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學年度進修部四技入學新生註冊通知 

■註冊時間： 
   （1）108 年 8 月 10 日（六）至 108 年 8 月 11 日（日）下午 1:00－下午 4:00 資訊、設計、時尚等學院請至亞萍館四樓體育館。 
   （2）若無法於上述時間到校者，108 年 8 月 12 日（一）至 108 年 8 月 14 日（三）上午 8:30-下午 4:00 請至厚德樓二樓會議室辦理 。 

■開學日：108 年 9 月 9 日（一） 
■新生始業輔導：108 年 9 月 9 日（一）晚上 6 時 20 分；地點：本校亞萍館 4 樓體育館 
■請至本校首頁（http://www.ltu.edu.tw）點選「註冊專區」並詳閱各項資訊。 

新生註冊（請同學親自到校辦理） 

到校註冊 
應準備資料 

1、學歷證件正本。 
2、註冊繳費單、學生會會費繳費收據（申辦就貸或減免者，請攜帶相關文件到校改單並現場繳費）。 
3、新生聯絡資料表。 
4、兵役卡（女生免）。 
5、現金（辦理減免或就貸者須繳餘額、書籍費請上網查詢）。 
6、身心障礙生另須準備：個別化支持計畫 （含 2 吋相片 1 張）、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鑑定證明影本。 

註冊前應辦妥事項（請詳閱） 

一、下載註冊繳費單 

1、新生學號將於 108 年 8 月 8 日（四）晚上 6 時起於「註冊專區」公告（或至本校進修部教務組網站查詢）。 
2、請於 108 年 8 月 8 日（四）晚上 6 時起至元大銀行網站 （http://school.yuantabank.com.tw） 輸入學生學號，下載

列印註冊繳費單（提醒：設定列印邊界）。 
3、若有列印問題，請連絡元大銀行台中分行鄭先生（04-23020222）或本校出納組、教務組。 

二、繳交註冊費用 

1、未辦理貸就或減免同學，請依註冊繳費單金額先行繳費（請核對確認學號及填寫姓名），繳費方式如下： 
（1）請於註冊日前，持自行列印之註冊繳費單至元大銀行各分行、郵局、超商（統一、全家、ＯＫ、萊爾富）或

利用 ATM、信用卡繳費（信用卡繳費限註冊繳費單未修改異動金額之學生，操作方式請參閱出納組網站說

明）。使用手機上網搜尋元大校務網，並至全家、萊爾富超商利用手機條碼繳費。 
（2）完成繳款收據（學校存查聯）請於註冊當日繳回；以 ATM 或信用卡繳費者，請於「註冊繳費單學校存查聯（第

二聯）」填寫繳費日期、聯絡電話並簽名，於註冊當日繳回（利用信用卡繳費者亦得至信用卡繳費平台

（http://www.27608818.com）之【學費繳納/查詢】項下列印繳費證明繳交）；手機條碼繳費者，請於「超商繳

費收據憑單」註記班級、學號、姓名或於元大校務網之列印收據繳回。 
2、欲申辦就學貸款或減免者，請依下列規定備妥相關文件，於註冊當日現場繳交就貸或減免之差額。 

三、就學貸款 
（須先至台銀對保） 

1、欲辦理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之新生，請自行上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站

（https://sloan.bot.com.tw）填寫｢就學貸款申請書｣，並備妥下列文件：註冊繳費單、學生本人及

父母親或配偶（保證人）身分證件、印章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至戶政事務所申請）或新式戶口名

簿影印本、就學貸款申請書一式三聯，請於 8 月 1 日（四）起至註冊前與父母親或配偶（保證人）

一同前往臺灣銀行各分行（簡易型分行除外），辦理『對保手續』。 
※ 貸款金額請參閱註冊繳費單（學生會會費$1,000 元不可貸款，其餘項目皆可貸款），若申貸金額有誤，

須自行至原貸銀行更改貸款金額。 
2、符合各類就學減免條件者，請先行辦理就學減免，再依減免後之餘額辦理貸款。 
3、註冊當日請攜帶就學貸款申請書（第二聯學校存執聯）及未繳費之註冊繳費單至註冊場地『就學貸款』

承辦處扣除就學貸款金額，差額再至『繳費處』繳納現金。 

 
 
 
 
所須攜帶文

件及相關辦

法請至本校

「註冊專

區」查詢。 

四、就學減免 

1、欲辦理就學減免之新生，於註冊繳費前，先至「註冊專區」下載並列印『嶺東科技大學進修部 108 學年

度第 1 學期學生各項就學優待（減免）申請書暨切結書』。 
2、填妥申請書（需蓋父、母及學生本人印章），並準備證明文件（減免資格證明、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3、註冊當日務必攜帶就學減免申請文件及未繳費之註冊繳費單至註冊場地『就學減免』申請處繳交相關文

件並扣除減免金額，差額再至『繳費處』繳納現金（就學減免金額可先上「註冊專區」查詢）。 

五、弱勢助學計畫之

就學補助 

符合申請條件者，請於 108 年 9 月 2 日（一）起至就學補助系統詳閱 108 就學補助要點，並上網申請後列

印申請書及備齊相關資料，於 9 月 16 日（一）至 10 月 18 日（五）期限內至進修部學務組繳件。逾期者將

無法受理，請同學特別注意！ 

※就學補助與就學減免只能擇一辦理；另就學補助通過申請者，將於入學後第 2 個學期直接扣除補助金額。

本學期註冊仍須依繳費單金額繳交全額費用。 
（所須繳交文件及相關辦法請至本校「註冊專區」查詢） 

六、學生會會費 

1、請自行上網列印｢學生會會費繳費單｣，（1）至元大銀行各分行、郵局、四大超商、ATM 繳款繳交（$1,000 元），不得

使用信用卡繳費。（2）使用手機上網搜尋元大校務網，並至全省全家、萊爾富超商利用手機條碼繳費。 
2、繳費單下載網址：http://school.yuantabank.com.tw。 
3、「學生會會費繳費單學校存查聯」、「ATM 轉帳明細單影本」或「超商繳費收據憑單」註記班級、學號、姓名於註冊當

日繳交。 
4、未完成繳款者得於註冊當日現場繳交費用，金額新台幣 1,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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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聯絡資料建

檔、相片上傳 

請於 108 年 8 月 11 日（日）前登入校園入口網（http://portal.ltu.edu.tw），於訊服務平台-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資訊系統

項下點選「學生服務網（登入帳號為學號，預設密碼為身分證字號共 10 碼）」，依序完成各項個人資料建檔並上傳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個人存摺影本（學生在學期間，學校將核撥與學生相關獎學金、補助款或各類退費款，款項將直接核撥

匯入其帳戶內（僅元大銀行免扣手續費）、2 吋相片（製作學生證用）。 
完成後請列印以下報表於註冊當日繳交：1、新生聯絡資料表（學務組收取）、2、兵役卡（學務組收取）。 

八、兵役緩徵（召） 
（女生免辦） 

1、男生請登入學生服務網，依照身分證背面之資料詳細登錄個人戶籍地址（務必包含里鄰），並進入「學生兵役作業」

確實點選兵籍資料。 
2、所需上傳之影像檔佐證資料： 

（1）未役者–身分證正反面影像檔。 
（2）已役者–身分證正反面影像檔、退伍令（有個人資料面）影像檔。 
（3）免役者–身分證正反面影像檔、免役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影像檔。 
（4）服役中–身分證正反面影像檔、軍人身分證正面影像檔。 

3、各項佐證之影像檔務必清晰、方向正確並足以辨識各項資料。 
4、完成資料建檔及證件影像檔上傳後，列印兵役資料卡（請單張雙面列印），並於簽名處簽名，於註冊當日繳交，俾利辦

理緩徵或儘後召集申請。 
九、新生健康照顧需

求調查 
由「新生註冊專區」或「進修部學務組-表單下載區」下載「新生健康照顧需求調查」，本表請有需要的家長事先填寫，

於開學日前回傳學務組信箱（ltu2640@teamail.ltu.edu.tw）或於註冊當日繳回。 

十、新生輔導需求調

查 

新生家長請於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網頁（http://www.admin.ltu.edu.tw/Home/Index?gpid=54）進入，於左下角點選「108
學年度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新生輔導需求調查專區」進行問卷調查，並請於 108 年 8 月 11 日（日）前，上網填妥調查

表。 

十一、身心障礙新生

個別化支持計畫 

1、身心障礙學生請進入資源教室網頁「表格下載」，下載列印【嶺東科技大學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

https://goo.gl/wWVkiB，填寫完請貼上 2 吋相片 1 張，連同身心障礙手冊/證明影本或鑑定證明影本 1 張於註冊當日

繳交（其餘學生免繳）。 
2、本表格為預先調查學生障礙與需求，請身心障礙學生務必填寫，以利協助入學適應。 

其他注意事項 
學號查詢 新生學號將於 108 年 8 月 8 日（四）晚上 6 時起於「註冊專區」公告（或至本校進修部教務組網站查詢）。 

課表查詢 108 年 8 月 20 日（二）起請至選課系統查詢，查詢網址：https://course.ltu.edu.tw。 

用書查詢 各學制用書請於 8 月 1 日（四）後至教務組網頁查詢。 

本校交通 

1、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1）台中市內公車:統聯客運 56 路、仁友公車 30 路、358 路、豐榮客運 40 路、48 路、89 路、台中客運 26 路、27

路、29 路、70 路、72 路、290 路、捷順客運 357 路、中鹿客運 617 路、74 路及彰化客運 99 路可直達本校。 
（2）高鐵台中站搭乘 99 路、26 路及 70 路約 15 分鐘可至本校。 
（3）搭乘高鐵至台中站出站，轉搭計程車約 10 分鐘車程可至本校。 
（4）搭乘巴士至台中朝馬站下車，約 20 分鐘車程可至本校。 

2、自行開車：於中山高速公路台中南屯交流道（即龍井交流道 181 公里處，由北部南下為台中市第 3 處出口；由南部北

上為台中市第 1 處出口）下高速公路後，往龍井方向，於嶺東路口左轉，5 分鐘可直抵本校。 

賃居資訊 1、請至嶺東雲端租屋生活網（http://house.nfu.edu.tw）瀏覽查詢。 
2、可於上班時間來電詢問或親至本校軍訓室（行政大樓 3 樓）索取租屋快訊資料。 

服務電話 
本校總機 

04-23892088 

諮詢項目 承辦單位 分機 

新生學籍、學號及聯絡資料建檔 教務組 2611、2621、2631、2632 
就學減免、就學貸款、弱勢助學計畫之就學補助、新生始業輔

導、聯絡資料建檔、兵役緩徵（召）、新生健康照顧需求調查 
學務組 2641、2651、2661 

賃居輔導 軍訓室 04-23825052 
1752、1753 

身心障礙新生個別化支持計畫 資源教室 1744 
資訊系統操作問題 資網中心 2832 
交通諮詢 總務組 2671 
註冊繳費（匯款） 出納組 1842、1843 

註冊繳費單下載 
元大銀行台中分行 
鄭先生 

（04）23020222 

※倘有任何問題請於上班時間來電各承辦單位洽詢（總機 04-23892088 轉各單位分機）。 

※暑假上班時間：請參閱進修部網站公告（8/23 ~9/1 全校休假）。 

※本註冊須知亦得於進修部教務組網站下載。 

※為協助新生了解學校各類重要訊息，請務必加入嶺東科技大學 line 群組，直接輸入 line ID: @ltu_line 或掃瞄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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