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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行政資源 

 

認識元智 學校總機 

03-4638800 

 

教務處 

1館 2樓 R1209／註冊組分機 2252 免到校註冊服務／註冊請假流程／學籍管理／成績綜

合 

1館 2樓 R1210／課務組分機 2259 課程相關事項／選課作業／跨系衝堂考登記 

1館 7樓 R1713／教學服務組分機 2257  E化教室設備管理（資訊講桌、投影機）／學習

問卷／期中評量預警／課程輔導 

 

學生事務處 

學生活動中心 2-3樓／分機 2238 

請參見「學生事務處資源」 

 

總務處 

1館 1樓／分機 2260 

場地及物品借用／事務組分機 2014 

校園環境整潔／事務組分機 2272、2014 

掛號信及包裹查詢／郵務代辦分機 2889 

警衛服務／停車證辦理／警衛室分機 2270 

教室燈管桌椅報修／飲水機電梯報修／公共照明廁所報修／工程組分機 2275 

各式繳費出納／財管組分機 2274 

 

研究發展處 

6館 12樓／分機 2282 

學術及產學合作計畫／大專生計畫／教師各項研究獎補助業務／博士生出席國際會議補

助／專業實習／專利技轉 

請參看研發處→補助方案 

 

圖書資訊服務處 

5館 1-3樓／分機 2327 

圖書資源／電子資源／圖書館導覽  分機2322 

合法授權軟體下載／智慧財產權推廣／E-mail ／網路申請 分機2325 

新生資訊服務說明(圖書資訊服務處) (檔案另行提供)  

 

秘書室 

6館 12樓／分機 2213 

https://www.yzu.edu.tw/admin/aa/index.php/tw/
https://www.yzu.edu.tw/admin/aa/index.php/tw/2016-01-03-18-36-29/2016-01-08-08-47-34
https://www.yzu.edu.tw/admin/aa/index.php/tw/2016-01-03-18-36-29/2016-01-08-08-48-12
https://www.yzu.edu.tw/admin/aa/index.php/tw/2016-01-03-18-36-29/2016-01-08-08-51-49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
https://www.yzu.edu.tw/admin/ga/index.php/tw/
https://www.yzu.edu.tw/admin/ga/index.php/tw/2016-03-18-06-05-31
https://www.yzu.edu.tw/admin/ga/index.php/tw/2016-03-18-08-41-48
https://www.yzu.edu.tw/admin/ga/index.php/tw/2016-03-18-07-20-42/2016-03-18-07-38-40
https://www.yzu.edu.tw/admin/rd/index.php/tw/
https://www.yzu.edu.tw/admin/rd/index.php/tw/2016-01-14-02-34-43
https://www.yzu.edu.tw/admin/is/index.php/tw/
https://www.yzu.edu.tw/library/index.php/tw/
http://tutorials.yzu.edu.tw/category/show/id/330#330-1
https://www.yzu.edu.tw/admin/is/index.php/tw/2015-07-20-08-11-40
https://www.yzu.edu.tw/admin/is/index.php/tw/2015-08-04-06-09-34
https://www.yzu.edu.tw/index.php/tw/2016-01-03-17-48-34
https://flowweb.yzu.edu.tw/register/index.php
https://www.yzu.edu.tw/admin/so/index.ph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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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重要議事／校務發展計畫／校務研究／校務評鑑／國際認證與系所評鑑／校務行政

自我評鑑／教師評鑑與獎勵／內部控制制度推動／聯合服務櫃台業務／校史館／尊重智

慧財產權宣導／性別平等教育／網頁意見交流處理 

 

人事室 

6館 12樓／分機 2222 

教職員工聘任／教育訓練／差勤／待遇福利 

 

會計室 

6館 11樓／分機 2228 

綜理本校有關歲計、會計及統計等事項 

 

公共事務室暨校友服務中心 

6館 3樓／分機 2215 

對外公關／校友服務暨聯繫工作／元智電子報刊物製作編輯／元智大學募款業務推動 

 

全球事務處 

7館 2樓／分機 3282-3287  

全校性國際暨兩岸事務／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活動／國際與兩岸學生交換及交流事宜／

招收境外生(外籍生、僑生、陸生) 

 

軍訓室 

學生活動中心 2樓／校安專線 03-455369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校園安全維護／學生生活輔導／僑生生活輔導／兵役緩徵

／校外賃居 

 

終身教育部 

1館 1樓／分機 2492 

人力資源管理師認證課程／語言課程／ TOEIC、TOEFL iBT、IELTS考場／暑期營隊／樂

齡大學／有氧課程／學分班／企業教育訓練／勞工學苑／輔導考試(公寓大廈管理／照顧

服務員訓練) 

 

生活學習資源 

聯合服務櫃檯 

5 館 1 樓／分機：2301-2304 

1、 申請成績單(中文、英文、五育等) 

2、 申請校園車輛通行證（開學日前公告） 

3、 提供資訊小站電腦查詢服務提供失物招領及公佈欄張貼公告 

4、 提供校內分機查詢 

https://www.yzu.edu.tw/admin/so/index.php/tw/2016-01-31-03-12-13
https://www.yzu.edu.tw/admin/so/index.php/tw/2016-03-18-06-34-00
https://www.yzu.edu.tw/admin/so/index.php/tw/2016-04-25-02-29-44
https://www.yzu.edu.tw/admin/so/index.php/tw/2016-01-31-03-14-44
https://www.yzu.edu.tw/admin/so/index.php/tw/2016-01-31-03-17-48
https://www.yzu.edu.tw/admin/so/index.php/tw/2016-01-31-03-17-48
https://www.yzu.edu.tw/admin/so/index.php/tw/2016-01-31-03-18-47
https://www.yzu.edu.tw/admin/so/index.php/tw/2016-01-30-07-10-42
https://www.yzu.edu.tw/admin/so/index.php/tw/2016-01-31-03-37-19
http://web2.yzu.edu.tw/historymuseum/about.html
https://www.yzu.edu.tw/admin/is/index.php/tw/2015-08-04-06-09-34
https://www.yzu.edu.tw/admin/is/index.php/tw/2015-08-04-06-09-34
https://www.yzu.edu.tw/admin/so/index.php/tw/2016-01-31-03-41-39
https://www.yzu.edu.tw/admin/so/index.php/tw/2016-01-04-03-43-07
https://www.yzu.edu.tw/admin/ho/index.php/tw/
https://www.yzu.edu.tw/admin/bo/index.php/tw/
https://www.yzu.edu.tw/admin/pr/index.php/tw/
https://www.yzu.edu.tw/admin/oia/index.php/tw/
http://140.138.38.90:8080/yzme/
http://lifelong.yzu.edu.tw/net/
https://www.yzu.edu.tw/admin/so/index.php/tw/2016-01-31-03-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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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遠東商銀到校服務時間：每週二、四 早上 10：30～下午 13：30 

遠銀午餐休息時間：早上 11：30～中午 12：00 

6、 聯合櫃台無補發悠遊卡學生證設備，學生證補發請逕向教務處申辦 

 

圖書館 

5館 B1~2F／分機 2322 

開放時間： 

 周一~周五 08：00~22：00 

 周六~周日 09：00~17：00 

 閉館日及寒暑假開館時間請參見最新消息 

館藏／電子資源查詢系統服務 

校外連線服務 

圖書及多媒體資源借閱／薦購及預約服務 

學科資源服務 

館際合作／跨校借書證服務 

悠遊卡影列印服務 

數位學習區及資訊檢索站服務 

數位研討室借用及預約服務 

圖書資訊利用諮詢及推廣 

 

通識教學部 

5館 5樓／分機 2332 

查詢全校共同必修科目／查詢通識／經典五十 

 

國際語言文化中心 

7館 2樓／分機 3243 

通識外語課程 

 

藝術中心 

5館 6樓／分機 2391 

藝術展覽／社區藝術節／四季講座／藝術表演／藝術講座／創意工作坊／展覽教育活動 

 

體育室 

健康休閒中心 2樓 

查詢全校體育課程／游泳能力檢定／心肺適能檢定／健康體適能課程(有特殊身心狀況

者) ／分機 2349 

體育場館借用／體育活動系列／分機 2341 

 

健康休閒中心 1樓 

健康休閒中心各項服務／分機 2951 

https://www.yzu.edu.tw/library/index.php/tw/
https://www.yzu.edu.tw/library/index.php/tw/2016-02-26-07-29-52/2016-03-01-09-42-32
https://www.yzu.edu.tw/library/index.php/tw/
https://www.yzu.edu.tw/library/index.php/tw/2016-03-04-03-12-23
https://www.yzu.edu.tw/library/index.php/tw/2016-02-26-07-29-12/2016-03-01-08-26-11
https://www.yzu.edu.tw/library/index.php/tw/2016-02-26-07-29-12/2016-03-01-08-30-57
http://lib.yzu.edu.tw/ajaxYZlib/Subject/Department.aspx
https://www.yzu.edu.tw/library/index.php/tw/2016-02-26-07-29-12/2016-03-01-09-01-49
https://www.yzu.edu.tw/library/index.php/tw/2016-02-26-07-29-12/2016-03-01-09-01-49/2016-03-01-09-14-11
https://www.yzu.edu.tw/library/index.php/tw/2016-02-26-07-29-12/2016-03-01-09-11-03#Facilities03
https://www.yzu.edu.tw/library/index.php/tw/2016-02-26-07-29-12/2016-03-01-09-11-03#Facilities01
https://www.yzu.edu.tw/library/index.php/tw/2016-02-26-07-29-12/2016-03-01-09-11-03#Facilities02
https://www.yzu.edu.tw/library/index.php/tw/2016-02-26-07-29-30/2016-03-01-09-20-44
https://www.yzu.edu.tw/library/index.php/tw/2016-02-26-07-29-30/20200108-5
http://www.ge.yzu.edu.tw/
http://ilcc.yzu.edu.tw/chinese/
http://web2.yzu.edu.tw/yzu/art/index.htm
http://www.pe.y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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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資源 

處本部 

創新學務典範的推手 

1. 單位簡介 

2. 聯絡方式 

3. 學生申訴 

4. 性平申訴  

 

 

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開拓內在健康與職涯能量的心靈港灣，讓你打造精彩人生。 

1. 諮商輔導 

2. 生涯就業 

3. 情感教育 

 

資源教室（工坊） 

資源教室學生的溫馨園地，提供多元服務與資源。 

1. 服務資源 

2. 各項服務辦法 

 

課外活動組 

社團相關事宜、國際志工及服務學習參與，以培育創新思考能力，善盡青年社會責任，

激發領袖領導潛質。 

1. 社團活動 

2. 服務學習 

3. 表單下載 

 

生活輔導組 

提供真心關懷使其安心就學輔導服務 

1. 獎助學金 

2. 五育獎學金 

3. 校外學術競賽補助 

4. 學生懲戒 

5. 教育部補助獎助生團險 

6. 法律諮詢服務 

 

衛生保健組 

推動學校衛生工作與辦理健康促進系列活動 

1. 健康促進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1-03-18-36-04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1-03-18-36-29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7-03-27-06-07-28/238-2017-04-27-10-13-26/1064-appeal
https://www.yzu.edu.tw/admin/so/index.php/tw/2016-01-31-03-41-39/2016-01-31-03-43-42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5-20-07-29-26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5-23-04-56-22
http://140.115.185.138/ilove/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5-20-07-29-26/2016-05-23-05-31-09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5-20-07-29-26/2016-05-23-05-31-09/2017-07-12-08-41-50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3-24-02-16-35/2016-03-24-03-29-20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3-24-02-16-35/2017-04-20-06-39-07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3-24-02-16-35/2016-03-24-04-01-10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3-25-05-42-29/2016-06-27-08-12-01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3-25-05-42-29/2016-06-27-08-12-01/2017-03-30-07-21-52/2017-03-30-09-08-39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3-25-05-42-29/2016-06-27-08-12-01/2017-03-30-07-21-52/2017-04-19-04-00-53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3-25-05-42-29/2016-09-08-07-54-05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3-25-05-42-29/2017-05-16-03-20-46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7-03-29-09-01-12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5-31-09-32-29/2016-05-31-09-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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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平安保險 

3. 社區醫療 

 

宿舍服務組 

提供學生溫馨舒適、整潔乾淨、智慧便利、節能環保及居住安全的溫馨智慧的宿舍環境 

1. 新生資訊 

2. 宿舍法規 

3. 宿舍自治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5-31-09-32-29/2016-05-31-09-38-35/2017-01-23-03-04-21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5-31-09-32-29/2016-05-31-09-40-37/2017-01-23-02-59-20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7-12-07-44-41/2016-07-19-01-31-08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7-12-07-44-41/2017-03-09-05-28-25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7-12-07-44-41/2016-07-26-08-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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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應變資源 

緊急救援體系 

學校總機（03）463-8800 

意外事件救援 

※各類意外事件以軍訓室校安專線（03）455-3698 為第一優先通報單位。 

暴力事件 

如：鬥毆、兇殺、綁架、勒索、竊盜等 

軍訓室校安專線（03）455-3698    
意外事件 

如：交通事故、疑遭詐騙、賃居糾紛、急難

救助、校內外各場所意外、實驗室或校舍環

境安全等 

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事件申訴 學生事務處 處本部分機 2919 

傷病事件（日間） 

緊急傷病送醫（夜間假日） 

衛生保健組分機 2233、2236 

宿舍服務組分機 2881（男一宿）／ 

2882（女一宿） 

軍訓室校安專線（03）455-3698  

自傷、自殺事件、精神疾病事件 
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分機 2877、2915 

衛生保健組分機 2233、2236 

其他事件 

警衛隊分機：2270、2271 

警衛隊專線（03）463-8215 

學生宿舍分機： 

2881（男一宿）／ 2882（女一宿） 

 

諮詢求助體系 

心理諮商 
導師、授課老師 

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分機：2877 

職涯與學習諮詢 
導師、授課老師 

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分機：2878、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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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輔導資源 

108-2 學期 元智大學學系輔導資源人力全覽 (109.03.02) 

學院別 學系/班別 系主任 學輔同仁/分機 系教官/分機 系諮商老師/分機 

工程學院 

 

院長 

謝建興教授 

機械系 何旭川主任 郭秋明小姐 2452 林柏峰教官 2245 
張明惠 

諮商心理師 

2845 

工管系 梁韵嘉主任 李碧蓮小姐 2502 溫文和教官 2874 

化材系 何政恩主任 林藝雅小姐 2565 周正中教官 2914 

英語學士班 黃麗芬主任 郭秋明小姐 2452 洪煙平教官 2246 

資訊學院 

 

院長 

詹前隆教授 

資工系 林啟芳主任 蘇寧興先生 2352 林柏峰教官 2245 
吳致廷 

諮商心理師 

2927 

資傳系 王任瓚主任 陶婉芹小姐 2133 劉陽明教官 2875 

資管系 禹良治主任 吳欣怡小姐 2604 吳昭瑩教官 2918 

英語學士班 林榮彬主任 蘇寧興先生 2352 溫文和教官 2874 

管理學院 

 

院長 

何建德教授 

學士班 

（主修企管） 
楊炎杰主任 李杏玉小姐 6084 戴蘇同教官 2242 

游逸惠 

諮商心理師 

2843 

學士班 

（主修財金） 
楊炎杰主任  林璟小姐 6082 朱忠信教官 2248 

學士班 

（主修國企） 
楊炎杰主任 李杏玉小姐 6084 洪煙平教官 2246 

學士班 

（主修會計） 
楊炎杰主任  林璟小姐 6082 劉陽明教官 2875 

學士班 

（英語專班） 
張玉萱主任 莊欣怡小姐 6091 洪煙平教官 2246 

人文社會 

學院 

 

院長 

劉宜君教授 

社政系 李俊豪主任 陳麗娟小姐 2162 鍾政芳教官 2922 

吳淑萍 

諮商心理師 

2877 

應外系 吳翠華主任 王濟蓓小姐 2748 戴蘇同教官 2242 

中語系 鍾怡雯主任 范如君小姐 2707 溫文和教官 2874 

藝設系 陳冠華主任 劉宥慈小姐 3304 朱忠信教官 2248 

英語學士班 
中澤一亮 

主任 
李梅梅小姐 2732 朱忠信教官 2248 

電通學院 

 

院長 

趙燿庚教授 

電機系甲組 

(原電機系) 
陳敦裕主任 彭婉芬小姐 7102 鍾政芳教官 2922 

金辰卉 

諮商心理師 

2842 

電機系乙組 

(原通訊系) 
黃建彰主任 羅文伶小姐 7302 吳吉祥教官 2244 

電機系丙組 

(原光電系) 
陳祖龍主任 林逸倫先生 7503 周正中教官 2914 

英語學士班 施皇嘉主任 黃瑜真小姐 7901 鍾政芳教官 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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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新生 Q&A 

【食】 

Q1：過了用餐時間，學校餐廳都沒營業了，要去哪裡覓食？ 

A：學校宿舍區設有全家便利商店，營業時間 07：00~24：00，可提供各種食品及日常生

活用品。 

生活機能 

餐廳資訊 

 

【住】 

Q1：寢室內設施損壞或無法使用怎麼辦？ 

A：設施損壞請上個人 Portal 住宿修繕系統申報維修，網路發生問題請至櫃台登記。 

 

Q2：想要洗澡時，卻錯過熱水供應時間怎麼辦？ 

熱水供應時間：18:00~24:00（時間若調整另行公佈），此外各層樓公共浴室皆有一個衛

浴間供應 24 小時熱水。 

 

Q3：宿舍冷氣如何付費？ 

A：要使用宿舍冷氣必須先到校內便利商店購買冷氣卡，第一次購買金額為 220 元，第

二次開始購買金額為 200 元，當冷氣卡使用完後再將舊的冷氣卡拿到校內便利商店換購

新的冷氣卡，建議和室友平分以免紛爭。 

 

更多宿舍 Q&A 

 

Q4：校外租屋如何尋找？ 

A： 

一、租屋首選請上「元宿網」。 

二、簽約前找親友一同前往，簽約時應寫明租屋地址、租賃迄止時間、並詳細瞭解契約

條文。 

三、交屋進住時更換新房門鎖。 

四、訂金、押金寫明白。 

五、簽約內容看清楚、白紙黑字最安全。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7-12-07-44-41/2017-01-10-08-17-00/2016-07-26-05-23-59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7-12-07-44-41/2017-01-10-08-17-54/2016-12-06-05-34-35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7-12-07-44-41/2016-07-19-01-33-33
http://140.130.34.31/YZU/viewnew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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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Q1：校園公車怎麼搭？  

A： 

 車號 路線 

時刻 

進校園 155、156 路

公車 

在中壢火車站搭乘桃園客運 155、156 路公車→可直接到達元智大學內 

 

1 路公車 在中壢或桃園火車站搭乘桃園客運 1 路公車→在「內壢」站或「內壢火

車站」站下車→至遠東路與中華路交叉路口→過平交道沿遠東路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到達元智大學 

 

出校園 155、156 路

公車 

校園共有 6 處停靠站 

（1）元智大學大門

口左 

（2）元智大學大門

口右 

（3）元智大學 3 館 

（4）元智大學網球

場 

（5）元智大學 2 館 （6）元智大學 1 館 

 

 

※各路公車詳細路線圖請參考桃園客運網站 http://www.tybus.com.tw/時刻表及路線圖 

 

Q2：元智大學周邊公共自行車（U bike 微笑單車）租賃站？  

A：站點位置 

1. （元智大學）遠東路 135 號元智大學旁人行道 

2. （忠孝廣場）忠孝路 8-22 號對面路側 

3. （莊敬廣場）莊敬路 38-1 號對面腳踏車停放區 

詳細資訊請參考：微笑單車>場站資訊 

 

Q3：校園郵局在哪？如何使用？ 

A：元智郵局位於 1 館 1 樓。寄件地址為元智大學(非學生宿舍)掛號信件皆會放置在 1 館

郵局內，由物主自行向郵局領取。 

若是寄往學生宿舍的信件則由宿舍一樓櫃台集中待領。 

宿舍地址：320 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 135 號 元智大學 男（女）生宿舍 xxx 寢 ooo 室 

 

【育】 

Q1：如何分辨上課地點？ 

A：除 6、7 館外，其餘教室編號皆為 4 碼。 

1 館～5 館範例：1201，可視為 1－2－01，即 1 館 2 樓第 1 間教室。 

6、7 館範例：60309，可視為 6－03－09，即 6 館 3 樓第 9 間教室。 

 

Q2：是否自行選課？該如何選？  

A：原則上，大一多為必修課程且皆已由校方排定，但如果有需要，亦可視個人規劃做

http://www.tybus.com.tw/
http://tycg.youbike.com.tw/cht/f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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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建議可善用學生輔導資源，亦可多向學長姐請益。 

選課資訊：教務處＞教務處課程選修 

 

Q3：活動場地、器材怎麼借？ 

A：請於活動 10 天前至社團活動系統提出活動及場地或器材申請，且不得預借 30 天後

之場地或器材，待簽辦流程核可後即可借用。於活動結束後依指定時間歸還。同一場地

一星期內僅能借一次！如有特殊活動同一場地須借用多次，請填寫學生活動申請表，至

課外組辦理。 

 

Q4：體育器材如何借用？球場使用規則？  

A：上體育課班級借用：體育器材請在上課前 10 分鐘借用，並於下課後 10 分鐘前歸

還。 

個人借用：體育課上課時間內，不開放借用。詳細填寫個人借用記錄表，教職員借用時

出示教職員識別證，學生借用須寄押借用本人之學生證一張，並需於當日歸還。 

詳細資訊：：元智大學體育室＞常見問題 

 

Q5：健康休閒中心如何使用？ 

A：本校學生可辦理半年票及年票（不限次數，上課不另計費），收費方式請參考元智大

學健康休閒中心網頁。申請辦理請填寫申請表並準備學生證正反面影本、繳費金額和一

張照片到游泳池出入口處一樓櫃台申請加入使用證，，申請前請詳閱「元智大學健康休

閒中心管理實施細則」，未滿 20 歲者需要家長在同意書上簽名。 

詳細資訊：元智大學健康休閒中心 

 

Q6：如何找到家教及打工的相關資源? 

A：可由以下網站找到相關資源： 

1. RICH 職場體驗網：全國性網站(政府審核過的職缺)─打工權益及職場安全教戰、經濟

弱勢青年工讀、公部門見習、青年暑期工讀… 

2. 我飛網(元智大學職涯資訊服務網)：元智首頁>職涯資訊>企業求才專區 > 工讀職缺 

3. 元智風之塔打工板 FB：刊登桃園區域打工資訊 

 

Q7：想多瞭解自己、確定未來方向時，如何搜尋與參加心靈成長活動？ 

A：為了發展正向心理，激發職涯能量，諮商與就業輔導組每學期規劃心靈成長系列活

動，有「講座」、「工作坊」及「團體」，主題包含人際、愛情、家庭、學習、生涯等。請

視自己的興趣與需求，透過個人校內信箱活動訊息，上 portal 報名參加喔！ 

活動資訊：元智大學首頁＞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活動全覽 

 

Q：當有煩惱想找人談談時，除了家人朋友，還可以怎麼做？ 

A：諮商與就業輔導組提供了心理諮商、心理測驗服務，歡迎週一到週五至活動中心

R8302 預約喔。不論是自我探索或解決困擾，透過與心理師的討論，協助你釐清心情與

想法，進而找到你想要的下一步。 

https://www.yzu.edu.tw/admin/aa/index.php/tw/2016-01-14-06-58-46/2016-03-08-03-41-34
http://www.pe.yzu.edu.tw/7.html
http://www.pe.yzu.edu.tw/gym/index.aspx
http://myfuture.yzu.edu.tw/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5-20-07-29-26/2016-05-23-04-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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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訊：元智大學首頁＞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諮商服務＞個別諮商/心理測驗 

 

 

109學年度學生事務處重點資源宣-就學貸款、就學優貸、助學措施 

【注意事項】就學貸款、就學優待、助學措施 

★就學貸款：至本校首頁→Portal登入→免到校註冊→「就學貸款申請」 

1.首次申辦者：由父母(或監護人、或保證人)至臺灣銀行各分行辦理對保手續： 

(1)至臺銀就學貸款網頁註冊會員，列印「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 

(2)學生本人及保證人之身分證、印章。 

(3)至學校個人 Portal 申請送出後，下載列印「就學貸款申請憑單」。 

(4)近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 2 份，含詳細記事，戶藉不同者須分別檢

附。 

2.寄回或親自繳交至生輔組之資料： 

(1)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學校聯)(右上角務必親自簽名或蓋章) 

(2)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1 份 

(3)Portal 申請下載「就學貸款申請憑單」務必簽名。 

★就學優待：本校首頁→Portal 登入→免到校註冊→「就學優待申請」 

1.首次申辦者、證明文件過期或身分變更者： 

(1)Portal 申請及填寫「就學優待紀錄卡」。 

(2)證明文件正本，查驗後寄回（須附掛號回郵信封）。 

(3)證明文件影本（註明系級、學號、學生姓名及聯絡電話） 

(4)近 3 個月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戶藉不同者須分別檢附。 

請於開學第 1 天前寄回或親自繳交至生輔組。 

2.已申辦過且證明文件未過期者：必須上網確認註冊明細優待後金額，不需繳證明

文件。依註冊明細剩餘金額繳費或貸款。 

 

註：務必先申請就學優待或貸款審核過後之餘額→上網列印註冊單→繳費 

★助學措施： 

請務必於開學第 1 天前寄回或親自繳交資料至

生輔組（活動中心 2 樓 8203 室）逾時不候。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5-20-07-29-26/2016-05-23-05-01-59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5-20-07-29-26/2016-05-23-05-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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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頁：元智大學→學校行政業務→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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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地圖 

 

 

 

 

 

 

 

 

 

 

 

 

 

 

 

 

 

 

 

 

 

 

校園平面圖 

校園安全平面圖 

校園緊急電話與 AED 分布 

  

https://www.yzu.edu.tw/admin/ga/index.php/tw/2016-03-18-07-20-42/2016-03-18-08-25-03
https://www.yzu.edu.tw/admin/ga/index.php/tw/2016-03-18-07-20-42/2016-03-18-08-25-03/2017-04-10-05-54-53
https://www.yzu.edu.tw/admin/ga/index.php/tw/2016-03-18-07-20-42/2016-03-18-08-25-03/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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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壢生活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