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11學年度第 1學期 

【新店校區】新生開學暨註冊通知(適用五專部學生) 

一、 新生家長座談會：111年 8月 28日(星期日)下午 13:30~16:00活動地點：各班教室。 

二、 新生品德探索體驗學習營【視疫情調整時間及方式，請注意學校公告】 

活動時間：111年 8月 29～31 日(星期一～三)，活動地點：各班級教室及活動場地。 

※含學生資料填寫、英文測驗、破冰活動、始業式、定向探索體驗、學科之夜(導師生時間)、文化賞析、社團博覽會、

迎新晚會、健檢時間、結業式(學務處與學生會時間)等。 

【8月 18 日(星期四)公布活動行前通知相關訊息，於學校首頁及學務處「最新公告」。 
(一) 111年 8月 29日(星期一) 上午為重要考試及資料填寫時間，請學生務必於 09:00 前完成報到，並配合事前準備。 

9:00~10:00 學生資料填寫【請準備學生本人存褶及身分證影本】、10:00~11:00英文測驗【請準備 2B鉛筆、橡皮擦】。 

(二) 111年 8月 31日(星期三) 上午為健檢時間，請學生攜帶費用 495元/人，於當日繳交，內容詳閱「健檢須知」。 

(三) 營隊活動期間，請學生穿著運動服裝(自備 2套換洗衣物)，並自行攜帶餐具、水杯及其餘所需生活用品。 

(四) 每日中午將集體用餐，於報到時事先收取三日午餐費用 250元。住宿生前兩日統一留宿，早、晚餐於校內餐廳自費

購買(請衡量個人所需，勿攜帶太多金錢)，通勤生可返家，早、晚餐自行處理。 

三、 註冊繳費截止日：111年 9月 5日(星期一)前繳交學雜費  
(一)繳費單：由學校 8/15 統一寄發，若未收到或金額因減免、就貸、住宿異動者，可自行上網至「新版校務行政系統」

下載列印或至學校出納組列印，若有需要亦可來電出納組寄發。 

(二)繳費方式：學校不收現金，詳閱背面「學雜費繳費說明事項」，請於指定繳費期限前完成繳費手續，繳費單存查聯
(或證明)自存備查(免交回)。 

(三)辦理「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貸款」者，請詳閱第七點之規定，持相關文件分別至學務處課服組繳驗。 

(四)完成繳費即為完成「註冊」程序，始核發學生證。 

(五)延長註冊以一週為限，經催辦後未完成註冊且未申請休學者，概以放棄入學資格論。 

(六)１、新生於註冊日(含)之前申請休學或放棄入學者，應免繳費；已收費者，全額退費。 

２、新生於上課(開學)日之後申請休、退學者，需先辦妥註冊繳費後，始可申請。 

３、本校退費標準係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辦理，詳見本校網頁→下方「公開資訊」→「學雜費
專區」→「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 

四、 開學典禮 

111 年 9月 5日(星期一)上午 8:10～9:00 (7:40前班級集合)，活動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五、 正式上課：9月 5日(星期一)上午 9:10(第二節)起正式上課。 (按照課表) 

六、 教科書單、課表 
(一)『教科書單』公布日期：7月 19 日起，為便利學生訂購書籍，書商於開學第一週(週一至六)駐校服務，屆時請各班

自行洽購；『課表』公布日期：8月 30日起。 

(二)查詢路徑：「教科書單」公布在本校網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務組(宜蘭教務組)→「最新公告」； 

「課表」公布於本校網頁→學生/家長→「新版校務行政系統」的左上方查詢。 

七、 科目抵免 
限曾就讀高中職、五專之新生及復學生，於 8月 17日(週三)前上網申請，內容請詳閱「抵免流程說明」辦理。 

課程加退選：於 9月 5~14日辦理。 

八、 申請各類就學優待(減免)及就學貸款 
★至學校網站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就學獎助→點閱相關申請項目說明★ 

(一)各類學雜費減免：五專一年級新生均適用免學費(不含重讀、復學或轉學生)，由校方主動減免，9/5發申請表及確
認單，10/11以「班」為單位交至學務處課服組。欲申領子女教育津貼者，或具有其他減免身分、重讀、
復學或轉學生，請逕洽課服組。尚未申請各類學雜費減免者，最遲於 8/31前將申請資料交至課服組。 

註：學雜費減免申請單暨切結書：新版校務行政系統→G 學生專區→G1 整合式數位學習平台→G15 減免及獎
助金申請→G154學雜費減免申請→列印。※每一個學程僅能申請一次減免。 

(二)就學貸款：8/1-8/31 至臺灣銀行各分行辦理對保，並於 8/1-8/31 至學務處課服組繳交「就學貸款申請書第二聯學
校存執聯」(8/31 前無法到校繳交者，請以掛號寄至學務處課服組李莅蒂老師收)。 

九、 宿舍遷入時間 

(一) 住宿生配合新生品德探索體驗學習營 8月 28～30日一律住宿。 

(二) 8 月 28 日(星期日) 依時段搬入行李：09:00~10:30(護 511-514)、10:30~12:00(護 515-517,幼 511,妝 511,口 511)，

必要之寢具、盥洗用品、換洗衣物務必先搬入。住宿相關資訊詳見本校網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宿舍專區/「宿舍床位公告」及「問與答」供查詢。 

(三) 8 月 31日新生營結束，需留宿者請在各層樓公佈欄填寫登記 (正式住宿時間：9 月 5 日)。 

行政單位分機：(教務處)註冊組：5214、5212、課務組：5216、5217 (總務處)出納組：5417、5418 (學務處)課服組：5314、5312、生輔組：5318 

(暑假期間上班時間 09:00-16:00，週五及例假日不上班， 7/20及 8/22-8/26不上班)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11學年度第 1學期 

新生開學暨註冊通知(適用幼保科在職班學生) 

一、 註冊繳費截止日：111年 9月 3日(星期六)前繳交學分學雜費 

(一) 繳費單：由學校 8/15 統一寄發，若未收到或金額因減免、就貸、住宿異動者，可自行上網至「新版校務行政系統」

下載列印或至學校出納組列印，若有需要亦可來電出納組寄發。 

(二) 繳費方式：學校不收現金，詳閱背面「學雜費繳費說明事項」，請於指定繳費期限前完成繳費手續，繳費單存查

聯(或證明)自存備查(免交回)。 

(三) 辦理「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貸款」者，請詳閱第六點之規定，持相關文件分別至學務處課服組繳驗。 

(四) 完成繳費即為完成「註冊」程序，始核發學生證。 

(五) 延長註冊以一週為限，經催辦後未完成註冊且未申請休學者，概以放棄入學資格論。 

(六) １、新生於註冊日(含)之前申請休學或放棄入學者，應免繳費；已收費者，全額退費。 

２、新生於上課(開學)日之後申請休、退學者，需先辦妥註冊繳費後，始可申請。 

３、本校退費標準係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辦理，詳見本校網頁→下方「公開資訊」→「學雜費

專區」→「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 

二、 開學典禮【視疫情調整時間及方式，請注意學校公告】 

111年 9月 3日(星期六)上午 08:10，地點：上課教室 

三、 正式上課 

9月 3日(星期六)上午 9:05(第二節)起正式上課。(按照課表) 

四、 教科書單、課表 

(一)『教科書單』公布日期：7 月 19日起，為便利學生訂購書籍，書商於開學第一週(週一至六)駐校服務，屆時請各班

自行洽購；『課表』公布日期：8月 30日起。 

(二)查詢路徑：「教科書單」公布在本校網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務組(宜蘭教務組)→「最新公告」； 

「課表」公布於本校網頁→學生/家長→「新版校務行政系統」的左上方查詢。 

五、 抵免  

(一)科目抵免：限曾就讀大專校院之新生及復學生，於 8 月 17 日(週三)前上網申請，需一次申請完畢，不可分次(分學

期)辦理，內容詳閱「抵免流程說明」辦理。 

(二)證照抵免：限取得保母證照並欲抵免科目學分者，於 8月 17日前上網申請。 

課程加退選：於 9月 3~14日辦理。 

六、 申請各類就學優待(減免)及就學貸款 

★至學校網站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就學獎助→點閱相關申請項目說明★ 

(一)各類學雜費減免：尚未申請各類學雜費減免者，8/31前將申請資料交至學務處課服組辦理。 

弱勢助學金申請期限為 9/1-9/30(不方便到校者，請以掛號寄至學務處課服組李莅蒂老師收)。 

註：學雜費減免申請單暨切結書：新版校務行政系統→G 學生專區→G1 整合式數位學習平台→G15 減免及獎助

金申請→G154 學雜費減免申請(弱勢助學金 G152)→列印。※每一個學程僅能申請一次減免。 

(二)就學貸款：8/1-8/31至臺灣銀行各分行辦理對保，並於 8/1-8/31 至學務處課服組繳交「就學貸款申請書第二聯學校

存執聯」(8/31前無法到校繳交者，請以掛號寄至學務處課服組李莅蒂老師收) 

七、 停車位申請 

(一)本校車位假日僅提供教師及假日班學生停放，請於開學後二週內向總務處辦理，受理固定車位申請，受理時間為週

六上午 8:00-12:00，額滿採臨停方式辦理。 

申請表請至總務處網站下載(學校網頁/行政單位/總務處/營保組/表單下載/停車申請表) 

(二)其他管理依據本校車輛管理規則辦理(學校網頁/行政單位/總務處/規章辦法/營保組/車輛管理規則)。 

八、 新生健檢 

111年 8月 1日起～10月 15日前自行與新店耕莘醫院預約體檢，地點：耕莘醫院 C棟 2樓巡迴健康檢查中心。 

或至公私立區域級以上醫院體檢(體檢項目需符合學校規定)，並於 111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前將體檢報告繳交至學務

處健促組(健康中心)；內容請詳閱「健檢須知」。 

行政單位分機：教務處 註冊組：5214、5212          課務組：5216、5217        總務處 出納組：5417、5418 

  學務處 課服組：5314、5312          生輔組：5318              幼保科：6212、6211 

(暑假期間上班時間 09:00-16:00，週五及例假日不上班， 7/20及 8/22-8/26不上班)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11學年度第 1學期 

【宜蘭校區】新生開學暨註冊通知 

一、 新生家長座談會:111年 8月 28日(星期日)下午 13:30~16:00 活動地點：各班教室。 

二、 新生品德探索體驗學習營【視疫情調整時間及方式，請注意學校公告】 

111 年 8月 29～31日(星期一～三) (含導師生時間、英文能力分級(班)測驗、健檢、營隊活動、校園巡禮) 
(一) 8月 29 日(星期一)07:20 至 8月 31日(星期三)16:00 新生品德探索體驗營隊活動【行程安排於 8月 18日(星期四)公布

學校首頁「公告專區/校務公告」及行政單位/學務處/宜蘭學務組「最新公告」】地點：班級教室及校園各活動場地 

(二) 8 月 29 日(星期一)07:20-07:40 報到，7:45~11:30 健檢(各班依指定時間受檢)，費用 495 元/人，當日繳交給協辦醫
院，內容詳閱「健檢須知」。09:00~11:00導師生時間，地點於各班教室。 

(三) 8 月 30日(星期二) 0900-1600 參加三星食農教育與文化走讀感恩活動(活動內容以 8月 18 日網站公告訊息為主)。 

(四) 8月 31日(三)安排英文能力分級(班)考試：請備齊應考文具(2B 鉛筆、橡皮擦)。 

(五)營隊活動期間，請著輕便服裝，並繳交餐費，住宿生 600 元(28 日晚餐、29~30 日之早午晚餐、31 日之早午餐，共
9 餐)，通勤生 280元(8/29~8/31 之午餐及 8/29早餐，共 4 餐)及自行攜帶餐具及水杯，統一於校內用餐。 

(六)新生獎勵方案-住宿生免校內住宿費用，但須向每人收取基本電費 300 元，於新生學習營報到時收取(低收入戶免)。 

(七)返鄉交通車依路線不同，一趟來回費用約 120 到 380 元間。交通路線資訊請參閱「學校首頁/常用連結/地理位置及
交通訊息/宜蘭校區」之訊息。 

三、 註冊繳費截止日：111年 9月 5日(星期一)前繳交學雜費 

(一)繳費單：由學校 8/15 統一寄發，若未收到或金額因減免、就貸、住宿異動者，可自行上網至「新版校務行政系統」
下載列印或至學校總務組列印，若有需要亦可來電總務組寄發。 

(二) 繳費方式：學校不收現金，詳閱背面「學雜費繳費說明事項」，請於指定繳費期限前完成繳費手續，繳費單存查
聯(或證明)自存備查(免交回)。 

(三) 辦理「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貸款」者，請詳閱第七點之規定，持相關文件分別至學務組繳驗。 

(四) 完成繳費即為完成「註冊」程序，始核發學生證。 

(五) 延長註冊以一週為限，經催辦後未完成註冊且未申請休學者，概以放棄入學資格論。 

(六) １、新生於註冊日(含)之前申請休學或放棄入學者，應免繳費；已收費者，全額退費。 

２、新生於上課(開學)日之後申請休、退學者，需先辦妥註冊繳費後，始可申請。 

３、本校退費標準係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辦理，詳見本校網頁→下方「公開資訊」→「學雜費
專區」→「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 

四、 正式上課：9月 5日(星期一)上午 8:10(第一節)起正式上課。(按照課表) 

五、 開學典禮：暫定 9月 5日(星期一)下午 14:30～15:20，地點：行政樓二樓視廳教室。 

六、 教科書單、課表 
(一)『教科書單』公布日期：7 月 19日起，為便利學生訂購書籍，書商於開學第一週(週一至六)駐校服務，屆時請各班

自行洽購；『課表』公布日期：8月 30日起。 

(二)查詢路徑：「教科書單」公布在本校網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務組(宜蘭教務組)→「最新公告」； 
   「課表」公布於本校網頁→學生/家長→「新版校務行政系統」的左上方查詢。 

七、 科目抵免 

限曾就讀高中職、五專之新生及復學生，於 8月 17日(週三)前上網申請，內容請詳閱「抵免流程說明」辦理。 

課程加退選：於 9月 5~14日辦理。 

八、 申請各類就學優待(減免)及就學貸款 
★至學校網站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就學獎助→點閱相關申請項目說明★ 

(一)各類學雜費減免：五專一年級新生均適用免學費(不含重讀、復學或轉學生)，由校方主動減免，9/5 發申請表及確認
單，10/11以「班」為單位交至學務組。欲申領子女教育津貼者，或具有其他減免身分、重讀、復學或轉
學生，請逕洽學務組。尚未申請各類學雜費減免者，最遲於 8/31前將申請資料交至學務組。 

註：學雜費減免申請單暨切結書：新版校務行政系統→G 學生專區→G1 整合式數位學習平台→G15 減免及獎
助金申請→G154學雜費減免申請→列印。※每一個學程僅能申請一次減免。 

(二)就學貸款：8/1-8/31至臺灣銀行各分行辦理對保，並於 8/1-8/31 至學務組繳交「就學貸款申請書第二聯學校存執聯」
(8/31 前無法到校繳交者，請以掛號寄至學務組李慶瑋老師收)。 

九、 宿舍遷入時間 
(一) 行李搬入宿舍時間：8月 28 日(星期日)09:00-17:00(當日即需住宿)，為避免校園車輛擁塞，請依時段搬入行李： 

 護理科 9:00~12:00、餐旅科 13:00~14:00。 

(二) 住宿生 8月 28～30日配合新生品德探索體驗學習營一律住宿，必要之寢具、盥洗用品、換洗衣物務必先搬入。住
宿相關資訊詳見本校網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宜蘭學務組/宿舍專區/「宿舍床位公告」及「問與答」供查詢。 

(三) 8 月 31 日(三)16:00 訓練營結束後，學校將委由交通公司安排返鄉專車。眷居外島需留宿者，於 8/28(日)當天向舍
務老師申請。(開學返校入住宿時間：9月 4日 20:00時宿舍實施點名，請預先規劃時間提早返校)。 

行政單位分機：教務組：7214     總務組：7412      學務組：7312   生輔組：7319     舍務相關：7321(男)、7323(女)  

(暑假期間上班時間 09:00-16:00，週五及例假日不上班， 7/20及 8/22-8/26不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