、
事故證明文件

事故發生 
三個月內

體課組

4.

1. 遭風、水、火災、地
震之天然災害，致無
居所者。

2. 家庭主要生計維持人
突遭變故死亡、殘
障。

3. 學生因事故受重傷、
死亡或罹犯重大傷
病。

最高
30,000 元

申請書、事故證明文件

事故發生
二個月內

體課組

5

1. 代表本校參加各類競
賽成績優異。

2. 學生為共同發明人之
專利。

3. 就學期間通過乙級技
能檢定。

500 元
至

50,000 元

相關證明文件如：獎狀、
檢定合格證書、專利證書
( 附證號 )

成績證明
二個月內

體育類：體課組

證照類：職涯組

專業競賽：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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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申請條件 申請額度 繳交資料
申請時間
申請地點

6
1. 醫療救助。
2. 急難、災害救助。
3. 喪葬補助。

視補助狀況而定

1. 申請表

2. 全戶戶籍謄本。

3. 需要急難救助事實証明文件。

4. 低收入戶證明書正本或家
庭清寒證明書正本。

5. 其他可證明文件：重大傷
病卡影本、身心障礙手冊
影本、國稅局財力證明、
案家照片等，如有以上文
件亦請附上。

6. 最新年度國稅局所得資料
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正本。

變故發生之
日起三個月
內提出申請

體課組

7
1.無法辦理就學貸款者。
2. 特殊個案。

以當學期
學雜費及

住宿費全額

1. 申請表。
2. 相關證明文件 ( 無法繳納

學雜費之相關文件如家境
清寒之村里長證明、重大
傷病證明 ... 等 )。

3. 當學期之繳費單。

每學期開學
一週內向導
師提出申請

生輔組

8

凡經濟上有困難，經
導師查訪無誤，且當
學 期 未 無 故 缺 曠 課
者，皆可申請。

凡申請核可者，
每月核發生活補
助金 1,000 元。

1. 申請表。
2. 校內服務認證表。

第一學期：
每年 9 月 1 日
至12月底止。

第二學期：
每年 3 月 1 日
至 6 月底止。

生輔組

9

1. 前年度全家所得收入
114 萬以下，免付貸
款利息。

2. 所得收入 114~120 萬元
之間，付一半貸款利息。

3. 所 得 收 入 120 萬 元
以上，且家中有兩位
子女就讀高中職以上
者，自付貸款利息。

學雜費總額、住
宿費、書籍費、
生活費(限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
戶學生可申請)

學雜費繳費單、台灣銀行
就學貸款申請 / 撥款通知書

申請流程可參閱網站：
南開科技大學→安心就學

第一學期：
每年 8 月 1 日
至 9 月底止。

第二學期：
每年 1 月 15 日
起至 2 月底止。

學務長助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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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校教學大樓一樓
身心健康中心衛保室
辦理。

1563 、1363(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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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間：周一至周五08:00至17:00

聯絡專線：049-2563489分機1570、1572、1575

Email：pcs@nkut.edu.tw     網址QR-code

【心理諮商室】服務項目

一、個人獨享型-個別諮商、一般諮詢、心理測驗

三、快樂分享型-各式心理健康書籍、影片與桌遊借閱

四、樂活隨意型-看書休息、喝茶吃點心看雜誌、談心放空

Q：怎麼預約上面這些服務呢？

服務宗旨：
使同學在求學生涯中有良好的生活適應，協助個人處理生活

困擾，引導學生自我探索，以利學生發展個人潛能。身心健

康中心包含心理諮商室（原學輔中心-南新樓1F）、衛生保健

室（原衛保組-教學大樓1F）和資源教室。

二、貼身打造型-各種心理成長團體、心理衛生講座、

  電影賞析、班級輔導

A：可以透過電話預約或寫Email給我們，也可以親自到中心進行預約。

補充說明～在進行個人獨享型服務前，需要先填寫基本資料，並與

值班老師進行初步會談來瞭解您目前的狀況、需求及可以來談的時

間，之後將為您安排適合的輔導老師進行心理諮商。

南開科技大學  身心健康中心  簡介
Student Counsel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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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身心健康中心-衛生保健活動預告

【衛生保健室】服務項目
身體不適、受傷擦藥、身體健康檢查、健康宣導、哺乳室使用、特約醫院。

～歡迎大家踴躍來參加～

備註：活動內容、時間、點如有更動，

請以身心健康中心-衛生保健網頁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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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民國九十四年一月，為因應入學多元化及特殊教育融合教育的理

念，開辦資源教室，依據「教育部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統整協

調校內外資源，發揮支持與橋樑的角色，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優良的學習環

境。資源教室秉持著助人者『愛人不滅的心』之理念與熱忱，協助身心障

礙者解決校園適應的問題，期許將來踏入不一樣的腳步與人生。

領有教育部鑑輔會證明之南開科技大學學生。

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處理生活、學習與生涯發展等方面之適應問題，期

許最少限制的環境中，達到最好的學習效果，不僅促其順利完成學業，並

促進自我成長，俾未來回饋所學於社會大眾。

1.

2.

3.

4.輔具資源借用：主動發掘或學生主動提出輔具需求，即協助學習輔具之申
請，營造無障礙環境，排除就學阻礙。

5.特教獎助學金申請：協助相關特教獎助學金申請(如：教育部/民間單位)。

6.諮詢服務：聯繫相關社會福利資源以提供學生之資源運用。

7.

8.

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提供生活照顧、上課錄音、筆記抄寫、課業學習。
等協助請導師協助安排，本中心協調工時，或請專業人士指導協助專案生。

課業加強輔導：同學學習過程感到較為困難且需要加強的科目，可以主動向
資源教室提出申請，經由協調聘請學校專業師資給予課業上的輔導。另提供
相關證照考試輔導，以利就業轉銜，並協助特殊教育獎助學金之申請。

個別諮商服務：結合身心健康中心專業醫師、心理師及輔導老師提供個別
需要之心理諮商。

入學適應、畢業轉銜服務：協助新生入學適應、應屆畢業生生涯輔導及轉
銜服務與追蹤。

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ISP會議)：透過ISP會議，協助家長、學生、老師及相
關輔導人員共同討論規劃整合學生在校之各項學習、生活適應、輔導及相關
服務，以協助學生解決在學習過程所遇到之困難，以利其融入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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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申請對象及方式

身心障礙學生
有學習、人際或校園生活適應需求者

六、設備提供：

1.電腦及網路設備。

2.圖書及影片、報章雜誌。

3.閱覽桌、小型討論區。

4.課業輔導空間。

5.擴視機、昇降桌、電動輪椅申請借用等各項設備。

6.適應體育中心(各類運動器材)。 網址QR-code

南開科技大學資源教室

分機：1573、1574、1576

1577、1578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至17:00、17:45至19:45 

服務地點：南新樓106教室、教學大樓101教室

資源教室諮詢專線：049-2563489

E-mail：pcsr@nkut.edu.tw

資源教室FB粉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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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體育與課外活動組】簡介
工作目標

1.教育部大專弱勢學生助學金 4.校內、外學生急難救助

2.五專前三年免學費補助 5.探視傷病學生慰問品補助金

3.校內、外各項獎助學金

若符合前五項(任一)資格者，可至本組提出申請。

服務地點：本校樸華樓一樓

服務時間：

聯絡電話：

服務簡介

獎助學金申請

社團輔導
本校學生社團有：學生會、15個系學會、24個社團，依性質分為自治、

綜合、服務、學藝、康樂、運動等類別，各具特色。本組除了受理社團

活動及經費補助申請外，並定期辦理社團評鑑、社團聯展、社長&幹部研

習、社團指導老師座談及全校學生幹部座談等活動。

舉辦大型活動
每年定期舉辦新生迎新、演唱會、節慶活動、校慶及畢業典禮等，展開

南開人豐富的大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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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對象：本校研究所、四技、二技、五專4、5年級學生。

申請時間：每年9月底~10月20日。

申請方式：請學生登入校務系統填寫申請表，表單列印並請家長、師長簽章，檢附三個月

內全戶戶籍謄本或新戶戶口名簿影本，繳交到課指組。

審查條件：1、家庭年收入70萬元以下。

2、家庭不動產合計650萬元以下。

3、家庭利息所得2萬元以下。

4、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60分以上(新生免計)。

補助對象：五專1、2、3年級學生。

申請時間：每學期開學後3週內。

審查條件：自103學年度起，五專前三年學生補助學費，具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原住民、身障子女、身障學生另可再補助雜費，請攜帶證明及戶籍謄本至學

務處辦理。

39



申請學生團體保險理賠
須準備之相關資料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如下

學生平安保險專區網址（QR-code）：
http://stu.nkut.edu.tw/1page1/super_pages.php?ID=1page102

第 8 條  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

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第 7 條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

1、學生團體保險申請書

2、診斷證明書正本

)章符相本正與或防關院醫蓋加需本影(本正據收、3 

4、學生本人之存摺影本

5、未滿20歲者須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和簽名

6、若有骨折，請附光碟

7、申請時效：自發生日起二年內須辦理申請理賠

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

之關係。教師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

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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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申訴

相關訊息請見學務處網頁
http://stu.nkut.edu.tw/1page1/super_pages.php?ID=1page103

▲ 學務處網頁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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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筆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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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筆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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