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臺科技大學109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新生學號公告及報到注意事項 

一、 現場報到日期：109/06/16(二) ~109/06/17(三)10：00~20：00止。 

     地 點 : 本校 C 棟 105 室 

二、 新生報到應繳交資料 

（一） 已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正本(正本驗畢歸還)及影印本，國外學歷者，除正本外，並須附相關英 

文及駐外單位驗證。 

（二） 同等學力者，除繳交同等學力證件正本，需另繳最高學歷(力)證件。 

（三） 應屆畢業生尚未能取得畢業證書者，需繳交「新生入學切結書」及學生證影本。 

（四） 2吋照片1張(製作學生證用)。 

（五） 錄取生本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限郵局，其他銀行不適用)。 

（六） 請填妥兵役狀況調查表，便於已服役者辦理儘後召集，未服役者辦理緩征申請。 

（七） 學籍表含2吋照片1張。 

三、新生入學切結書、學籍表及兵役狀況調查表可至招生網站下載表格。 

     https://night.stust.edu.tw/tc/node/recruits 

四、 正取生並已現場報到者，請於下列時間與地點，參加職場訓練及新生說明會： 

 (一)上課及上班： 

    1.經營管理服務專班先上課，109年8月3日(一) 正式上課。 

    2.行銷流通服務專班先上班，109年8月3日(一) 正式實習。 

 (二)新生訓練說明會詳細行程，請參閱表一：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服務專班)及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行銷流通服務專班)於109年07月23日(四)  

     09:00～16:00，地點：S303 

 (三)職場訓練：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行銷流通服務專班)於109/07/20(一)～109/07/22(三) 09:00~16:30，地點：T0212 

五、註冊繳費時程 

 (一). 請於109年8月3日至8月14日，上網列印學雜費繳費單(本校網站首頁->本校學生->學雜費繳費單列 

     印)。 

 (二). 辦理就學貸款： 

    1. 辦理就貸期間：請於109/09/14前辦妥就貸手續及上網完成就貸登錄。 

    2. 繳交就貸資料：請於109/09/14前將就貸書面資料交至學務處。 

    3. 請於開學日前至學校網站登錄就學貸款資料並列印一份交至學務處。本校就學貸款登錄系統 

       http://portal.stust.edu.tw/loan/。 

 (三).欲辦理學雜費減免學生，請至南臺首頁→新生專區→學雜費減免，請先閱讀學雜費減免說明 後， 

      再進行登錄申請。 https://academic.stust.edu.tw/tc/node/reduce 

六、網路選課時程： 

    選、必修課程，教務單位會自動幫學生加課。 

https://night.stust.edu.tw/tc/node/recruits
http://portal.stust.edu.tw/loan/
https://osa.stust.edu.tw/tc/node/reduce
https://academic.stust.edu.tw/tc/node/reduce


八、各系所學號如下： 

(一) 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服務專班 

序號 准考證 姓名 錄取系別 錄取廠商 學 號 

1 G003 余瑞寶 夜企管產攜一甲 全家 9A971001 

2 G005 葉宜鑫 夜企管產攜一甲 全家 9A971002 

3 G015 歐庭妤 夜企管產攜一甲 全家 9A971003 

4 G004 蔡昀蓁 夜企管產攜一甲 全家 9A971004 

5 G001 吳冠賢 夜企管產攜一甲 全家 9A971005 

6 G011 吳庭瑜 夜企管產攜一甲 全家 9A971006 

7 G013 謝雨恬 夜企管產攜一甲 大潤發 9A971007 

8 G014 莊于萱 夜企管產攜一甲 大潤發 9A971008 

9 G016 謝汶鴻 夜企管產攜一甲 全家 9A971009 

10 G028 黃昶銘 夜企管產攜一甲 大潤發 9A971010 

11 G032 黃馨慧 夜企管產攜一甲 全家 9A971011 

12 G012 吳亦宬 夜企管產攜一甲 全家 9A971012 

13 G019 施雅筑 夜企管產攜一甲 全家 9A971013 

14 G018 周建安 夜企管產攜一甲 全家 9A971014 

15 G026 黃昱綺 夜企管產攜一甲 全家 9A971015 

16 G020 張晉源 夜企管產攜一甲 全家 9A971016 

17 G002 陳嘉翎 夜企管產攜一甲 全家 9A971017 

18 G029 楊琇𧃙 夜企管產攜一甲 全家 9A971018 

19 G027 張仁昇 夜企管產攜一甲 全家 9A971019 

20 G017 張峻瑋 夜企管產攜一甲 全家 9A971020 

(二)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行銷流通服務專班 

序號 准考證 姓名 錄取系別 錄取廠商 學 號 

1 G007 林昱瑨 夜行流產攜一甲 全家 9A9D1001 

2 G008 蔡育玲 夜行流產攜一甲 全家 9A9D1002 

3 G006 張巧璇 夜行流產攜一甲 全家 9A9D1003 

4 G009 董泓軒 夜行流產攜一甲 全家 9A9D1004 

5 G021 歐彥彬 夜行流產攜一甲 全家 9A9D1005 

6 G023 曾宜盈 夜行流產攜一甲 全家 9A9D1006 

7 G010 祁紹腩 夜行流產攜一甲 全家 9A9D1007 

8 G031 高婉綺 夜行流產攜一甲 全家 9A9D1008 

9 G030 佘孟沅 夜行流產攜一甲 全家 9A9D1009 

 



表一 

 

109學年度 企業管理系 暨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行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 主持人 地點 

職 前 訓 練 

行銷流通管理系 

7/20(一) 

09:00~09:30 報  到 

 T0212教室 

09:30~12:00 職前訓練 全家便利商店講師 

12:00~13:30 午  餐 

13:30~16:30 職前訓練 全家便利商店講師 

7/21(二) 

09:30~12:00 職前訓練 全家便利商店講師 

12:00~13:30 午  餐 

13:30~16:30 職前訓練 全家便利商店講師 

7/22(三) 

09:30~12:00 職前訓練 全家便利商店講師 

12:00~13:30 午  餐 

13:30~16:30 職前訓練 全家便利商店講師 

   

 

 

 
 新生訓練說明會 

企業管理系 暨 行銷流通管理系 

7/23(四) 

09:00~09:30 報  到  S303 教室 

09:30~10:10 

圖書館實地觀摩 

(疫情關係，將視情況辦理)

暫 定 

劉雅芳組長 E 棟修齊大樓 

10:30~12:00 UCAN 測驗 諮商輔導組 (王薇棻 ) S209A 教室 

12:00~13:30 午  餐 

 S303 教室 
13:30~15:00 導師時間 導師 

15:00~15:50 行政單位 業務介紹 教務處 及 學務處 

16:00 賦 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