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務股長講習資料 

學分學雜費相關事宜： 

1、111-1 減免學雜費（請參閱附件-減免申請須知） 

補申請日時間：111/9/19~23 止（一～五）17:00~21:00。 

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減免申請須知 

2、111 學年度大專院校弱勢助學計畫 

本校配合教育部「公私立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針對中低收入家庭（全家年收

入低於 70 萬元）之學生給予就學補助，為進一步協助弱勢學生順利就學，請符合

資格之進修部同學踴躍申請。（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弱勢助學申請須知） 

※111 學年度弱勢助學申請日期及繳件地點： 

111/9/19~10/20（一～五） 17:00～21:00 忠孝樓 2 樓進修部總務組 

※本補助為一學年申請１次，上學期申請，下學期補助。 

 （上學期須完成註冊手續方可申請） 

3、就學貸款註冊繳件日期 111/9/12~9/16 日 17:00~21:00。辦理就學貸款之同

學需將第二聯銀行對保單送回進修部總務組，才算完成就學貸款申請手續。 

4、111-2 之第二次學分學雜費應補繳（退）學分學雜費辦理時間，出納組約於 10 月

底 11 月初，將再另行公告第二次應補繳（退）學分學雜費辦理的時間。若有疑問

請洽出納組。 

4、總務處出納組（忠孝樓一樓）服務師生時間為：週一~週五至晚上 9 時，請同學繳

費作業等配合服務時間辦理。出納電話:2257-6167 轉分機 1216 

5、111-1 學分學雜費預辦理分期付款之同學，請於 111/9/30 日前完成申請手續 

※一般生、減免學雜費、就學貸款、弱勢助學生如應第 3 階段加選後而產生之應補

繳費用需分期之同學，亦於 111/9/30 前完成申請手續。 

學生汽機車停車證查驗明 

※111 年 10 月 03 日起全面查驗汽機車停車證。 

已申請汽、機車停車證者，請將停車證黏（放）在車牌（窗）上明顯處，便於警衛

巡邏時檢視，避免被鎖（開）車，增加抱（埋）怨及同學之誤解。 



學生汽機車停車證申請（申請須知詳如附件） 

1、機車停車證（線上申請）： 

補申請（個別）機車停車證申請日期: 111/9/17～111/9/30 日止 

補申請（個別）機車停車證繳費日期: 111/9/21～111/9/30 日止 

※停車證申請系統 https://cc.chihlee.edu.tw/stdParking/ 

【致理首頁→在校學生→就學服務→停車證申請系統】 

※機車：請將停車證〝貼於機車車牌明顯處〞。 

※機車停放停車場內各通往出口處，影響人進出之通道，請勿任意停放”個人方便影

響他人行動是沒公德心”請同學互相體諒。 

2、汽車停車證（紙本申請）：申請日期為 111/9/19~111/9/23。 

※請以正楷填妥申請書後，並附上學生本人之駕照影本及汽車行照影本交至總務組審

核。（如非本人車輛，請附關係証明） 

※汽車：請進入停車場時，將停車證放置於〝方向盤前擋風玻璃處下方〞。 

校園設備申請之使用說明  

1、各教學大樓（各樓梯口）均設有通聯電話，提供教學生活設施有損毀不堪使用、設備

損壞、環境汙染、意外事件發生時可與行政單位聯繫，發揮即時反映處理等功能。 

2、各班級每日最後節課下課，請各班總務股長協助檢查擴音器、冷氣、電扇、投影機、

電燈之電源是否關閉避免浪費資源。（冷氣開關已設定只要按開啟便可）。教室內之各

項設備切莫任意移出教室外；若有移動，請能用畢歸位。 

3、為加強校園安全，已於多處設置監視系統，並有保全人員加強巡邏，亦請同學留意，

將金錢或貴重物品隨身攜帶切勿留置教室。 

4、教學設備（投影機、數位講桌）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聯合服務中心 2257-6167 分機 1249

冷氣設備管制（按各教室課表管制）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課務組 2257-6167 分機 1244 

進修部總務組電話：22576167 轉分期 1375、1317 

 

 

https://cc.chihlee.edu.tw/stdParking/


111-1 進修部『減免學雜費』申請須知(補申請) 

※※因應疫情關係，配合遠距教育的實施，111-1 學期之減免學雜費申請步驟更改

如下，請同學按規定完成申請手續：  

 

 

 

 

 

注意事項： 

1、請於本校規定申請期限內辦理申請，逾時或文件不齊者恕不受理。 

2、未完成之前學期之註冊程序或有欠繳學分學雜費者不予受理。 

3、同一教育階段所就讀之相當年級（學期）已領有助學金者，不得重複申領。 

4、已申請減免學雜費者，不得再申請政府其他助學措施之助學金。 

5、 減免補助範圍包含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但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重

修及補修等就學費用。 

※同時申請就學貸款及減免學雜費，相關申請說明請參閱就學貸款申請須知及減免學雜

費申請須知。如有任何相關問題，請洽詢進修部總務組 

 聯絡電話: 2257-6167 轉 1317  e-mail：e2034@mail.chihlee.edu.tw 

 

申請網址：https://cip2.chihlee.edu.tw/index.do?thetime=1629164748248 

【致理首頁→入口網站→上方應用程式→減免學雜費申請系統】 

步驟 1：線上申請～減免學雜費申請系統（入口網站） 

補申請時間為：111/9/12~9/23 

繳件日期：111/9/12～111/9/23(一~五) 16~21 時 (例假日除外) 

繳件地點：忠孝二樓進修部總務組 

應繳文件： 

1、減免申請書暨切結書 (減免學雜費系統列印) 

(線上申請完成後列印出紙本並於註明蓋章及簽名蓋章處，蓋章及簽名) 

2、學生及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含詳 

細記事) 

3、減免學雜費各類別應繳佐證文件如下表【減免學雜費各類別應繳佐證文件】 

步驟 2：書面資料繳交（開學後） 

日期：111/9/12～111/9/23(一~五)16~21 時 

mailto:e2034@mail.chihlee.edu.tw
https://cip2.chihlee.edu.tw/index.do?thetime=1629164748248


減免學雜費各類身份應繳佐證文件表 

身份別 應繳佐證文件（有效期限內） 減免比例 

給卹期內(滿) 

軍公教遺族子女 

撫卹令、或撫卹金證書、或軍人遺族就學證明書影本 

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新式戶

口名簿影本(含詳細記事) 

＊首次辦理者須親臨進修部總務組填寫申請書。 

按規定 

現役軍人子女 

家長：軍人身分證(申請單請詳填職銜)影本 

學生：現役軍人眷屬身分證影本 

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新式戶

口名簿影本(含詳細記事) 

學分學雜費30%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低(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查驗正本) 

＊縣市政府社會局或各地公所核發之低(中低)收入戶證

明書 

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新式戶

口名簿影本(含詳細記事) 

低收： 

學分學雜費全額 

中低收： 

學分學雜費60% 

原住民學生 

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新式戶口

名簿影本(含詳細記事) 

學分學雜費90% 

最高上限30,200 

特殊境遇家庭 

之子女、孫子女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科）或鄉（鎮、市、

區）公所開具尚在有效期限內之特殊境遇婦女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查驗正本） 

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新式戶

口名簿影本(含詳細記事) 

學分學雜費60% 

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查驗正本） 

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新式戶

口名簿影本(含詳細記事) 

學分學雜費比例 

重度：100% 

中度：70% 

輕度：40% 

※申請身障類減免學雜費之家庭年收入不得超過 220 萬元 

家庭年收入應列計人員說明： 

學生婚姻狀態 未婚者 已婚者 離婚或配偶死亡者 

家庭年所得收入

應列計人員 

(關係人) 

未成年︰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已成年︰與其父母或未成年時之法定監護人 
與其配偶 為其本人 

 



 

致理科技大學 進修部「111 學年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本補助為一學年申請一次，上學期申請(上學期費用須先繳清)，下學期補助。 

一、申請對象及資格  

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就讀國內大專校院具有學籍（不包括七年一貫制前三年、五專前

三年、空中大學、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學程、學士後多元專長培力課程、研究所在職專班及社會救

助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7 款對象）於修業年限內之學生，且符合下列情事者： 

下列土地或房屋之價值，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得扣除： 

 未產生經濟效益之原住民保留地；其認定，準用未產生經濟效益原住民保留地認定標準辦理。 

 未產生經濟效益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及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路；其認定，準用未產生經濟效

益公共設施保留地及具公用地役關係既成道路認定標準理。 

 未產生經濟效益之非都市土地之國土保安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古蹟保存用地、墳墓用地及水

利用地；其認定，準用未產生經濟效益之非都市土地之國土保安用地及生態保護用地認定標

準、未產生經濟效益之非都市土地之古蹟保存用地認定標準、未產生經濟效益之非都市土地墳

墓用地認定標準、未產生經濟效益之非都市土地之水利用地認定標準辦理。 

 祭祀公業解散後派下員由分割所得未產生經濟效益之土地；其認定，準用祭祀公業解散後派下

員由分割所得未產生經濟效益土地認定標準辦理。 

 未產生經濟效益之嚴重地層下陷區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其認定，準用未產生經濟效益之嚴

重地層下陷區之農牧用地及養殖用地認定標準辦理。 

 因天然災害致未產生經濟效益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及林業用地；其認定，準用因天然災害致

未產生經濟效益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及林業用地認定標準辦理。 

 依法公告為污染整治場址。但土地所有人為污染行為人，不在此限。 

前目家庭年所得(包括分離課稅所得)、利息及不動產總額，應計列人口之計算方式如下： 

學生婚姻狀態 未婚者 已婚者 離婚或配偶死亡者 

家庭應計人員 

(關係人) 

未成年：與其法定監護人合計 

已成年：與其父母合計 
與其配偶合計 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如有任何問題可親洽或電洽進修部總務組詢問 聯絡電話: 2257-6167轉1317  忠孝2樓進修部總務組 

家庭年所得，指最近一次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

年度綜合所得稅家戶綜合所得總額 
家庭年所得合計 70 萬元以內 

新生及轉學生除外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高於 60 分 

指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年度綜合所得稅家戶利

息所得總額。利息所得來自優惠存款且存款本金未逾

100萬元者得檢附相關資料 

家戶年利息所得合計 2 萬元以內 

不動產價值，依計畫每年送請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核

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價值為準 
家庭不動產價值合計 650 萬元以內 



 

二、補助金額及範圍 

級距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家庭年所得 30 萬以下 30 ～40萬以下 40 ～50 萬以下 50 ～60 萬以下 60 ～70 萬以下 

補助金額 35,000 27,000 22,000 17,000 12,000 

1、 本項補助範圍包括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學雜費基數，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重

修及補修等就學費用。 

2、 該學年度實際繳納之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學雜費基數如低於本計畫補助標準，

僅得補助該學年度實際繳納數額。  

3、 同一教育階段所就讀之相當年級已領有助學金者，除就讀學士後學系者外，不得重複申領。  

4、 已申請本部各類學雜費減免及政府其他助學措施（人事行政總處公教人員子女教育補助費、法

務部被害人子女就學補助、法務部受刑人子女就學補助、臺北市失業勞工子女就學費用補助、

新北市失業勞工子女就學費用補助、勞動部失業勞工子女就學補助、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

單親培力計畫學費、學雜費及學分費補助、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民子女就學獎助學金、行政

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子女就學補助等）者，不得再申請本計畫助學金。 

※政府各類獎助學金依發放順序辦理完成後，學生嗣後如要求退回或放棄已補助金額，應不予辦理。 

三、111 弱勢助學之申請流程 

★本補助為一學年申請一次，上學期申請(需完成 111-1註冊)，下學期補助。 

流程 1、弱勢助學金申請流程 

 

 

流程 2、約 11 月中公告弱勢助學核定之結果 

請於弱勢助學申請系統→學生弱勢助學查詢)※如對弱勢審核結果有疑義者，請於 11 月 25 日(時間

暫定)前依系統說明備齊相關文件至進修部總務組辦理覆查作業。(逾時不侯) 

流程 3、合格同學之弱勢助學金直接扣抵於下學期(111-2)學分學雜費。 

※依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補助金額退還溢貨金額予承貸銀行原則：111整學年度有申請就學貸款之學

生，弱勢助學補助金扣除下學期應繳學分學費後(不含平保費跟電腦費)，如有餘額者，如上學期有申請就

學貸款之同學，需先行償還上學期就學貸款費用，仍有餘額者，才可撥予學生受領。 

繳件期間及地點：111/9/19~10/20(一~五)下午 4~9時忠孝樓 2樓 進修部總務組 

應繳文件： 

(1)111學年度弱勢助學金申請單~(弱勢助學系統中填寫列印,需簽名+蓋章)  

(2)家庭應計列人口之戶籍謄本正本(3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新式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 

※如關係人與學生不同戶籍者請分別檢附(請參閱家庭應列人口之說明表) 

(3)110學年第 2學期成績單正本。(新生及轉學生免附) 

網址：https://cip2.chihlee.edu.tw/index.do?thetime=1628734313287 

致理首頁→入口網站→學生登入→點選上方應用系統→弱勢助學申請系統 

線上說明會網址: https://es100.chihlee.edu.tw/p/412-1008-3717.php 

 

步驟 1：線上申請 111/9/19~111/10/20~弱勢助學申請系

統  

步驟 2：書面資料繳交~ 

繳件期限：111/9/19~111/10/20(一~五)下午 4-9 時 忠孝 2 樓進修部總務 

https://cip2.chihlee.edu.tw/index.do?thetime=1628734313287
https://es100.chihlee.edu.tw/p/412-1008-3717.php


進修部 111-1 學生汽、機車停車證申請須知 

一、機車停車證申請-線上申請 

提醒：先上傳機車駕照照片，再申請機車停車證。 

1、線上申請～停車證申請系統(第一批於 9/11 已截止) 

第 2 批線上申請期間：111/9/17～111/9/30 日止 

停車證申請系統 https://cc.chihlee.edu.tw/stdParking/parkingLogin.aspx 

【致理首頁→在學學生→就學服務→停車證申請系統】 

申請步驟 

步驟１：點選機車駕照 

 

 

 

 

 

 

 

步驟２：上傳學生本人駕照正面照片 (限 JPG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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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學生駕照正面照片 

(限 JPG 檔) 

上傳機車駕照照片 

https://cc.chihlee.edu.tw/stdParking/parkingLogin.aspx


步驟３：點選機車停車證申請→填寫申請之機車車牌號碼 

 

 

 

 

 

 

2、班級統一收費～每車每學期 150 元 

第一批(9/11 之前線上申請)請總務股長於 111/9/12~9/16(一~五) 17~21 時至忠

孝二樓進修部總務組領取各班機車停車證申請收費明細表。 

總務股長收齊款後併同收費明細表，再行至忠孝一樓總務處出納組繳錢(繳費截止日至

111/9/23 日)。總務處出納組服務時間：週一至五 9 時~21 時 (例假日除外) 

 

第二批(9/17)之後線上申請之同學，請於 9/22 日之後個別至進修部務組(忠孝二樓)辧

理繳費及領車證。 

3、機車停車證發放(停車證製作完成後會發送簡訊給班級負責人) 

提醒事項  

請將停車證貼於機車車牌上明顯處，無車證者請勿停車入校，車證巡查皆依車牌上有

無張貼當學期停車證，請同學務必將停車證張貼於機車車牌上以便查驗人員審查。 

停車證申請皆以車為單位申請，如果同時有多部車使用者，請酌情申請所需之停車

證。 

二、汽車停車證申請-紙本申請(每學期費用 2500 元) 

1、申請期間：111/9/12~9/23 

請以正楷填妥申請書後，並附上學生本人之駕照影本及汽車行照影本交至總務組審

核。（如非本人車輛，請附關係証明） 

申請過上學期停車證之同學，需持舊停車證及停車證申請書（不需檢附證件影

本資料）至進修部總務組申請本學期汽車停車證。 

汽車停車證申請書下載網址：

https://es100.chihlee.edu.tw/var/file/8/1008/img/1449/186245369.pdf 

致理首頁→行政單位→進修部→左側表單下載→總務組→汽車停車證申請書 

＊如有任何問題請撥打電話 2257-6167 轉 1317、1375 詢問。  

３ 

填寫申請之車牌號碼 

https://es100.chihlee.edu.tw/var/file/8/1008/img/1449/186245369.pdf


進修部學生停車證申請注意事項 

1、無車證者請勿入校停車入校，車證巡查皆依車牌上有無張貼當學期停車證為依據，

無張貼車證者一律鎖車處份，請同學務必將機車停車證車證張貼於機車車牌上。 

2、校內停車場僅開放學生於晚間上課時間使用，非上課時段，請勿停放。 

  進修部學生汽、機停車時間：週一至週五 17:30~22:30 (例假日除外) 

※無車證者嚴禁入校停車。 

3、停車證限本人使用（本校學生），凡違規者或未依規定停放者，經警衛或行政單位告

誡後規勸不聽者，得立刻撤銷停車證。（依校內車輛停車管理辦法） 

4、進入停車場時，請減速慢行，以維安全。請同學將機車停車證貼於機車車牌上明顯

處，汽車識別證放置於駕駛座前方擋風玻璃明顯處，俾利查驗。 

5、請妥善保管個人之停車證，遺失後申請補發者，補發費用機車為 75 元，汽車為

1000 元。(補發停車證僅以一次為限) 

6、汽機車禁止臨時停放及臨时隔夜停放，未依規定辦理者，車輛逕行加鎖處理。如遇

偶發狀況，請先告知總務處事務組。(違者得撤銷停車證) 

7、車輛應依劃定之停車格停放，未依規定停放或無車輛識別證者，管理人員可逕行加

鎖，開鎖費用汽車每輛 500 元、機車 100 元，請至總務處出納組繳交。 

※請加鎖後車主請於當日將車輛開離停車場者，如未開離者將依累計方式進行收費。 

8、停車場僅提供停車，對停放之車輛及車內物品之遺失或損壞，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遇有災難或其他事變時，車輛駕駛人應自行將車輛駛離。 

9、本校車輛停車管理辦法及地下停車場場管理要點，參考網址：致理首頁→行政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法規辦法。 

10、本校汽車停車位有限，請同學務必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停車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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