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學務處學務長   黃玉枝 1 

校園生活-南應大生活大小事 

 



 學生事務處-組織架構 

生活輔導組 

課外活動指導組 

衛生保健組 

學生輔導中心 

住宿管理暨服務學習組 

學生事務處 

實施多元化服務 -具專業素養與服務熱忱 行政團隊 積極創造優質校園 學習環境 



一、新生資訊網內容與應用介紹 



學校首頁→新生→新生資訊網 



學校首頁→新生→新生資訊網→網路註冊 



    

    

   

 

帳號 : 身分證號 

密碼 : 出生日期 

  例如:890203 

1 2 

4 

5 

新生資訊網 

3 



二、先減免再就貸 

學雜費減免、就學貸款、 教育部弱勢助學金 



身分類別 減免標準 
1.軍公教遺族子女 (1)卹內軍公教遺族子女 

  (全公費：學雜費全免) 
  (半公費：學雜費減免1/2) 
(2)卹滿軍公教遺族子女 
  (減免金額依部頒標準) 

2.原住民學生 減免金額依部頒標準 
(請參閱生輔組網頁/服務項目/教育部就學補助/學雜費減免) 

3.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 

重障：學雜費全免 
中障：學雜費減免7/10 
輕障：學雜費減免4/10 

4.低收入戶學生 學雜費全免 

5.中低收入戶學生 學雜費減免6/10 

6.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學雜費減免6/10 

● 學雜費減免：符合申請減免學雜費資格者，請先申請減免，更新繳費單後，再繳費 

                                   或辦理就學貸款。請於新生註冊期間，將申請資料寄達本校生活輔導組 

                

新生資訊網站註冊頁面-填申請表/列印簽章/備齊相關證明及原繳費單/送至生輔組或
連同註冊資料寄至教務處/2周後/列印新繳費單/繳交費用或辦理就學貸款          

學雜費減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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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資訊網 



類別 額度   貸款利息 

A類  未超過114萬元者 在學期間貸款利息由政府全額負擔。 

B類  超過114萬元-未
超過120萬元者 

在學期間貸款利息 由政府負擔一半 /學生
自行負擔一半，於台銀撥款後開始計息。 

C類  超過120萬者 家中需有位子女就讀高中職以上在學，且
在學期間利息需自行負擔，於台銀撥款後
開始計息 

申請就學貸款資格:  (依學生本人及父母親於前一年度綜合所得分為下列三類) 
 



種類 可貸款項目 
1 學費(含個別指導費、第二/選修費、學程學分費) 

2 雜費 

3 學生平安保險費 

4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5 實際住宿費或外宿費(最高金額15300元)。 

6 書籍費(最高金額3000元)。 

7 生活費（限中低收入最高金額20000元、低收入戶最高金額40000元） 

★請依學雜費繳費單  可貸款細項 依欄位填寫，不要加總所有  

     金額  填寫在同一欄位內。 

其他注意事項： 
   1.使用網路註冊的新生，請在註冊頁面點選以【就學貸款方式】繳交學雜費，並列印 
    （就學貸款申請切結書）填寫後，連同其他註冊資料寄回本校教務處，完成註冊程序。 
   2.已請領教育補助費或申請學雜費減免者，僅能辦理餘額貸款。 



申請方式  至臺灣銀行【就學貸款】入口網站， 填列相關資料，並下載列
印  「學生就學貸款申請書」一式三聯，至臺灣銀行各地分行辦
理對保手續。 



新生資訊網 



     新生以就學貸款 繳交學雜費 申請書    (繳交至教務處) 



項目 符合申請資格 
1 家庭年所得70萬元以下 
2 利息所得在2萬元以下 
3 不動產價值650萬元以下 

 
教育部弱勢助學金-申請資格 
 

 

★依據教育部規定，若已請領政府其他教育補助者，不得重覆申請， 
    僅能擇優申請 
     
    (例如 : 有辦理學雜費減免，不得再申請弱勢助學金) 
 



項目 申請方式 

1 學生資訊網→弱勢學生助學申請(填寫申請資
料)→列印→繳交申請表 

2 檢附7月20日之後 有效的戶籍謄本正本 
(學生本人、父母親，記事欄位  要有資料) 

 
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資訊-申請方式 

 

★申請期間 :  
111年8月15日-9月23日前， 請將二項紙本資料  
 於申請期間繳交至生輔組。 



南應大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
組 

服務項目>>教育部就學補助>>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學生資訊網→弱勢學生助學申請 

帳號 :學號 

密碼 :身分證號 



項目 審核通過公布 

1 教育部於11月中旬公布查核結果 
請登入→南應大入口網→學生資訊網→弱勢助學
金資訊 查詢結果 

2 第一學期同學正在申請中，還是必須繳交全額的
學雜費，待申請通過，學校會直接於第2學期將
一整學年之補助金額扣減於註冊繳費單。 

 
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資訊-審核通過公告 

 



獎 

學 

金 

1.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 6.學生參加競賽成果獎勵金 

2.新生入學獎學金 7.特殊競賽獎勵金 

3.技藝能競賽績優學生入學獎勵金 8.在校生取得證照獎勵金 

4.幼保與照顧服務領域學系男學生

入學獎勵金 
9.境外學生獎勵金 

5.跨領域學分學程獎勵金 10.運動績優獎學金 

提供各類獎助學金與就學補助措施 



助 

學 

金 

1.弱勢助學金 7.高中職免學費 

2.生活助學金 8.各類身份學雜費減免 

3.緊急紓困助學金 9.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問金 

4.溫馨助學金 
10.高教深耕計畫-教育部提升高教

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 

5.工讀助學金 11.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住宿

優惠(含低收入戶校內住宿優惠、

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6.教學助理助學金 

提供各類獎助學金與就學補助措施 



三、工讀助學金申請資訊 

     



 

工讀助學金申請資訊 
 

項目 內容 

路徑 登入南應大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
導組>>服務項目>>就學獎助學金>>工讀助學金>>工
讀生報名系統 

類別 時薪：168元 
1.全職工讀生每日-5小時 
2.部份工讀生每日-2小時 
3.原住民工讀生每月-40小時 
4.身心障礙工讀生每月-76小時 



南應大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服務項目>>就學獎助學金 

工讀助學金>>點選-工讀生報名系統 
如有單位缺人，將會出現在此，
點入報名表即可等待通知面試 

     



四、學生住宿申請資訊 

                               
學校首頁→新生資訊網→「學生宿舍抽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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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抽籤申請-登錄住宿志願 

皇御(單人) 

皇御(雙人) 

以女生為例 



日期 申請住宿流程 

8月25日(四) 9:30 學校統一公開 電腦抽籤 

8月25日(四) 13:00 公告於本校-網站首頁 最新消息 

8月26日(五) 08:00 列印【住宿費繳費單】及【同意書】 (住服組網頁） 

8月29日(一) 17:00前 
1.學生上網 -確認住宿 
2.至中國信託-學費入口網-列印住宿繳費單繳費 

 
學生宿舍抽籤-申請住宿流程 
 

★未中籤者 8月26日(五)-8月29日(一)9:00-16:00 
   本校第一校門口玄關提供-校外租屋服務 
 



學生對象 申請資格 
 

七年一貫制一
至四年級學生 

新生優先住宿、保障特殊狀況舊生之原則辦理 

特殊身分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僑生、低收入戶等直接申請登記住宿 

居住離島 
 

居住離島地區之新生，可優先辦理宿舍登記住宿 

中低收戶新生 中低收戶之新生，可優先辦理宿舍登記住宿 
 

學生宿舍- 直接申請免抽籤資格 

★凡設籍在原台南市及永康、新市、新化、安定區，不得參與宿舍登記抽籤。 



宿舍 新生身分類別 床位/房型費用 費用 費用內容 

馨園(女) 四技 
二技 

566床/四人套房 16,000元/每學期 住宿費  11,500元 
保證金    3,000元 
預繳電費1,500元 

紅樓(女) 七技(一二三四) 
四技 
二技 

510床/六人雅房 11,500元/每學期 
 

住宿費8,500元 
保證金3,000元 
 

碧苑(男) 七技(一二三四) 
四技 
二技 

228床/四人雅房 12,500元/每學期 
 

住宿費9,500元 
保證金3,000元 
 

皇御(男、女) 四技 
二技 
 

260床/雙人套房 
 46床/單人套房 

20,300元/每半年 
33,800元/每半年 
 
(保證金租期滿退還) 

住宿費15,300元(雙) 
住宿費28,800元(單) 
保證金  5,000元 
電費一度5元另計 
 

 
學生宿舍介紹 
 



實施適當門禁管制措施，以維護學生住宿安全為重 

 
女生宿舍---馨園 
 



交誼廳備有沙發、電視 

舉辦多元宿舍關懷活動，建構安全舒適溫馨家園 



◎宿舍套房設備：床、書桌椅、衣櫃、冷氣、網路。 

寢室信箱  



戶外大型晒衣場 閱讀室 

 販賣機  



實施適當門禁管制措施，以維護學生住宿安全為重 

 
女生宿舍---紅樓 
 



◎宿舍設備： 挑高設計(床上方書桌下方) 
 



              交誼廳 

各層樓皆有公共浴室、廁所、晒衣場、洗衣機 



實施適當門禁管制措施，以維護學生住宿安全為重 

男生宿舍---碧苑 



寢室內部設備： 
床(不含床墊)、書桌、椅子、網點、衣櫃、冷氣空調設備。 

挑高設計(床上方書桌下方) 



投幣式洗衣機及烘乾機 

各層樓皆有公共浴室、廁所、晒衣場、洗衣機、脫水機 



本校校外租賃宿舍，全棟為1至5層電梯大樓，區分單人套房及雙人套房。 

男、女生宿舍---皇御雅宿 



 

寢室內部： 
 

單人房，雙人房為木質單人雙層，每間房間均設有浴廁、書桌(椅)、書櫃、冰箱、
冷氣、液晶電視設備。 



洗衣間 (內有投幣式洗衣機、烘衣機、脫水機)，各樓層設有一部開飲機， 
曬衣場，生活設備完善。 



宿舍內有機車停車場 、交誼廳 

建置門禁系統及監視器 



 
學生宿舍定期舉辦防震疏散演練 

 



項目 注意事項 

住宿生
報到 
 

棉被、床墊等相關民生用品，本校委託家樂福，
於校內販售，學生家長也可自行決定郵寄或至 
台南當地採購。 

郵寄包裹 -於9月初郵寄至本校宿舍 
 

住 宿 須 知 



五、校外租屋暨安全諮詢服務 

雲端租屋生活網 

校外住屋服務專區 





校外租屋安全服務專區 



校外租屋安全服務專區 



學生放心 家長安心  學校用心 
 

安全訪視合格通過 



「校外租屋服務」-雲端租屋生活網站 

 

 1.提供校外安全合格租屋處所的資訊 –(安全訪視合格通過) 
 

2.不良的租屋物件在網頁「學生專區」提醒學生避免租賃 
 

3.導師、教官 每學期實施校外賃居安全訪視 
  

 ※如有需要租屋簽約的契約書，至學校  生輔組或  教官室 索取。 
 



本校依據教育部「學生校外
賃居處所安全自主檢核表」
及結合本校『學生賃居調查
系統』實施檢查，更能落實
學生校外租屋安全，以訓練
暨提昇學生校外租屋安全意
識。 

100% 

一、校長、學務長的堅持 
二、導師的配合 
三、教官、校安人員全力配合 

校外賃居安全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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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務之光 

一、本校榮獲-全國大專校院績優【賃居服務工作學 

         校組優等獎】。 
二、本校榮獲-109年全國交通金安獎─交通安全教育 

         大專校院評鑑績優學校【優等獎】。 
三、本校榮獲-110年教育部兵役業務評鑑─大專校院

績優學校。 
 



學生組織暨社團榮譽榜 



七、完善校園環境 



行 



5號、 21號 、 12公車 

統聯 和欣 國光客運 

 20號公車 



公車路線 
 永康火車站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搭乘台南市20路公車往安南醫院方向，至台南應用科大站(二校門
馨園宿舍旁) 

 



學校提供-交通車服務 

1.A車：中央公園站、六合夜市站、凹仔底站、巨

蛋站、獅湖國小。(A車一律14330) 

2.B車：鳳山客運總站(14330)、技擊館(14330) 、民族國中

(14330) 、楠梓(11640)、橋頭(10390)  

3.C車：岡山(9870)、路竹(9400)、歸仁(9200)、仁德(9000) 

 

        

                          洽生活組申請  至郵局劃撥 



食 
學校附近生活機能 





提供多元溫馨健康飲食服務-學生餐廳 



第一校門(出前門左轉)中正路 

7-11 、全家、萊爾富、康是美 



第一校門(校門口正前方)中正七街 

萊爾富、眼鏡行、85度C 、餐飲店 





育樂 



校園空間 
學校推動溫馨校園，讓校園   公園化、藝術化

與人性化，讓學生安定的在學校學習與生活。 



青春活力校園 



社團活動-社團嘉年華會 

社團活動 :  重要學習場域  培養人際關係 領導與溝通能力  

多元化社團活動  (動態表演&靜態攤位擺設) 



提供優質社團活動空間、充足硬體設備 

 優質環境 

 設備充足  

社團辦公室  

活動中心階梯廣場  音樂館旁草皮  

多功能展演中心  

音樂練團室  

乃建堂  

室內教室 115間教室   
戶外場地20處  



社團活動成果展 
每學期各社團皆以不同主題辦理社團成果展，並於每年校慶辦理社團聯合動態成果展。 

滿滿愛吉他社於南紡購物中心辦理觀摩晚會 

嘻哈舞蹈社於校內辦理不同舞風之成果演出 NewRock搖滾音樂社以樂團演出辦理成果展 

57週年校慶辦理「嗷5奇幻冒險哪裡7」動態成果展  



八、多元服務學習、團隊合作 



帶領學生「走入社區、關懷社會」 參與社團社區展演 

本校57週年校慶 

社團成果展演活動   
本校社團受邀至國立曾文農工

80週年校慶表演 

臺南市動物之家
善化站服務活動 

與台南愛馨物資分享中心
合辦服務週計畫-衣物回收 

黃金海岸淨灘服務 



服務學習－展現團隊合作及自我價值 

帶動中小學活動 

寒暑假服務營隊  

幼保系學會-棉線繪圖手作 音樂系學會-節奏長度教學 美術系學會-陶藝教學 

康輔社-帶領小隊彼此認識 愛唱社-晚會活動大合照 室設系學會-營歌營舞教學 



原住民學生的協助與照顧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學生活動中心三樓S307-1 



原資中心介紹 

負責老師：杜培宣老師 

辦公電話：06-2532106#281 

中心地點：學生活動中心三樓S307-1 

辦公地點：學生活動中心三樓S308 
(課外活動指導組內辦公室內) 

歡迎各位新生來原資中心喔~ 

 

中心可閱讀書籍、讀書、歇息
用膳或是桌電借用喔！ 



原資中心介紹 

(四)辦理原住民生活、文化、就業輔導、生涯輔導及民族等課程。  

(三)配合原民會、市政府及區域中心推動原住民族教育事項活動。 

(五) 原住民獎助學金及其他原住民學生相關權益。  

(一)推動校內多元文化的友善活動。 

(二)輔導及協助原住民學生校園生活。 

1.大專院原住民獎助學金。 
2.各縣市獎助學金。 
3.宣傳各項原住民校外活動及競賽事項。 
4.原住民歲時祭儀辦理。 



年度活動擬辦理時程 

寒
假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1.原住民各項獎助學金辦理 

2.各項活動辦理 

3.期中考(四月) 

1.開學 

2.期初部落會議 

六
月 

1.送舊期末部落會議 

2.畢業典禮 

3.期末考 

各項活動辦理 

(七~八月) 

暑
假 

1.原住民各項獎助學金辦理 

2.原住民文化週 

3.南應大族服日 

十 

二 

月 

九
月 

1.開學 

2.迎新期初部落會議 

十
月 

十
一
月 

1.各項活動辦理 

2.期中考 聖誕期末部落會議 

(一~二月) 

期末考 

一
月 



辦理活動花絮 

部落會議 輔導活動 職涯活動 

各類文化活動 



80 



81 



環境教育-體驗中學習經驗 



健康教育及情感教育 



讓孩子 

贏在大學 

贏在台南應用科大 

 

動靜皆宜˙內外皆美 



歡迎各位新生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