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入學須知與時程 

本須知僅包含重要時程，詳細入學資訊請至新生專區網頁查詢，網頁路徑如下： 

元智首頁(http://www.yzu.edu.tw/) 學校行政業務 教務處 新生專區 

辦理事項 辦理時間 詳細說明及查詢網址 單位 

查詢學號 
研究所 8/1 

大學部 8/7 

https://portal.yzu.edu.tw/stdno.aspx 

開放查詢日期：研究所 8/1 pm2:00   大學部 8/7pm2:00 

教務處

註冊組 

上網填寫

學籍資料 
8/1～8/16 

元智首頁 資訊服務 個人 portal 個人資料 學籍卡填寫  

註：填寫完畢後請列印簽名寄回。 

教務處

註冊組 

寄回學籍

資料 
8/16前 

請使用專用信封寄回：1.學籍資料 2.學歷證明影本及身份

證影本黏貼表 3. 學生兵役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女生免) 

教務處

註冊組 

碩博新生

住宿申請 

8/2 10:00～

8/7 12:00 

說明：元智首頁 行政業務 學務處 宿舍服務 新生區 

申請：元智首頁 資訊服務 個人 portal 住宿申請 

學務處

宿服組 

大一新生

住宿申請 

8/8 10:00～

8/12 24:00 

說明：元智首頁 行政業務 學務處 宿舍服務 新生區 

申請：元智首頁 資訊服務 個人 portal 住宿申請 

學務處

宿服組 

查詢註冊

繳費單 

8/21可上網

查詢列印 

元智首頁 學校行政業務 教務處 註冊相關 註冊繳費 

或  元智首頁 註冊繳費 

總務處

財管組 

就學貸款

及優待 
8/21～9/10 

元智首頁 學校行政業務 學務處 生活輔導 獎助學金 就學貸款 

元智首頁 學校行政業務 學務處 生活輔導 獎助學金 就學優待 

學務處

生輔組 

註冊費繳

費期間 
8/21～9/7 

元智首頁 學校行政業務 教務處 註冊相關 註冊繳費

(信用卡繳費 9/6截止) 

總務處

財管組 

英語營住

宿繳費 
8/22～8/28 元智首頁 學校行政業務 學務處 宿舍服務 新生區 

學務處

宿服組 

英語營入

住宿舍 
9/1～9/2 

元智首頁 學校行政業務 學務處 宿舍服務 新生區 學務處

宿服組 

新生入學

輔導 
9/3 

元智首頁 學校行政業務 教務處 新生專區 學務篇 新

生入學典禮暨定向輔導系列活動 

學務處 

大一新生

健康檢查 
9/4 

元智首頁 學校行政業務 學務處 衛生保健 醫療服務

健康檢查 

學務處

衛保組 

新生英語

營 
9/4～9/7 http://ilcc.yzu.edu.tw/chinese/ 

國際語

言中心 

第三階段

選課 

9/4 12:00～

9/17 12:00 
元智首頁 學校行政業務 教務處 新生專區 選課篇 

教務處

課務組 

轉學生碩

博生健檢 
9/7 

元智首頁 學校行政業務 學務處 衛生保健 醫療服務

健康檢查 

學務處

衛保組 

入住宿舍 9/8～9/9 元智首頁 學校行政業務 學務處 宿舍服務 新生區 學務處

宿服組 

正式上課 9/10 正式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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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各單位聯絡電話 

元智總機：03-4638800 轉分機號碼    元智首頁：http://www.yzu.edu.tw/ 

承辦單位 分機 

教務處櫃台 2252 

教務處註冊組 

1. 資訊學院、人社院，分機：2253 

2. 管理學院，分機：2254 

3. 電通學院、工程學院，分機：2931 

教務處課務組(選課) 2259、3205、2933、2941、2258 

學務處生輔組(貸款、優待) 2249、2237 

學務處處本部(新生入學輔導) 2919、2921 

學務處衛保組(體檢) 2233、2234、2920、2236 

學務處宿服組(住宿) 2867、2865、2880 

軍訓室(新生辦理兵役) 2922 

軍訓室(轉學生軍訓抵免) 2922 

總務處財管組(註冊繳費) 2274、2273、2269、2262 

國際語言文化中心(新生英語營) 3242、3243 

通識教學部(轉學生通識抵免) 2332、2333 

警衛隊 (汽車停車證) 2261 

資服處圖書館櫃台 2321、2322 

 

單位 分機 單位 分機 

生醫碩 2363、2372 機械系 2451、2452 

資工系 2363、2351、2379 工管系 2519、2501、2502 

資管系 2601、2604、2791 化材系 2551、2575 

資傳系 2133、2658、2641、2647 生技所 2181 

資訊學院英語學士學程 2363、2379 工程學院英語學士學程 2451、2452 

社政系 2162、2161 電機系甲組 7101、7102 

應外系 2748、2727 電機系乙組 7301、7302 

中語系 2707、2706 電機系丙組 7501 

藝設系 3301、3304 電通學院英語學士學程 7901 

人社學院英語學士學程 2748、2727 管理學院博士班 6052 

文產博 2701 管理學院學士班 6081、6082、6083、6084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6051、6052、6041、6081 管理學院學士英語專班 6091 

管理學院財務金融暨會

計碩士班 

6061、6062 管理學院管理碩士在職

專班 

6071、6072 

 

http://www.yz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