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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8學年度第 2 學期新生註冊須知 

一、行事曆網頁：本校首頁→點選上方導覽列「行事曆」 

二、學雜費繳費暨就學貸款截止：109年 3月 2 日。 

三、開始上課：109年 3 月 2日 

 

※註冊前先行辦理事項 

辦理事項 說     明 

本校總機 

05-5342601 

洽詢單位

及 

分機 

填寫基本資

料、上傳照片 

一、請至本校新生入學服務網閱讀各項資料並填寫基本資料。 

二、上傳照片(此照片為製作學生證，目前系統上照片為入學考

試照片檔轉入，研究所新生請於 109 年 2月 14 日前進行更

換，未上網更換者則以原照片製作，無照片或照片不符規範

者恕無法製作。) 

三、無法上傳照片者，請將電子檔寄至 aar@yuntech.edu.tw，並附

上學號、姓名及連絡電話，由註冊組代為上傳。 

四、原住民學生須繳交戶籍謄本；身障生繳交身心障礙手冊影

本。 

五、學生如有更換姓名者，請至註冊組填寫「學生基本資料異

動申請表」並繳交戶籍謄本，由本組進行修正。 

註冊組 

2213-2216 
 

六、學生兵役資料(限男生)，請務必至新生入學服務網→綜合基

本資料登錄及列印→個人概況→兵役資料，詳實填寫。未曾

服役者，請點選 1.役男；免役者係為相關單位證明免役，請

點選 0.免(除)役；後備軍人，請點選 2.後備軍人、軍種、階

級；現役請點選 3.現役；已服替代役請點選 4.已服完替代

役。 

軍訓組

2367 

 

收費標準 

一、108 學年度各項學分學雜費之收費標準，請見本校首頁→關

於雲科→資訊公開→財務資訊分析→學雜費與就學補助資

訊。 

二、外籍生及陸生各項學分學雜費收費標準，請見本校首頁→關

於雲科→資訊公開→財務資訊分析→學費與就學補助資訊。 

綜合業務

組 

2243 

學雜費 

一、 繳費單預定於 109 年 2 月 10 日完成上網，請同學自行上台灣

銀行學雜費入口網：https://school.bot.com.tw/twbank.net/index.aspx

下載繳費單完成繳費或辦理就學貸款。繳費管道﹑期限：臺

灣銀行、超商、信用卡等﹐繳費截止日為 109 年 3 月 2 日。 

二、無法自行下載繳費單者請洽出納組協助寄送。 

三、研究生(含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生)註冊時先繳納電腦使用費、

學生平安保險費、住宿費(住宿者)、學雜費基數、語言教學實

習費(應外系所)；開學後另有學分費繳費單。學分費依各生加

退選後實際修課學分數製作，預估於 109 年 4 月中旬上線(另

行以校內 mail 通知)。需辦理貸款者請一併於開學前貸足學分

費部份﹐開學後不辦理加貸。 

四、住宿生需繳住宿保證金1,800元(含鑰匙、清潔及公物保證金)。 

出納組

2434 

https://webapp.yuntech.edu.tw/NewStud/
https://school.bot.com.tw/twbank.net/index.aspx
https://school.bot.com.tw/twbank.net/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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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說     明 

本校總機 

05-5342601 

洽詢單位

及 

分機 

五、 銀行繳款單收據請自行妥為保管以備必要時之核驗，或作為

申報所得稅及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之用，無須於註冊期間送

交出納組核驗。 

學雜費減免 一、於申請期間至學校系統【單一入口網→總務資訊系統→學

雜費減免或弱勢助學金】線上申請，並印出申請書連同相

關證明等紙本文件於申請日起 3 日內(寄)送學務處生輔組

審核。(至遲應於申請截止前(寄)送達。郵寄明細：64002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務處

生輔組收【申請學雜費減免】) 

二、申請期限及作業：除「軍公教遺族子女」及「原住民學

生」在學期間曾提出申請，並經本校報送教育部核准者

外，其他各類申請人均須於每學期重新申請，逾期恕難受

理。(請注意!復學生或更改申請類別者另須主動提出申請) 

申請時間 注意事項 

第一 

梯次 

108 年 12 月 09 日 

至 

108 年 12 月 27 日 

1.請確定註冊學費單已減免再

繳費(或就貸) 

2.研究生(非全額減免身分者)

及大學部延修生，配合課程

加退選時程結束後才減免，

故申請後請先繳費(或就

貸)，之後將依下列身分別辦

理退費： 

(1)就貸生—繳還銀行 

(2)一般生—匯款至帳戶(請

至出納組建檔) 

第二 

梯次 

109 年 01 月 13 日 

至 

109 年 02 月 10 日 

三、減免類別及注意事項： 

減免類別 注意事項 

軍公教遺族子女 

※第 1 次請檢附： 

1. 當學期申請書(線上申請成功後列印) 

2. 最近 3 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正本 

3. 撫卹令/卹亡給與令/年撫卹金證書/

核定函影本（須有學生姓名，註記

「與正本相符」、學號、姓名及連

絡電話） 

4. 軍公教遺族子女就學優待申請書

（一式 2 份） 

原住民學生 

※第 1 次請檢附： 

1. 當學期申請書(線上申請成功後列印) 

2. 最近 3 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正本 

現役軍人子女 

※每學期依規定重新申請，請檢附： 

1. 當學期申請書(線上申請成功後列印) 

2. 家長在職服務相關證明文件或在營

服役證明 

生輔組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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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說     明 

本校總機 

05-5342601 

洽詢單位

及 

分機 

3. 最近 3 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正本   

（中）低收入戶

學生 

※每學期依規定重新申請，請檢附： 

1. 當學期申請書(線上申請成功後列印) 

2. 有效期間內（中）低收入戶證明正

本，須有學生姓名（以中(低)收入卡

影本繳交者，應查驗正本） 

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孫子女 

※每學期依規定重新申請，請檢附： 

1. 當學期申請書(線上申請成功後列印) 

2. 最近 3 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正本 

3. 有效期限內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文件

（附影本者應有核發機關註記之

「與正本相符」字樣 

身心障礙人士 

子女 

 

※在職專班學生 

請勿申請 

※每學期依規定重新申請，請檢附： 

1.當學期申請書(線上申請成功後列印) 

2.最近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含學生

本人與其他關係人) 

3.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鑑輔會證明

（粘貼於申請表）  

※依據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身心障礙學

生就學費用減免辦法第 3 條規定，於

修業年限內，其最近 1 年之家庭所得

總額未超過 220 萬元，得減免就學費

用。 

  家庭所得列計關係人： 

  (1)未婚學生─學生、父母(或法定監

護人)； 

  (2)已婚學生─學生、配偶。 

身心障礙學生 

四、減免額度：每人每學期僅享有 1 次，轉學（含他校轉學

生）/轉系/休學/退學/重修/重讀/再行入學/取得學位再行修

讀同級學位，或同時修讀 2 以上同級學位者等，依法不得

重複減免（身心障礙學生重修請另詳見減免辦法）。 

五、教育部修訂各類助學金給付優先順序（不得重複申請），

詳情及其他公告事項請詳見生輔組學雜費減免專區。 

六、減免申請資料可掛號郵寄至本校：64002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

路三段 123 號，信封署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務處生輔

組收 (學雜費減免)」。 

就學貸款 

一、 申請步驟：(可至學校網站參閱就學貸款須知) 

(一) 至【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填寫並列印申請書。 

(二) 備齊申請書及相關表件至「臺灣銀行」任一分行完成

對保。 

(三) 將「撥款申請/通知書學校收執聯」送回【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 

二、 相關作業期程： 

生輔組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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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說     明 

本校總機 

05-5342601 

洽詢單位

及 

分機 

(一) 銀行對保時間：109 年 1 月 15 日至 109 年 2 月 14 日 

(二) 學校收件截止：109 年 3 月 2 日(開學日)，逾期不予受

理。 

※學校收執聯可以掛號郵寄至 64002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署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務處生輔組收 就學貸款申請書」。 

三、 就學貸款須知、可貸資格、學費項目及其他注意事項請至

【本校學務處網站→助學措施/就學貸款專區】查閱。 

四、碩博研究生有需要貸款學分費者，請於開學前貸至足額【開

學後不辦理加貸】 

學生宿舍申請 
本學期宿舍是否有空床位(大學部及研究所均有)，請有意申請者先

洽學生宿舍服務中心詢問。 

宿舍服務

中心 

3795 

健康檢查 

一、【健康檢查資料卡】請至本校首頁→新生入學服務網→新生

健檢網頁或衛生教育組首頁下載健康檢查資料表，填寫正面

相關資料並黏貼照片。 

(一) 校內團體健檢:109年3月11日9:00-10:30。 

(二) 自行到院體檢者：至衛生署評鑑合格之公私立醫療院

所、醫學中心、區域醫院體檢(不含檢驗所)，健康檢查

報告至少需7-14個不等作業天數，請提早前往檢查。 

(三) 健康檢查報告：本校可接受六個月內之健康檢查報告

(即108年9月02日之後皆可) 檢查項目須完全包含本校健

康資料卡內容，若有不完整項目者，則請補齊相關檢

查。 

1. 請提供該健檢報告正本一份，填妥「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學生健康資料卡」正面資料之後，貼上照片。  

2. 恕不接受兵役體檢。 

二、請於109年3月13日(含)前完成健康檢查，並至衛生教育組(活

動中心GA106)繳交【健康檢查資料卡】。 

衛教組 

2342-2343 

兵役 

凡本校男性學生於新生(含復學生、降轉生、轉學生)入學期間應於    

109年 3月 16日前除於註冊系統中完成兵役資料填寫外，另須繳

兵役書面資料詳列於下： 

1.役男(含未屆役齡者)：學生兵役資料表。 

2.後備軍人：學生兵役資料表、退伍令或結訓令正反面影本(除役

者免繳)。 

3.免役者：免役證明。 

軍訓組

2367 

學生居住情形

(校內、校

外、住家)登

錄 

一、同學請於 109 年 3月 25日前至本校單一入口服務網→學務資

訊系統→學生居住情形(校內、校外、住家)登錄系統完成學生

居住情形登錄作業。 

二、請同學在「自助人助」的概念下，務於規定時間內詳實完成個

人「居住情形資料登錄」，以利後續學務處針對同學問題、急

難糾紛得以即時提供優質適切的服務協助。 

三、碩士在職專班亦同上述規定辦理。 

軍訓組 

2365 

http://webapp.yuntech.edu.tw/AsxMainMenu/StudDormConditionS.aspx
http://webapp.yuntech.edu.tw/AsxMainMenu/StudDormCondition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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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開學期間應辦理事項 

辦理事項 說     明 

本校總機 

05-5342601 

洽詢單位

及 

分機 

註冊 

一、請於註冊完成後至本校教務資訊系統查詢個人資料是否正

確，如有錯誤，請自行列印並送至註冊組更正。 

二、每位學生於 109 年 3月 2日起由本校提供 e-mail 帳號及密

碼，請留意本校新生入學服務網最新公告，各項資料繳送及

註冊資訊將透過 e-mail 通知各生。 

註冊組

2213-2216 

選課 

一、課程時間表查詢網址：本校首頁→教務資訊系統→課程資訊

→課程查詢。 

註：備註欄標示「能力分班」之課程，不開放網路選課，請

洽「開課班級」所屬辦公室登記。 

二、在校生第 1次預選日期：108年 12月 30日~109 年 1月 5

日。(有人數限制之課程 6日中午公告批次分發結果，其餘

課程即選即上) 

三、新生(含新進交換、轉、復學)第 1次預選日期：109年 2月

10日~12 日。(有人數限制之課程 13日中午公告批次分發結

果，其餘課程即選即上) 

四、全校學生第 2次預選課程辦理期間：109年 2月 14日~18

日。(有人數限制之課程 19日中午公告批次分發結果，其餘

課程即選即上) 

五、全校學生加退選：109年 3月 9日~ 3月 13日，採即時選

課，逾期恕不受理。 

註：加退選期間，已達人數上限之課程，如「任課教師」同意

調高名額，即依教師提供的「授權碼」由學生自行網路加選。 

六、上網選課路徑：本校首頁→單一入口服務網，輸入帳號密碼 (帳

號即學號) →課程資訊→ 選課系統 (1)、選課系統 (2)或進

入教務資訊系統→我的課程→網路選課--第一主機、網路選課

--第二主機。 

七、請於「加退選」截止後，109年 3月 16日~4月 24日上網列

印「選課結果清單」。路徑：單一入口服務網→教務資訊系統

→我的課程→選課結果清單列印。 

八、請依行事曆及相關規定辦理，如有選課疑問，請先洽詢自己

所屬系所。 

學制 / 學分上下限 上限 下限 
大學部大一至大三 25 16 
大學部大四 25 9 
大學部進修部 25 9 
大學部延修生 25 至少一門科目 
研究所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以上無此限制) 18 至少一門科目 

交換生 25 無 

備註： 

1. 交換生修習研究所在職專班課程者，依在職專班收費標準收

取學分費。學分費等收費詳見「各項收費標準」或洽詢總務

處出納組 2434。 

 
請洽所屬系所 

或 

課教組

2223-2226 

https://webapp.yuntech.edu.tw/WebNewCAS/Course/QueryCour.aspx
https://facts.yuntech.edu.tw/index.php/2013-09-27-01-25-31/2013-09-27-01-42-31/133-2013-09-27-00-51-30
https://webapp.yuntech.edu.tw/Announce/3706/201912261727_%e6%9c%ac%e6%a0%a1%e9%81%b8%e8%aa%b2%e5%90%84%e7%b3%bb%e6%89%80%e8%81%af%e7%b5%a1%e7%aa%97%e5%8f%a3docx.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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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說     明 

本校總機 

05-5342601 

洽詢單位

及 

分機 

2. 大學部延修生至少選修 1門課，如未修課應辦理休學。 

3. 所選之課程，皆列入學分上下限)。減修、超修學分之資格

及選課訊息，詳見網頁：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最新

消息「108-2選課注意事項」。 
 

校內獎助學金

申請 

校內獎助學金申請期間：109 年 3月 2日至 3月 13日。 

校內外獎助學金查詢路徑：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左手

邊粉紅色｢助學措施｣→校內外獎助學金 

生輔組 

2315 

 

※其他相關事項 

辦理事項 說     明 

本校總機 

05-5342601 

洽詢單位

及 

分機 

學分抵免 申請時間：109 年 3月 2 日至 3月 9 日，逾期恕不受理。 
註冊組 

2216 

碩士班英語畢

業門檻 

入學之碩士生(不含身心障礙學生、在職專班學生及國際學生)須

通過等同於全民英檢中級以上（多益 550分以上），系自訂者以

自訂為標準，要點如下: 

http://lc.yuntech.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

id=1301 

語言中心 

3272 

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課程

選修 

一、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為選修課程。 

二、選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每門課程成績及格（60 分

以上），82 年次以前折抵役期 4 天，83 年次以後折抵役期 2

天。 

三、報考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資格：在校期間須修有「軍訓或全

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至少一門，成績達 70 分以上。 

四、歡迎同學踴躍選課。 

軍訓組 

2368 

教育學程 

一、有興趣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之同學，請先行至師資培育中心網

站觀看相關資訊，每年 5 月辦理招生說明會。 

二、教育學程學分費以大學部文法類收費標準計算。 

三、修業年限：至少 2 年，並另加教育實習課程半年。 

師培中心 

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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