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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第 2學期寒假轉學招生報到注意事項 

正取生報到意願登記：諮詢電話：04-8511888 轉 1508 教務處註冊組 
(一) 報到網址：http://dyu.edu.tw/su05 

(二) 網路登記日期：106 年 1 月 12 日 17 時起至 106 年 1 月 19 日 17 時止。 

(三) 務必於規定期間完成網路意願登記，逾期未登記者，視同放棄錄取資格。 

(四) 未依規定辦理或逾報到期限者，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補救措施。若通訊資

料與報名時建檔資料不符或有異動者，應逕向本校反映。 

(五) 報到後本校將逕行寄送「學雜費繳費單」(亦可至網頁下載)，請持繳費單

後進行繳費。 

(六) 報到時請檢視相片圖檔上傳完成，以便製發學生證。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寒假轉學招生註冊須知 
 

一、繳費：諮詢電話：04-8511888 轉 1051、1052 總務處財物組。 

(一) 繳費期限：106 年 2 月 1 日起至 106 年 2 月 14 日止。  

(二) 學雜費繳費單預計 106 年 1 月 21 日寄出(未收到繳費單時，除通知總務處財物管理組補

寄外，亦可自行上網列印，列印網址：http://dyu.edu.tw/su05 )。 

(三) 繳費方式：（下述方式擇一辦理） 

1.請持繳費單至全省中信銀各地分行、郵局、全省各超商(統一、萊爾富、

全家、OK 等。 

2.自動提款機(ATM)轉帳繳費。 

3.學校現場收費服務地點：行政大樓一樓總務處財物組 A106 辦理。 

4.學雜費收據聯不用繳交，只須上網確認繳費情形是否已經完成即可。 

 網址：http://dyu.edu.tw/su05 

5.各通路繳費完成時間點說明：網址:http://dyu.edu.tw/gaa106 

(四) 學號將印於繳費單據上，亦可上網查詢 http://tp1.dyu.edu.tw/q_st/  

(五) 辦理就學貸款之同學，因各項實習費及使用費不列入可貸款金額，請同學自

行上網列印，列印網址：http://dyu.edu.tw/su05 （就學貸款專用繳費單）。 

※没辦理就學貸款的同學請不用繳交此筆費用。 

(六) 學雜費繳交必須於規定時間辦理完畢，其未遵期辦理者，概以放棄入學資格論。 

二、上課日及課程初選：諮詢電話：04-8511888 轉 1421、1507 教務處課務組。 

(一) 正式上課日：106 年 2 月 14 日。 

(二) 課程初選日期暨時間：106 年 2 月 9 日 8:30 至 17:00 止。 

(三) 選課注意事項：http://dyu.edu.tw/cs01 

三、學歷證件查驗/學生證領取：諮詢電話：04-8511888 轉 1392、1503 教務處註冊組。 

(一) 學歷證件查驗/領取學生證日期及地點：106 年 2 月 14 日起至 106 年 2 月 21 日止，至各

學系辦公室辦理。 

(二) 攜帶文件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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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歷（力）證件正本（如專科的畢業證書；大學肄業生的修業證明書或同等學力的證

明文件等）。 

2.身分證正本。 

(三) 其它注意事項： 

1.若學生修改姓名（榜單與身分證姓名不一）或身分證字號者，必須繳交戶籍謄本正本

以示證明。 

2.持國外學歷者必須繳交：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歷證件一份；經駐外單位驗證

之國外學歷歷年成績單一份；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境紀錄一份（外籍生、僑

生及陸生免附）。 

3.學生姓名、出生年月日、學號及學生證卡號之個人資料將提供悠遊卡公司作為記名卡

相關服務之用。 

四、就學貸款：諮詢電話：04-8511888 轉 1183 學務處生輔組。 

申請流程說明： 
(一) 先至台銀入口網址https://sloan.bot.com.tw/ 登錄， 依流程至台銀辦理對保。 

(二) 登錄儲存後列印貸款總金額須扣除優待減免金額，若有辦理減免者，請先持相關證件辦

理減免後再辦理貸款（詳細減免額度請參閱生輔組網頁）。 

(三) 對保後至本校「iCare 系統」登錄儲存後列印就貸申請書乙份。 

網址 http://icare.dyu.edu.tw/ (學校首頁→登入 iCare 系統→動態選單

→校園生活→就學貸款資訊系統) 

(四) 106 年 2 月 14 日前將銀行對保單和本校就貸申請書，以掛號寄至學務處生輔組收。 

(五) 依教育部規定各項實習及使用費皆不可貸，同學須自行繳納差額，繳費單列印網址: 

http://dyu.edu.tw/su05 （就學貸款專用繳費單）。 
五、就學優待減免：諮詢電話：04-8511888 轉 1182 學務處生輔組。 

(一) 適用身分：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子女、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女、低（中低）

收入戶、原住民及特殊境遇家庭子女等八類。 

(二) 申請流程說明： 
1.至本校「就學優待減免系統」登錄儲存後列印申請表。 

申請網址 http://dyu.edu.tw/remid。 

2.繳交文件：優待減免申請書 相關證明文件正、影本 學雜費繳費單。 

3.辦理日期及地點：106 年 1 月 20 日至 106 年 2 月 14 日前親冾生輔組(行政大樓 1樓

A113)。 

(三) 逾期未繳交者視同放棄申請資格，詳細就學優待相關資料請參閱本校學務處生輔組網頁     

http://sa.dyu.edu.tw/ulc2701/ 。 

六、辦理弱勢學生助學金(年收入低於 70 萬)：諮詢電話：04-8511888 轉 1184 學務處生輔組。 

(一) 辦理弱勢學生「助學金」者，請於 106 年 2 月 14 日前辦理。  

(二) 諮詢服務地點：學務處生輔組(行政大樓 1樓 A113)。 

七、宿舍申請：諮詢電話：04-8511888 轉 1171~1176 學務處生輔組。 

(一) 學校提供四肯學舍、大葉學舍、業勤學舍、樂群學舍、大葉一舍，供寒假轉學生申請，

住宿地點由學務處生輔組視情況安排。 

(二) 有校內住宿需求者請來電登記。 

(三) 若申請住宿人數超過提供床數，將採電腦抽籤後公告至本校學務處生輔組網頁，

http://sa.dyu.edu.tw/ulc2701/。 

八、學分抵免：諮詢電話：04-8511888 轉 1395 教務處註冊組。 

(一) 請自備原校中文歷年成績單正本 1份及影本 2份。 

(二) 請於 106 年 1 月 17 日後，至教務處網頁(http://aa.dyu.edu.tw/) [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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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告]點選『105 學年度第 2學期轉學（系）生網路學分抵免說明』，請自行下載列

印並詳閱。 

學分抵免系統預計 106 年 2 月 2 日開放登錄。 

網址：http://163.23.1.85/cour06/scour06_login.php 

(三) 因各學系不盡相同，學分抵免相關事項請詢問就讀學系。 

九、兵役資料-男生辦理：諮詢電話：04-8511888 轉 1271 軍訓室。 

(一) 學生兵役資訊申請系統開放時間：106 年 2 月 1 日起至 106 年 4 月 30 日止，

網址： http://lotus.dyu.edu.tw/sa_sol_web/login.php 
(二) 請 87 年次(含)以前出生未服役之男性或已役畢（服過兵役者）之男性，請

自行上學校首頁之「學術研究」--「學程單位」--「軍訓室」--「服務項目」--「學生

兵役資訊申請系統」，完成申請程序並存檔列印一份，開學日繳交予學系辦公室。  

(三) 該資料表須黏貼身分證之正、反面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退伍令、免役、現役軍人、替

代役、補充兵、國民兵、僑生或其他證明影本等）。 

(四) 未繳交者，請於開學日後一週內繳送軍訓室，以免影響自身權益。 

十、注意事項： 

(一) 休學/退學退費標準：諮詢電話：04-8511888 轉 1731、1736 會計室。 

退費標準請詳閱會計室網頁 http://ao.dyu.edu.tw/news/news.html 
 

(二) 登錄學生綜合資料：諮詢請撥分機 1177 學務處生輔組。 

1.請 2 月 14 日前至「iCare 系統」學生綜合資料系統登錄基本資料。 

2.網址：http://icare.dyu.edu.tw/動態選單→個人資料→學生綜合資料

卡【請同學務必登錄相關資料以利通知】。 

(三) 轉學生健康檢查注意事項：諮詢電話：04-8511888 轉 1213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1.攜帶未超過 6個月(105 年 8 月至 106 年 1 月)之原就讀學校新生入學體檢報告書及填

妥「新生健康資料卡」，於 2月 15 日前將健檢報告親自繳交衛生保健組。 

2.選擇自行至校外合格公私立醫院檢查者：請持大葉大學健康檢查表格至醫院檢查後，

最遲於 106 年 2 月 15 日前將健檢報告親自繳交予衛生保健組。（所繳交健檢報告若個

人有需求請自行影印健檢複本備用）。 

3.「新生健康資料卡」至大葉大學學務處衛生保健組首頁下載， 

  網址 http://www.dyu.edu.tw/~uhe2704/ 。 

 

 

 

大葉大學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註冊地點明細表 
                                                            學校總機：04-8511888 

學院別 系所名稱 註冊地點 分機號碼 學系助理姓名

工學院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工學大樓 4樓 H460 2101 林淑紛小姐 

工業工程與管理學系 工學大樓 5樓 H551 2221 林瑞琦小姐 

電機工程學系 工學大樓 3樓 H367 2161 柯秀玫小姐 

環境工程學系 工學大樓 8樓 H819 2351 黃馨嬅小姐 

資訊工程學系 工學大樓 7樓 H716 2401 顏甄姿小姐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工學大樓 4樓 H469 2601 李淑薇小姐 

綠色產品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工學大樓 5樓 H551 2221 林瑞琦小姐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工學大樓 8樓 H819 2351 黃馨嬅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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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

暨資源學

院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 工學大樓 6樓 H633 2281 柯玟妤小姐 

分子生物科技學系 外語大樓 5樓 J501 4251 蕭宥瑄小姐 

生物資源學系 外語大樓 3樓 J301 6211 賴淑娟小姐 

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 外語大樓 2樓 J201 6231 江雅萍小姐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學系 管理大樓 3樓 D310 3011 鄭玉慈小姐 

資訊管理學系 管理大樓 3樓 C310 3131 黃淑敏小姐 

人力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 管理大樓 4樓 C410 3071 賴紋惠小姐 

國際企業管理學系 管理大樓 1樓 D103 3191 陳裕霖先生 

會計資訊學系 管理大樓 4樓 D410 3251 劉惠綿小姐 

財務金融學系 管理大樓 2樓 B205 3521 劉秀年小姐 

設計暨藝

術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設藝大樓 6樓 G601 5011 邱啟芬小姐 

空間設計學系建築組 設藝大樓 3樓 G305 5195 江易燕小姐 

空間設計學系室內設計組 設藝大樓 3樓 G305 5195 江易燕小姐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設藝大樓 6樓 G612 5071 黃琬瑜小姐 

造形藝術學系 設藝大樓 2樓 G205 5131 林雅婷小姐 

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產學大樓 3樓 P308 5086 劉淑寬小姐 

多媒體數位內容學位學程 產學大樓3樓PX301 2421 徐明國先生 

學院別 系所名稱 註冊地點 分機號碼 學系助理姓名

外語學院 

英語學系 外語大樓 4樓 J424 6011 吳語若小姐 

文創產業國際人才學士學位學程 外語大樓 4樓 J424 6011 吳語若小姐 

應用日語學系 外語大樓 3樓 J324 6071 溫宏元先生 

歐洲文化與旅遊學士學位學程 外語大樓 5樓 J524 6051 劉于華小姐 

觀光餐旅 

學院 

休閒事業管理學系 管理大樓 5樓 D510 3311 尹學劭小姐 

觀光旅遊學系 觀光餐旅大樓 1樓 M107 7011 鄧郁蓉小姐 

餐旅管理學系 觀光餐旅大樓 1樓 M107 7051 陳傳猷先生 

婚禮企劃暨節慶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管理大樓 5樓 D503 3323 賴幸祝小姐 

烘焙暨飲料調製學士學位學程 觀光餐旅大樓 1樓 M107 7055 周岱融小姐 

護理暨健

康學院 

運動健康管理學系 管理大樓 5樓 C510 3491 張智傑先生 

醫療器材設計與材料學士學位學程 產學大樓 5樓 P505-1 2621 曾詩涵小姐 

護理學系 產學大樓 5樓 P505-1 7205 巫佩珊小姐 

視光學系 產學大樓 5樓 P505-1 7231 曾詩涵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