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入學須知與時程(9/2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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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https://portalfun.yzu.edu.tw/WFC/stdno.aspx 

開放查詢日期：研究所 8/1 pm2:00  大學部 9/1 am10:00 

教務處

註冊組 

分機 

2252 

上網填寫

學籍資料 

研究所 8/1 

大學部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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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2 

寄回學籍

資料 

研究所 8/13 

大學部 9/13 

請使用信封寄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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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2 

碩博新生

住宿申請 

8/2 10:0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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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7 

碩博新生 

註冊繳單 

8/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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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2 

2274 

碩博新生 

貸款優待 
8/2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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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9 

2237 

碩博新生 

繳費期間 
8/2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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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截止) 

總務處

財管組 

2262 

2274 

大一新生

住宿申請 

9/1 10:0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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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7 

大一新生 

註冊繳費 

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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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2 

2274 

大一新生 

貸款優待 
9/1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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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9 

2237 

大一新生

繳費期間 
9/1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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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截止) 

總務處

財管組 

2262 

2274 

第三階段

選課 

9/13 12:00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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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9 

 

大一新生

定向輔導 
9/17(線上) 

元智首頁 學校行政業務 教務處 新生專區 學務篇 新

生定向輔導活動 (因疫情變化不定，請隨時注意網站公告) 

學務處 2919 

2921 

大一入住 9/20-10/5 元智首頁 學校行政業務 學務處 宿舍服務 新生區 宿服組 2867 

大一新生

身心填答 

9/22前 

(線上) 

元智首頁 學校行政業務 教務處 新生專區 學務篇 大

一新生身心基本資料表(因疫情不定，請隨時注意網站) 

學務處 

諮就組 

2927 

正式上課 9/22 依 CDC防疫指引，9/22-10/5 採線上教學，10/6起恢復實

體上課人數限制，將視狀況作滾動式調整，請留意公告。 

教務處

課務組 

2259 

 

轉學生碩

博生健檢 
10/15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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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變化不定，請隨時注意網站公告) 

學務處

衛保組 

2236 

2233 

大一新生

健康檢查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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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變化不定，請隨時注意網站公告) 

學務處

衛保組 

2236 

2233 

新生

專區

網頁

資訊 

http://www.yzu.edu.tw/
http://www.yzu.edu.tw/
https://www.yzu.edu.tw/index.php/tw/administrative-unit
http://www.yzu.edu.tw/admin/aa/
https://www.yzu.edu.tw/admin/aa/index.php/tw/2016-01-14-06-22-08
https://portalfun.yzu.edu.tw/WFC/stdno.aspx
https://portalx.yzu.edu.tw/PortalSocialVB/Login.aspx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7-12-07-44-41/2016-07-19-01-31-08
https://portalx.yzu.edu.tw/PortalSocialVB/Login.aspx
https://www.yzu.edu.tw/index.php/tw/administrative-unit
http://www.yzu.edu.tw/admin/aa/
https://www.yzu.edu.tw/admin/aa/index.php/tw/2016-03-22-06-43-55/108-2016-02-01-08-06-04
https://www.yzu.edu.tw/admin/aa/index.php/tw/2016-03-22-06-43-55/108-2016-02-01-08-06-04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3-25-05-42-29/2016-06-27-08-12-01/2016-06-27-08-13-21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3-25-05-42-29/2016-06-27-08-12-01/2017-03-29-09-25-55
https://www.yzu.edu.tw/index.php/tw/administrative-unit
http://www.yzu.edu.tw/admin/aa/
https://www.yzu.edu.tw/admin/aa/index.php/tw/2016-03-22-06-43-55/108-2016-02-01-08-06-04
https://www.yzu.edu.tw/admin/aa/index.php/tw/2016-03-22-06-43-55/108-2016-02-01-08-06-04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7-12-07-44-41/2016-07-19-01-31-08
https://portalx.yzu.edu.tw/PortalSocialVB/Login.aspx
https://www.yzu.edu.tw/index.php/tw/administrative-unit
http://www.yzu.edu.tw/admin/aa/
https://www.yzu.edu.tw/admin/aa/index.php/tw/2016-03-22-06-43-55/108-2016-02-01-08-06-04
https://www.yzu.edu.tw/admin/aa/index.php/tw/2016-03-22-06-43-55/108-2016-02-01-08-06-04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3-25-05-42-29/2016-06-27-08-12-01/2016-06-27-08-13-21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3-25-05-42-29/2016-06-27-08-12-01/2017-03-29-09-25-55
https://www.yzu.edu.tw/index.php/tw/administrative-unit
http://www.yzu.edu.tw/admin/aa/
https://www.yzu.edu.tw/admin/aa/index.php/tw/2016-03-22-06-43-55/108-2016-02-01-08-06-04
https://www.yzu.edu.tw/admin/aa/index.php/tw/2016-03-22-06-43-55/108-2016-02-01-08-06-04
https://www.yzu.edu.tw/admin/aa/index.php/tw/2016-01-14-06-22-08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freshmen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freshmen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7-12-07-44-41/2016-07-19-01-31-08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u8KLkQoHjzXEveJOJ2bNAwBQKdhCyE3TPi7PHqRxTmKRCC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u8KLkQoHjzXEveJOJ2bNAwBQKdhCyE3TPi7PHqRxTmKRCCQ/viewform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5-31-09-32-29/2016-05-31-09-40-37/2017-01-23-02-53-01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5-31-09-32-29/2016-05-31-09-40-37/2017-01-23-02-53-01


 

元智大學各單位聯絡電話 

元智總機：03-4638800 轉分機號碼  ※校安專線 03-4553698、091688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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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學院英語學士班 2363、2379 工程學院英語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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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通學院英語學士班 7901 

人社學院英語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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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