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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手冊注意事項 ☺ 

  哈囉～各位學弟妹們！首先歡迎你們加入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我們是第

34 屆系學會，無論你們是對接下來的大學生活抱著什麼心情。我們都很開心迎

接你們的到來。大學是一段全新的旅程，期望你們在這未來四年可以過得精彩豐

富！ 

 

1. 新生手冊中的所有資料都與新鮮人的你至關重要，請務必詳細閱讀每一頁的

內容！ 

A. 重要資料填寫：請掃描第七頁的 QR Code，進入資料填選區。有許多要

填寫並繳回的資料。在第二項資料填寫區的「(一)填寫上傳繳交一覽表」

裡面寫得很清楚，請務必每一樣都要完成。其中學生證申請書、兵役狀

況調查表、身體狀況調查表、資源教室介紹與特殊需求調查表、銀行帳

戶設定，這些資料請務必在規定時間完成填寫！ 

B. 住宿申請：請你掃描第七頁的 QR Code，進入資料填選區。找到宿舍申

請，內有詳細資料。如需住宿的學弟妹請務必在 8/3（六）15:00 至 8/21

（日）23:59 間申請，錯過時間就只能等候補，住在桃園區的同學們在

抽宿舍可能會比較不容易上，但候補還是有機會，務必留意相關訊息。 

C. 小建議：住宿是一個值得的回憶。有些回憶錯過就無法再獲得，鼓勵各

位同學體驗宿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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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搬宿須知：注意！新生搬宿日期為 9/3（六）以及 9/4（日），資管系搬

宿日期為 9/4（日），這兩天學校都會有工讀生幫你們搬運行李，但是只

有 9/4當天會有系學會的學長姐們來幫你們把行李送到房間。如果想請

教學長姐一些問題，當天是個好機會！最後希望你們把行李用較大的行

李箱或是袋子封裝，以便工作人員搬運。 

E. 校外活動家長同意書，請記得於註冊日當天交給幫忙註冊的學長姐們！ 

F. 新生學涯體驗營：也就是新生訓練，日期為 9/5（一）～9/7（三）。這是

學校規定的新生重要集會，所以每位新生都務必要參加，若當天無法前

來必須按照請假流程請假。 

G. 新生宿營：今年宿營我們和物理系、財金系合辦，日期在 9/7（三）~9/9

（五），這是一個認識新同學的好機會！除了熟悉系上的同學，還有機會

認識到別系的朋友哦！錯過可就沒有機會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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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著，以下內容關係著大家未來大學生活的資訊，這些也一樣很重要！ 

A. 年度活動表、系費說明以及系服 

    年度活動表為今天資管系學會為各位中原資管系的學生所準備的

精彩活動，無論是體育性或是聯誼性，應有盡有，歡迎大家的參與！但

部分活動可能會因為疫情的關係而做些調整。系費部分，每學期的開始

與結束時系學會皆會公布預算與結算，清楚財務流向讓各位同學不必擔

心！ 

B. 衣服尺寸調查（系服、系外套） 

    請實際測量你們的尺寸，並在規定時間內掃描 QR Code 填寫尺寸，

如果預計會變胖或變瘦的，要算好尺寸哦！ 

C. 各社群的 QR Code & 系主任的話 

    有關資管系大大小小的社群都在後面，務必都加入才能第一時間獲

得系上相關資訊唷！ 

  



 

5 

資管系社群 

 

 

 CYCU_IM（FB社團） 

這裡是系上重要事情宣布的地方，舉

凡課程資訊、活動快訊、工讀資訊、

遺失物品等重要事項。 

 

 

 

 111 中原資管新鮮人（Line群組） 

在 LINE 群組裡我們也會同步更新資

訊，也歡迎大家在群組裡面聊天與自

我介紹！有問題也歡迎在裡面提問，

我們會馬上為各位解答的！ 

 

 

 

 中原資管系學會（Instagram） 

也可以直接搜尋：cycuim 

這裡將會有系學會所有活動的最新

消息，快幫我動動你們的手指，按讚

追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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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資管系學會（FB 粉專） 

這裡和 IG 一樣都會有系學會活動最

新消息！快按讚不錯過任何資訊！ 

 

 

以上社群請務必掃描加入！如果有掃描不到的同學也不用緊張！ 

以下是學長姊的 LINE，加入我們後會再將你們加進群組的~ 

 

 

 

職位 & 姓名 LINE ID 手機 

會長：吳彥霖 581517552 0976385870 

執秘：唐伃萱 shana0710 0902206710 

執秘：李亞錡 230488716 0965733027 

執秘：葉絮喬 0928888964 0928888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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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填寫區 

 

各位學弟妹們，翻開學校給你們的新生手冊的第 6頁。 

上面是不是有需要你們上傳給學校的一些資料呢？ 

請你們務必在期限內繳交上傳每份重要資料。 

需要回郵繳交資料也請在 9月 5 日前寄回到教務處課務與註冊組。 

掃描下面的 QR Code後就可以直接填寫囉！ 

在填寫的過程中有任何問題也可以詢問系學會的學長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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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系學會 

 

 各位新生你們好，我們是中原大學資管系學會，首先歡迎你們就讀

資管系，相信在大學生活開始之前，你們都對未來四年的大學生活有

著相當的期待吧？ 

 

 想要在大學生活中嘗試脫離舒適圈，過著和高中職時期不一樣的生

活嗎？參加學校的社團、學生會，一定會讓你們滿足對大學的期待。

除了以上，加入系學會也可以讓你們的大學生活增添不一樣的色彩！

如果覺得剛步入這個陌生的環境，心中有許多問號時，請不要吝嗇地

詢問，系學會的學長姐各個善良體貼，會幫各位解決你們心中的疑難

雜症的。 

 

 無論你們抱著怎麼樣的想法來到中原資管系，系學會的每一位成員

都熱烈的歡迎你們的加入到這個溫馨又快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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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年度活動 

 

  哈囉！各位可愛的學弟妹們，相信你們一定對大學四年充滿期待

與好奇吧！系學會為大家準備很多很多的精彩活動！希望你們可以玩

得開心！ 

 

 大學四年絕不會像高中職時期一樣整天都在埋頭讀書，除了顧課業

以外，當然少不了參與其他活動，藉由這些活動可以讓你紓解壓力，

讓你在課業壓力之中找到一個可以舒緩的出口，不僅可以更快認識到

班上同學，還可以認識到系上的學長姐們。勇敢的踏出第一步！千萬

記得！不要害羞！多參加系上的活動，增加自己在系上的存在感吧！ 

 

 這些精彩活動的經費來源都是來自大家所繳交的系費，系費總共

4,000 元，包含四年系費以及各位的系服。每學期的系費都是依據每學

期末所開的預算會（由班上的兩位監委與系學會來審核預算）來決定。

系學會的總務股也會每個月公告財務狀況，公開讓大家檢視監督，減

少大家對系費用途的質疑。這樣大家應該了解系費的用途吧，以下是

我們一整學年度的活動，這一整年下來的活動一定會讓你們難以忘懷，

所以要來參加哦！不見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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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活動 活動說明 

食字路口 由學長姊們帶你們一起到中原夜市進行美食探索吧！  

小運會 

田徑、游泳新生盃。還有有趣好玩的團康遊戲，是與其他系

增進感情的好機會～ 

知識王 聰明才智無從發揮嗎？快來知識王大賽，動腦拿獎勵！ 

資管之夜 

資管年度大戲！班級與班級的對抗，挖掘被你埋沒的演藝天

分！ 

傳情 在十二月冷冷冬季向喜歡的對象傳遞自己的心意吧！ 

麻將比賽 大家都來搓一下！ 

電競盃 快和朋友們組隊來挑戰系上的電競強者吧！ 

 

下學期活動 活動說明 

大運會 擁有全大學項目最齊全的大運會，你能掌握幾個呢？ 

資韻獎 資管好聲音！下一個就是你~ 

系出遊 資管一家人，和大家一起出去玩吧！ 

攝影大賽 拍出最引以為傲的照片，成為系上的攝影大師！ 

主任盃 

有各種球類運動競賽，又有豐富的獎金！快和班上同學一起

參加吧！ 

名人講座 名人生涯經歷分享，讓迷惘的你找到人生方向！ 

畢業典禮 木棉花開的季節，祝福學長姐們未來能夠鵬程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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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迎新宿營報名表單 

嘿！說到大一新鮮人絕對離不開宿營吧～ 

你是不是還在猶豫要不要參加宿營呢？ 

別猶豫了！參加宿營可以說是人人進入大學的願望清單呀！ 

回想起當時最不後悔的就是參加宿營！ 

就連現在的好朋友都是當時參加宿營認識的呢～～ 

無論是合舞、大地遊戲都好讓人懷念！ 

你想要為大學生活上色嗎？ 

你想趕快認識系上學長姐嗎？ 

你想在中原這個大家庭有好朋友們嗎？ 

那麼⋯我們在 

       9/7～9/9      桃園市龍潭區渴望園區 

為大學生活展開序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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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帳帳戶 

 

大家的系費繳交（$4,000 元）請繳至以下戶頭 

$4,000 元系費，包含系服以及四年系費 

另外，請有報名宿營的學弟妹，也將錢繳至以下戶頭 

$3,500 元報名費，包含三天的住宿、餐飲、營服費用 

 

郵局代號：700 

郵局帳號：0281123 0291394 

戶名：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會謝彥睿 

分局：中原大學郵局 

 

有關於系費上的任何問題，請與聯絡人聯繫！ 

請務必在 8 月 31 日前完成匯款並在轉帳時註明帳號末 5 碼 

以利總務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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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尺寸丈量表 

 

 

 

 

請掃描下頁 QR Code 填寫尺寸， 

請於 8/31 前填寫完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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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掃描 QR Code 填寫尺寸，請於 8/31 前填寫完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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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歡迎大家加入中原資管所這個大家庭！ 

 中原大學講求「全人教育」的精神，不僅注重同學們的專業

能力，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同時也重視同學們的全人發展，雖

然剛開始可能會有課業壓力適應上的問題，但畢業之後你/妳

將會發現在這四年中收穫特別多，練就收集資料與自我學習的

好本事，以及良好的時間管理與壓力承受。除此之外，妳/你會

發現中原可愛的地方，例如：中原的美食、中原的堅持與中原

的熱忱。 

 

Are you ready?  

Enjoy your campus life! 

 

 

 

資管系系主任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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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茶會報名表單 

 

哈囉～各位中原資管的學弟妹你們好～ 

對於即將到來自由又精彩的大學生活 

你是不是充滿憧憬與期待，卻也同時感受到未知惶恐呢？ 

無論是學校環境、住宿、選課、系隊、社團 

以及緊接著的迎新宿營活動 

還有開學後即將到來的資管之夜！ 

有什麼疑問，都可以在茶會中得到學長姐的經驗分享喔！ 

準備好加入中原資管了嗎？ 

學長姊們都非常歡迎你們的到來哦！！ 

 

有關茶會的任何問題也可以詢問負責茶會

的學長哦！ 

快掃描 QR Code 報名！ 

 

負責人 LINE ID 聯絡電話 

吳彥霖 581517552 0976385870 

段浩恩 ht2002 098744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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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時程表 

 

日期 重要事項 

8/3 ~ 8/21 新生宿舍申請 

8/23 新生茶會中南部場 

8/24 新生茶會中原大學場 

8/25 新生茶會北部場 

8/31 前 迎新宿營報名 

8/31 前 迎新宿營繳費 

8/31 前 系費匯款 

8/31 前 系服尺寸填寫 

9/3 ~ 9/4 新生搬宿日 

9/5 ~ 9/7 新生學涯體驗營 

9/5 新生註冊日 

9/12 全校開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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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小叮嚀 

 

 

聯絡人 

會長：吳彥霖 

0976385870 

副會長：唐伃萱 

0902206710 

 

執行秘書：李亞錡 

0965733027 

執行秘書：葉絮喬 

0928888964 

 

 系服代表著一系的象徵，記得於 8/31

前填寫完尺寸唷！！ 

 系費繳交請於 8/31前完成！！ 

 9/5註冊日當天請攜帶 

1. 家長同意書 

2. 一支筆 

3. 開心的心情 

 

 最後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透過上面

的 QR  Code 填表單來詢問！也可以

在群組直接發問，我們會馬上為你們

解惑的！ 

 

 

期待 9 月與你相見，再次歡迎你加入中原資管大家庭！ 

所有的最新資訊與活動消息都在粉絲專業與社團中哦！ 

 



 

 

中原大學生活圈 

相信剛步入中原

大學的你們肯定

對附近環境感到

陌生吧？學長姐

已經整理成一張

地圖可以讓你們

參考。中原大學附

近生活機能方便，

文具店、五金行應

有盡有，中原美食

更是令人食指大

動，就讓我們來一

探究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