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葉大學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 

寒假轉學招生註冊通知單 
項目 說                               明 

註冊相關 

繳費日期 
學雜費繳費日期:108 年 1 月 28 日起至 108 年 2 月 15 日止 

正式上課 108 年 2 月 19 日 

新生選課 

1.課程初選：108 年 2 月 14 日，選課時間為：早上 08:30 至 17:00 止。 

2.選課相關注意事項：http://dyu.edu.tw/cs01 。 

3.服務電話：04-8511888 轉 1421 蔡先生、1507 劉小姐（承辦單位:教務處課務

組）。 

註冊時需 

攜帶文件 

1.學歷(力)查驗期間：108 年 2 月 19 日起至 108 年 3 月 4 日止。 

2.學歷(力)查驗地點：錄取學系進行查驗。 

3.查驗學歷時，務必攜帶以下文件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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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證正本 

□兵役資料（符合條件之男生始須繳交）  

4.其它註冊注意事項： 

（1）學生證領用期程預計於開學前公告於學校首頁，屆時請各位同學特別留

意。 

（2）若學生修改姓名（榜單與身分證姓名不一者）或身分證字號者，必須繳

交戶籍謄本正本以示證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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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服務電話：04-8511888 轉 1392 鄭小姐、1503 徐先生 

 （承辦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學雜費 

繳交方式

說明 

 

1. 學雜費繳費單預計 108 年 1 月 28 日寄出(備取遞補生 2 月 1 日寄出)。 

2. 學號將印於繳費單據上。  

3. 未收到繳費單時可選擇以下三種方式： 

(1)自行上網列印，網址：http://dyu.edu.tw/su05 。   

(2)手機下載繳費條碼:登入學生資訊系統→財務資訊→學雜費→QR Code。 

(3)請寄 e-mail:a2803@mail.dyu.edu.tw，通知總務處財物管理組補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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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手機下載繳費條碼後，到所選的通路繳費(中信銀各分行)繳費。 

(3)自動提款機（ATM）轉帳繳費。 

(4)辦理就學貸款同學，銀行不可貸款的項目請同學至網址：

http://dyu.edu.tw/su05 列印繳費單繳費。 

5. 上網確認繳費情形(雜費收據聯不用繳交)。 

(1)確認繳費情況網址 http://dyu.edu.tw/su05 。 

(2)各繳費通路完成繳費時間點說明：http://dyu.edu.tw/gaa106 。 

6. 服務電話：04-8511888 轉 1051 蕭小姐、1052 劉小姐（承辦單位:總務處財物

管理組）。 



 

辦理 

就學貸款

注意事項 

台銀網址 

大葉網址 

1. 申請流程說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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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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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網頁）。 

(3)對保後至本校「iCare 系統」建檔儲存後列印申請書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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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於 108 年 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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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服務電話：04-8511888 轉 1183 柯先生（承辦單位:學務處生活與住宿輔導組）。

辦理學雜

費減免 

注意事項 

1. 申請身分：軍公教遺族、原住民、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女、低（中

低）收入戶學生、現役軍人子女及特殊境遇家庭之子女孫子女。 

2. 請至本校「學雜費減免系統」http://dyu.edu.tw/remid 填列申請資料、列印

申請表，並持相關證件正本及影本於 108 年 1 月 28 日至 108 年 2 月 14 日前

親自至生輔組辦理，逾期未繳交者視同放棄申請資格。 

3. 詳細學雜費減免相關資料請參閱本校學務處生輔組網頁。

（http://sa.dyu.edu.tw/ulc2701/）。 

4. 諮詢服務地點：行政大樓 1 樓 A113。 

5. 服務電話：04-8511888 轉1182蔡小姐（承辦單位:學務處生活與住宿輔導組）。
辦理弱勢
助學金注
意事項  

1. 辦理弱勢學生「助學金」者，請於 108 年 2 月 19 日前持相關證明至生輔組

繳交辦理，相關最新資訊詳細資料請參閱 http://sa.dyu.edu.tw/ulc2701/。

2. 諮詢服務地點：行政大樓 1 樓 A113。 

3. 服務電話：04-8511888 轉 1184 李小姐（承辦單位:學務處生活與住宿輔導

組）。 

兵役資料 

-男生辦理 

 

 

1.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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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錄「學

生兵役資訊申請系統」，完成兵役資料填報程序並存檔列印一份「學生入學兵

役資料表」，於開學日繳交予學系辦公室。  

2. 學生兵役資訊申請系統開放時間：108 年 2 月 1 日起至 108 年 3 月 31 日止。

申請網址：http://lotus.dyu.edu.tw/sa_sol_web/login.php(路徑：學校

首頁→「行政單位」→「處級單位」→「學務處」→「校安中心」→「兵役

服務」→「學生兵役資料表填報」→「學生兵役資訊申請系統」) 。。 

3. 未能即時繳交者請於開學日後一週內繳送校安中心，以免影響自身權益。 

服務電話：04-8511888 轉 1261 張先生（承辦單位: 學務處校安中心）。 

宿舍申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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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校內住宿需求者請來電登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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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服務電話：04-8511888 轉 1171~1176 (承辦單位:學務處生活與住宿輔導組）。



 

學分抵免 

1. 請先備妥原校中文歷年成績單正本 1 份及影本 2 份(若曾於一間以上學校就

讀者，皆需檢附各校之歷年成績單正本乙份)。 

2. 學分抵免系統操作暨相關說明於 108 年 1 月 31 日至教務處網頁之教務資訊

項公告，網址 http://aa.dyu.edu.tw/chinese_web/c-academic-affairs_01.htm。 

3. 學分抵免系統將於 108 年 2 月 1 日開放登錄，請先詳閱操作說明以熟悉辦理

學分抵免程序，學分抵免申請資料請於 108 年 2 月 18 日前寄達學系辦公室，

以利後續審核作業進行。 

4. 因各學系學程內容不盡相同，有關學系課程學分抵免相關事項請詢問各系

辦。 

5. 服務電話：04-8511888 轉 1395 葉小姐（承辦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新生健康

檢查 

 

1. 攜帶未超過 6 個月(107 年 8 月至 108 年 1 月)之原就讀學校新生入學體檢報

告書及填妥「學生健康資料卡」，於 108 年 2 月 27 日前將健檢報告親自繳交

衛生保健組。 

2. 擇自行至校外合格公私立醫院檢查者：請持大葉大學新生健康檢查表至醫院

檢查後，最遲於 108 年 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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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健康檢查表」、「學生健康資料卡」至本組網頁下載表單( 

網址： http://sa.dyu.edu.tw/uhe2704/downloads.php )。 

4. 服務電話：04-8511888 轉 1213 王小姐(承辦單位: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其他 

注意事項 

1. 繳交學雜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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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退、休學退費標準請參閱會計室網頁。 

3. 登錄「綜合資料卡學生基本資料」請於 108 年 2 月 19 日前完成。 

(1) 網址：http://sis.dyu.edu.tw/(路徑：輸入帳密→個人資訊→綜合資料

卡)。 

(2) 學生本人手機號碼、緊急聯絡人名字、緊急聯絡人手機號碼，請務必填寫。

(3) 服務電話：04-8511888 轉 1177 賴小姐(承辦單位：學務處生活與住宿輔導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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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葉大學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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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小姐 

工業工程與管理學系 工學大樓 5樓 H551 2221 林小姐 

電機工程學系 工學大樓 3樓 H367 2161 柯小姐 

環境工程學系 工學大樓 8樓 H819 2351 黃小姐 

資訊工程學系 工學大樓 7樓 H716 2401 顏小姐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工學大樓 4樓 H469 2601 李小姐 

綠色產品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工學大樓 5樓 H551 2221 林小姐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工學大樓 8樓 H819 2351 黃小姐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學系 管理大樓 3樓 D310 3011 鄭小姐 

資訊管理學系 管理大樓 3樓 C310 3131 黃小姐 

人力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 管理大樓 4樓 C410 3071 賴小姐 

國際企業管理學系 管理大樓 1樓 D103 3191 陳先生 

會計資訊學系 管理大樓 4樓 D410 3251 劉小姐 

財務金融學系 管理大樓 2樓 B205 3521 劉小姐 

設計暨藝

術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設藝大樓 6樓 G601 5011 邱小姐 

空間設計學系建築組 設藝大樓 3樓 G305 5195 江小姐 

空間設計學系室內設計組 設藝大樓 3樓 G305 5195 江小姐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設藝大樓 5樓 G504 5071 黃小姐 

造形藝術學系 設藝大樓 2樓 G205 5131 謝小姐 

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產學大樓 3樓 P308 5086 蕭小姐 

多媒體數位內容學位學程 產學大樓3樓PX301 2421 徐先生 

生物科技

暨資源學

院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工學大樓 6樓 H633 2281 林小姐 

分子生物科技學系 外語大樓 5樓 J501 4251 蕭小姐 

生物資源學系 外語大樓 3樓 J301 6211 賴小姐 

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 外語大樓 2樓 J201 6231 江小姐 

外語學院 

英語學系 外語大樓 4樓 J424 6011 潘小姐 

文創產業國際人才學士學位學程 外語大樓 4樓 J424 6011 潘小姐 

應用日語學系 外語大樓 3樓 J324 6071 溫先生 

歐洲文化與旅遊學士學位學程 外語大樓 5樓 J524 6051 楊小姐 

觀光餐旅 

學院 

休閒事業管理學系 管理大樓 5樓 D510 3311 尹小姐 

觀光旅遊學系 觀光餐旅大樓 1樓 M107 7011 鄧小姐 

餐旅管理學系 觀光餐旅大樓 1樓 M107 7051 董小姐 

婚禮企劃暨節慶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觀光餐旅大樓 1樓 M106 3323 林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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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小姐 

護理學系 產學大樓 5樓 P505-1 7205 巫小姐 

視光學系 產學大樓 4樓 P411-1 7231 楊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