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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新生入學辦理重要事項時間表  

 

 

辦理事項 辦理日期 承辦單位 

學號查詢 106.8.15 A01 教務處註冊組 

住宿申請 106.8.18止 C02 學務處生輔組 

學生基本資料填寫 106.8.21~8.31止 A01 教務處註冊組 

學生體檢資料填寫 106.8.21~8.31止 C03 健康中心 

新生親師座談會報名 106.8.23止 C02 學務處生輔組 

宿舍床位安排結果公告 106.8.24 C02 學務處生輔組 

新生親師座談會 106.8.26 C02 學務處生輔組 

學雜費繳交 106.8.30止 B01 會計室 

就學貸款富邦銀行對保 106.8.31止 C01 學務處課指組 

住宿生進住 106.9.9~9.10止 C02 學務處生輔組 

就學減免 106.9.10前 C01 學務處課指組 

正式上課 106.9.11 A02 教務處課務組 

學士班新生入學輔導 106.9.11 C02 學務處生輔組 

學分抵免 106.9.11~9.20止 A01 教務處註冊組 

兵役緩徵申請單繳交 106.9.11~9.22 止 C02 學務處生輔組 



106 學年度新生入學資訊 
研究所、二技、四技 新生 請進入校園網
http://www.cust.edu.tw/www/index.html  
(各位可點開各組各項連結查看) 

    

A01註冊組  A02課務組  B01會計室  C01課指組  

新生註冊須知 課程規劃 學雜費繳費列印 助學貸款專區 

學生基本資料       信用卡繳費 就學減免專區 

學分抵免   獎助學金申請 

   富邦銀行就貸 Q&A 

    
C02生輔組  C03健康中心  D01電算中心  F01國合中心   

新生親師座談會 體檢資訊 校園 E-mail 僑生、外國生入學須知 

兵役  校園無線網 陸生、港澳生入學須知 

   住宿 / (申請表)  學生資訊網  

    
A03語言中心  G01圖書館  H01體育室  I01各系組  

暑假英語密集班活動     圖書導覽   校內外體育活動    暑期新生體驗營 

英語能力指標     新生導覽   

     英文活動 

英語咖啡廳 

 

http://www.cust.edu.tw/www/index.html
http://aca.cust.edu.tw/register/
http://aca.cust.edu.tw/curicul/
http://www.cust.edu.tw/account/
http://studaffirs.cust.edu.tw/active/active/
http://www.cust.edu.tw/www/post/ezshow3.php?id=13566&btn_type=1
http://aca.cust.edu.tw/curicul/course.html
https://eschool.landbank.com.tw/student_login.aspx
http://studaffirs.cust.edu.tw/active/active/loan.html
http://ap.cust.edu.tw/pis/StdProfileEdit
https://eschool.landbank.com.tw/creditcard.aspx
http://studaffirs.cust.edu.tw/active/active/form_a.html
http://aca.cust.edu.tw/register/faq9.html
http://studaffirs.cust.edu.tw/active/active/form_a.html
https://school.taipeifubon.com.tw/student/sub_1.jsp?target=4
http://studaffirs.cust.edu.tw/counsel/
http://studaffirs.cust.edu.tw/healthcenter/
http://www.cust.edu.tw/cc/
http://www.cust.edu.tw/icc/list.htm
http://studaffirs.cust.edu.tw/consult/new1/main.htm
http://studaffirs.cust.edu.tw/healthcenter/
http://www.cust.edu.tw/www/email/
http://www.cust.edu.tw/icc/chinese/mainc.htm
http://studaffirs.cust.edu.tw/counsel/Military_S1.html
http://www.cust.edu.tw/cc/wireless/
http://www.cust.edu.tw/icc/chinese/mainc.htm
http://studaffirs.cust.edu.tw/counsel/dorms_1.html
http://studaffirs.cust.edu.tw/counsel/table_list.html
http://www.cust.edu.tw/www/info/student.html
http://aca.cust.edu.tw/language/
http://library.cust.edu.tw/
http://www.cust.edu.tw/sports/
http://www.cust.edu.tw/www/school.html
http://aca.cust.edu.tw/language/
http://library.cust.edu.tw/
http://www.cust.edu.tw/sports/
http://www.cust.edu.tw/www/school.html
http://aca.cust.edu.tw/language/level.html
http://library.cust.edu.tw/manager_admin/upload_file/31/13799138531.pdf
http://aca.cust.edu.tw/language/activity.html
http://www.cust.edu.tw/www/post/ezshow3.php?id=8833&btn_type=1


A01 教務處註冊組 Register:榮華樓 3 樓分機 125、126、203 

新生註冊須知:各單位註冊業務事項說明及辦理日期 
學生基本資料:106 年 8 月 21 日~~~8 月 31 日前上網完成學籍基本    

資料核對及照片上傳工作 

學分抵免:開學 106 年 9 月 11 日~~~9 月 20 日前可辦理 
 

A02 教務處課務組 Curriculum Section:榮華樓 3 樓分機 156、190 

正式上課:106 年 9 月 11 日 
網路選課:106 年 8 月 25 日~~9 月 6 日 

新生的課程全部由電腦直接鍵入，不必加選。 

課程規劃:請依各系各入學學年度課程規劃修讀課程 
 

B01 會計室 Accounting:榮華樓 4樓分機 121、143 

學雜費繳費:106年 8 月 30 日前完成註冊 
列印繳費單:輸入學號即可列印學雜費繳費單 

查詢繳費系統:輸入學號即可查詢 

 
C02 學務處生輔組 Student Guidance Section: 

榮華樓 2樓分機 138、189、230 

新生親師座談會:106 年 8 月 26日舉辦新生親師座談會，歡迎新生及
新生家長蒞臨瞭解學校環境，欲參加之新生及家長請於 8 月 23日下

午 3 時前向各系報名。 

兵役:填報兵役緩徵調查表開學 2週內繳至生輔組 
住宿:所有申請住宿同學均須填寫住宿申請表及切結書，於106年8月

18日前郵寄至生輔組，床位於106年8月24日公告於學校首頁。 

宿舍進住：106年9月9日至106年9月10日上午9 時至下午5 時。 
 

C03 健康中心 Health Center:榮華樓 1 樓分機 131 

體檢:106年8月21日~~~8月31日前所有新生請於線上填寫申請表， 
開學時於校內辦理體檢 

 

D01電算中心Computing Center:復華樓3樓分機167 
校園E-mail: 帳號為同學的學號，密碼預設為同學的身分證字號 

校園無線網: 帳號為同學的E-mail帳號及密碼 

學生資訊網: 帳號為同學的學號，密碼預設為同學的身分證字號 

 

C01學務處課指組Student Activity Division:榮華樓2樓分機199 施s 

助貸、減免申請作業流程: 



各類學雜費減免作業 
(一)日間部弱勢助學申請流程 

 

 

 

 

 

 

 

 

 

 

 

 

 

 

 

 

 

 

 

 

 

 

 
 

 

 

 

 

 

 

 

 

 

 

 

 

 

 

每學年弱勢助學方案申辦時間為 10月 20日前，逾期將不再受理申請。 

登入本校行政系統

http://studaffirs.cust.edu.tw/act

ive/download.html後 

下載『填寫 2%獎助學金申請書暨切結書，勾選弱勢助學

方案』 

（備註： 擁有多重身份可以辦理減免、教育補助、政府單位補助者，

請擇一申請，教育部平台會偵測。） 

 

※ 2%獎助學金申請書暨切結書請於學務處課指組系統內

 

※注意事項※ 

1.資料確認無誤後，資料將上傳至財稅中心查核。 

2.待查核過後，將會通知學生，申辦成功與否。 

3.申辦核可後，將會抵扣下學期之學費。 

4.其他相關規定，請至圓夢助學網查詢。 

備妥相關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一份，及上學期成績單

與申請書一同繳交至課指組。 

※ 戶籍謄本請準備三個月內，超過時間恕不受理。。 

※ 上學期成績單學業 60分以上 

 



 (二)就學貸款流程圖 

開始 

結束 

辦理學雜費減免(無資格者,免辦理) 

郵寄送件 

郵寄附件至 課指組： 

1. 銀行撥款通知書 1 張 

2. 學雜繳費單 

銀行線上申請＋至銀行對保（缺一不可） 
 

帶右列資料繳交 課指組

辦理 

課指組上台北富邦銀行查

核 

1.銀行撥款通知書資料 

約 4 天後，下載繳費單並

繳清未貸款餘額 

暫時完成就貸及註冊手續 

有否貸

款 

 

是 

否 

過次
頁 

補繳學雜費 

完成註冊 

到學校送件 
 

財稅中心審查就貸資格 





流程圖內容說明  

 

 

 

 

 

 

 

 

 

 

 

項   目 說     明 

辦理學雜費減免 
有減免資格同學，請先向課指組減免承辦人（施錦玉小姐） 

辦理各項減免。無減免資格者，免辦理此項。 

辦理銀行對保 

銀行線上申請 

依銀行規定申請可貸項目，並攜帶各項證件至全省任一家台北

富邦銀行辦理對保手續。 

同一學程，第二次對保者，可就近選擇方便之台北富邦銀行分

行對保 

以下方式，請擇一辦理 

郵寄送件 到校送件 

郵寄附件： 

1.銀行撥款通知書 1張 

2.學雜費繳費單(可上網列印) 

掛號郵寄地址： 

台北市115研究院路3段245號 

 榮華樓2樓  

學務處課指組收   (註明就學貸款) 

於本校就貸開放申請期間內，將 

1.銀行撥款通知書 1張 

2.學雜費繳費單(可上網列印) 

帶至課指組(榮華樓 2樓辦理) 

郵寄後約 4天內，上網至土地銀行下

載繳費單並至 ATM 或土地銀行繳清

未貸款餘額 

如有差額當場換單，再至土地銀行或ATM繳

納未貸款餘額 

有就貸資格者（待財稅中心審核資格後，審查時間約１個月），即完成就貸及    

註冊手續 

無貸款資格或放棄貸款者，本組會另行通知，帶現金至出納組補繳學雜費後，   

並至課指組辦理【取消貸款】，即完成註冊 



台北校區交通資訊 

 

公車 

 

捷運 

 

臺鐵系統 

 

高鐵系統 

205(本校←→東園) 板南線-昆陽站(1號

出口) 轉公車藍 25

或(4號出口對面)轉

公車藍 25, 公車 270 

松山火車站轉公車

205、306（八德路）   

可抵達本校   

高鐵南港車站轉公

車：南出口(忠孝東

路)藍 25, 270 

 

270(本校←→中華路) 

306(凌雲五村←→蘆

洲) 

620(本校←→科學教

育館) 

小 1(本校←→內溝) 文湖線及板南線-南

港展覽館站（5號出

口對面）轉公車 205、

620、小 1、小 12。 

南港火車站轉公車  

藍 25、270（忠孝東

路），小 12、205（南港

路）306亦可抵達本校 

高鐵南港車站轉公

車：北出口 (南港路) 

小 12, 205 

 

小 12(本校←→昆陽 

捷運站) 

藍 25(本校←→昆陽 

捷運站)  

 

國光號 

 

自行開車 

 

免費接駁車 
捷運圓山→烏石港: 

捷運圓山→南港車站

→捷運南港展覽館

（經貿二）→頂埔站

→頭城站→蘭陽博物

館→烏石港站 

捷運圓山→南方澳:                                                                      

捷運圓山→南港車站

→捷運南港展覽館

（經貿二）→羅東站

→冬山站→蘇澳站→

南方澳站。 

捷運圓山→宜蘭:                                                                     

捷運圓山→南港車站

→捷運南港展覽館

（經貿二）→宜蘭

站。 

國道 3號（北二高）： 

北上：經南深路交流道（16Km處出口）→左轉

南港方向（中央研究院方向）→於第 1 個丁字

路口左轉往中央研究院方向→途經舊莊國小

→於胡適國小前紅綠燈路口→左轉中央研究

院路三段→直行依指標抵達本校。        

(請注意號誌調整通行時間)  

南下：經新台五路交流道（12Km處出口）→右

轉往南港方向→經過省道台 5線（新台五路）

→於第1個紅綠燈路口左轉往南港方向→沿大

同路直行往南港方向→途經「南港展覽館」→

左轉中央研究院路一段→往中央研究院路三

段→依指標抵達本校。 

國道 1號（中山高）： 

北上：經東湖交流道（15Km處出口）→右轉往

南港方向→沿「經貿路」→途經「南港展覽館」

→直行中央研究院路一段方向→往中央研究

院路三段→依指標抵達本校。 

南下：經汐止系統交流道（10Km處出口）→右

轉汐止大同路二段（省道台 5甲線）往南→直

行往台北方向→途經「南港展覽館」→左轉中

央研究院路一段→往中央研究院路三段→依

指標抵達本校。 

本校提供免費接駁

( 大 都 會 汽 車 客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車號為「373-FP」35

人座大客車)，請踴躍

搭乘 

專車時刻表如下 

 

http://blog.yam.com/upssmile/article/29312032
http://blog.yam.com/upssmile/article/29312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