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新生入學重要日程表 

日間部研究所 

項目 單位 / 對象 工作時程 

● 上網輸入新生基本學籍資料 

網址：https://portal.stust.edu.tw/OnlineEnrollment 
全體學生 7月1日至7月22日 

● 欲住宿學生上網登記，網址：https://portal.stust.edu.tw/dorm_draw_old/dorm_index.aspx 
欲住宿學生 

7月4日上午09:00至 

7月22日上午09:00止  

● 辦理(中)低收入戶住宿優待登記 生活輔導組 7月22日上午09:00前 

● 辦理教育部各項學生學雜費減免網址：https://portal.stust.edu.tw/activity/reg_reduce.aspx 
課外活動組 7月22日中午12:00前 

● 辦理本校教職員工及配偶子女學雜費減免 人事室 7月22日中午12:00前 

● 繳費單上網列印網址：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billentry 
全體學生 8月1日至8月12日 

● 持繳費單至彰化銀行各分行繳費、超商、匯款、 

信用卡或ATM轉帳 
繳費學生 8月1日至8月12日 

● 學生列印就學貸款可貸金額明細表 

網址：https://portal.stust.edu.tw/feegroup/loandetail 

並持可貸金額明細表至台灣銀行辦理就學貸款申請與對保 

● 將台銀對保資料登錄本校就學貸款登錄網網址：https:/portal.stust.edu.tw/loan 

辦理就學貸款學生 

8月1日至8月12日 

 

8月1日至8月12日 

● 返校繳交就學貸款申貸資料(於E棟圖書館一樓大廳繳交) 辦理就學貸款學生 9月9日至9月10日 

● 學位證書與資料黏貼表繳回教務處註冊組(L103) 

● 兵役調查表(限本國男生)繳回學務處課外活動組(L101) 

● 研究所入學獎學金申請表(甄試與考試入學一般生) 

繳回教務處註冊組(L103) 

● 學生健康檢查表繳回學務處衛生保健組(F208) 

※上述文件若報到時已繳交者則不需再重複繳回 

全體學生 9月9日至9月12日 

 

  

https://portal.stust.edu.tw/OnlineEnrollment
https://portal.stust.edu.tw/dorm_draw_old/dorm_index.aspx
http://portal.stust.edu.tw/activity/reg_reduce.aspx
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billentry
https://portal.stust.edu.tw/feegroup/loandetail
https://portal.stust.edu.tw/loan


108新生入學重要日程表 

日間大學部（二技：技優甄審 / 四技：繁星推甄、身障生甄試、高中申請入學） 

項目 單位 / 對象 工作時程 

● 上網輸入新生基本學籍資料 

https://portal.stust.edu.tw/OnlineEnrollment 
全體學生 7月1日至7月22日 

● 欲住宿學生上網登記，網址：

https://portal.stust.edu.tw/dorm_draw_old/dorm_index.aspx 
欲住宿學生 

7月4日上午09:00至 

7月22日上午09:00止  

● 辦理(中)低收入戶住宿優待登記 生活輔導組 7月22日上午09:00前 

● 辦理教育部各項學生學雜費減免 

https://portal.stust.edu.tw/activity/reg_reduce.aspx 
課外活動組 7月22日中午12:00前 

● 辦理本校教職員工及配偶子女學雜費減免 人事室 7月22日中午12:00前 

● 繳費單上網列印 

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billentry 全體學生 8月1日至8月12日 

● 持繳費單至彰化銀行各分行繳費、超商、匯款、信用卡或ATM轉帳 繳費學生 8月1日至8月12日 

● 學生列印就學貸款可貸金額明細表 

https://portal.stust.edu.tw/feegroup/loandetail 

並持可貸金額明細表至台灣銀行辦理就學貸款申請與對保 

● 將台銀對保資料登錄本校就學貸款登錄網網址：

https:/portal.stust.edu.tw/loan 

辦理就學貸款學生 

  8月1日至8月12日 

 

8月1日至8月12日 

● 返校繳交就學貸款申貸資料(於E棟圖書館一樓大廳繳交) 辦理就學貸款學生 9月9日至9月10日 

● 學位證書與資料黏貼表繳回教務處註冊組(L103) 

● 兵役調查表(限本國男生)繳回學務處生輔組(L102) 
全體學生 9月9日至9月12日 

 

  

https://portal.stust.edu.tw/OnlineEnrollment
https://portal.stust.edu.tw/dorm_draw_old/dorm_index.aspx
http://portal.stust.edu.tw/activity/reg_reduce.aspx
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billentry
https://portal.stust.edu.tw/feegroup/loandetail
https://portal.stust.edu.tw/loan


108新生入學重要日程表 

日間大學部（二技：申請入學(正取生、第一~八梯次備取生)） 

項目 單位 / 對象 工作時程 

● 上網輸入新生基本學籍資料 

https://portal.stust.edu.tw/OnlineEnrollment 
全體學生 7月5日至7月22日 

● 欲住宿學生上網登記，網址：

https://portal.stust.edu.tw/dorm_draw_old/dorm_index.aspx 
欲住宿學生 

7月4日上午09:00至 

7月22日上午09:00止  

● 辦理(中)低收入戶住宿優待登記 生活輔導組 7月22日上午09:00前 

● 辦理教育部各項學生學雜費減免， 網址  

      https://portal.stust.edu.tw/activity/reg_reduce.aspx 
課外活動組 7月22日中午12:00前 

● 辦理本校教職員工及配偶子女學雜費減免 人事室 7月22日中午12:00前 

● 繳費單上網列印 

      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billentry 
學雜費 7月26日至8月1日 

住宿費 8月1日至8月12日 

● 持繳費單至彰化銀行各分行繳費、超商、匯款、信用卡或ATM轉帳 

未於期限內繳交學雜費註冊者，取消錄取資格，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學雜費 8月1日前 

住宿費 8月1日至8月12日 

● 學生列印就學貸款可貸金額明細表 

https://portal.stust.edu.tw/feegroup/loandetail 

並持可貸金額明細表至台灣銀行辦理就學貸款申請與對保 

● 將台銀對保資料登錄本校就學貸款登錄網網址：

https:/portal.stust.edu.tw/loan 

辦理就學貸款學生 

 

7月26日至8月1日 

 

8月1日前 

● 返校繳交就學貸款申貸資料(於E棟圖書館一樓大廳繳交) 辦理就學貸款學生 9月9日至9月10日 

● 學位證書與資料黏貼表繳回教務處註冊組(L103) 

● 兵役調查表(限本國男生)繳回學務處生輔組(L102) 
全體學生 9月9日至9月12日 

 

  

https://portal.stust.edu.tw/OnlineEnrollment
https://portal.stust.edu.tw/dorm_draw_old/dorm_index.aspx
https://portal.stust.edu.tw/activity/reg_reduce.aspx
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billentry
https://portal.stust.edu.tw/feegroup/loandetail
https://portal.stust.edu.tw/loan


108新生入學重要日程表 

日間大學部（二技：申請入學(第九梯次備取生)） 

項目 單位 / 對象 工作時程 

● 上網輸入新生基本學籍資料 

https://portal.stust.edu.tw/OnlineEnrollment 
全體學生 7月25日至8月12日 

● 欲住宿學生上網登記，網址：

https://portal.stust.edu.tw/dorm_draw_old/dorm_index.aspx 
欲住宿學生 

8月7日上午09:00至 

8月12日上午09:00止  

● 辦理(中)低收入戶住宿優待登記 生活輔導組 8月12日上午09:00前 

● 辦理教育部各項學生學雜費減免 

https://portal.stust.edu.tw/activity/reg_reduce.aspx 
課外活動組 7月29日中午12:00前 

● 辦理本校教職員工及配偶子女學雜費減免 人事室 7月29日中午12:00前 

● 繳費單上網列印 

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billentry 
學雜費 8月1日至8月12日 

住宿費 8月16日至8月22日 

● 持繳費單至彰化銀行各分行繳費、超商、匯款、信用卡或ATM轉帳 

未於期限內繳交學雜費註冊者，取消錄取資格，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學雜費 8月1日至8月12日 

住宿費 8月16日至8月22日 

● 學生列印就學貸款可貸金額明細表 

https://portal.stust.edu.tw/feegroup/loandetail 

並持可貸金額明細表至台灣銀行辦理就學貸款申請與對保 

● 將台銀對保資料登錄本校就學貸款登錄網網址：

https:/portal.stust.edu.tw/loan 

辦理就學貸款學生 

     8月1日至8月12日 

 

8月1日至8月12日 

● 返校繳交就學貸款申貸資料(於E棟圖書館一樓大廳繳交) 辦理就學貸款學生 9月9日至9月10日 

● 學位證書與資料黏貼表繳回教務處註冊組(L103) 

● 兵役調查表(限本國男生)繳回學務處生輔組(L102) 

全體學生 9月9日至9月12日 

 

  

https://portal.stust.edu.tw/OnlineEnrollment
https://portal.stust.edu.tw/dorm_draw_old/dorm_index.aspx
https://portal.stust.edu.tw/activity/reg_reduce.aspx
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billentry
https://portal.stust.edu.tw/feegroup/loandetail
https://portal.stust.edu.tw/loan


108新生入學重要日程表 

日間大學部（二技：申請入學(第十梯次備取生)） 

項目 單位 / 對象 工作時程 

● 上網輸入新生基本學籍資料 

https://portal.stust.edu.tw/OnlineEnrollment 
全體學生 8月7日至8月12日 

● 欲住宿學生上網登記，網址：

https://portal.stust.edu.tw/dorm_draw_old/dorm_index.aspx 
欲住宿學生 

8月7日上午09:00至 

8月12日上午09:00止  

● 辦理(中)低收入戶住宿優待登記 生活輔導組 8月12日上午09:00前 

● 辦理教育部各項學生學雜費減免 

https://portal.stust.edu.tw/activity/reg_reduce.aspx 
課外活動組 8月13日中午12:00前 

● 辦理本校教職員工及配偶子女學雜費減免 人事室 8月13日中午12:00前 

● 繳費單上網列印 

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billentry 
學雜費 8月17日至8月27日 

住宿費 8月16日至8月22日 

● 持繳費單至彰化銀行各分行繳費、超商、匯款、信用卡或ATM轉帳 學雜費 8月17日至8月27日 

住宿費 8月16日至8月22日 

● 學生列印就學貸款可貸金額明細表 

https://portal.stust.edu.tw/feegroup/loandetail 

並持可貸金額明細表至台灣銀行辦理就學貸款申請與對保 

● 將台銀對保資料登錄本校就學貸款登錄網網址：

https:/portal.stust.edu.tw/loan 

辦理就學貸款學生 

    8月17日至8月27日 

 

8月17日至8月27日 

● 返校繳交就學貸款申貸資料(於E棟圖書館一樓大廳繳交) 辦理就學貸款學生 9月9日至9月10日 

● 學位證書與資料黏貼表繳回教務處註冊組(L103) 

● 兵役調查表(限本國男生)繳回學務處生輔組(L102) 
全體學生 9月9日至9月12日 

 

  

https://portal.stust.edu.tw/OnlineEnrollment
https://portal.stust.edu.tw/dorm_draw_old/dorm_index.aspx
https://portal.stust.edu.tw/activity/reg_reduce.aspx
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billentry
https://portal.stust.edu.tw/feegroup/loandetail
https://portal.stust.edu.tw/loan


108新生入學重要日程表 

日間大學部（四技：技優甄審、甄選入學） 

項目 單位 / 對象 工作時程 

● 上網輸入新生基本學籍資料 

https://portal.stust.edu.tw/OnlineEnrollment 
全體學生 7月18日至7月24日 

● 欲住宿學生上網登記，網址：

https://portal.stust.edu.tw/dorm_draw_old/dorm_index.aspx 
欲住宿學生 

7月18日上午09:00至 

7月22日上午09:00止  

● 辦理(中)低收入戶住宿優待登記 生活輔導組 7月22日上午09:00前 

● 辦理教育部各項學生學雜費減免 

https://portal.stust.edu.tw/activity/reg_reduce.aspx 
課外活動組 7月29日中午12:00前 

● 辦理本校教職員工及配偶子女學雜費減免 人事室 7月29日中午12:00前 

● 繳費單上網列印 

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billentry 全體學生 8月1日至8月12日 

● 持繳費單至彰化銀行各分行繳費、超商、匯款、信用卡或ATM轉帳 繳費學生 8月1日至8月12日 

● 學生列印就學貸款可貸金額明細表 

https://portal.stust.edu.tw/feegroup/loandetail 

並持可貸金額明細表至台灣銀行辦理就學貸款申請與對保 

● 將台銀對保資料登錄本校就學貸款登錄網網址：

https:/portal.stust.edu.tw/loan 

辦理就學貸款學生 

  8月1日至8月12日 

 

8月1日至8月12日 

● 返校繳交就學貸款申貸資料(於E棟圖書館一樓大廳繳交) 辦理就學貸款學生 9月9日至9月10日 

● 學位證書與資料黏貼表繳回教務處註冊組(L103) 

● 兵役調查表(限本國男生)繳回學務處生輔組(L102) 
全體學生 9月9日至9月12日 

 

  

https://portal.stust.edu.tw/OnlineEnrollment
https://portal.stust.edu.tw/dorm_draw_old/dorm_index.aspx
https://portal.stust.edu.tw/activity/reg_reduce.aspx
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billentry
https://portal.stust.edu.tw/feegroup/loandetail
https://portal.stust.edu.tw/loan


108新生入學重要日程表 

日間大學部（四技：聯合登記分發） 

項目 單位 / 對象 工作時程 

● 上網輸入新生基本學籍資料 

https://portal.stust.edu.tw/OnlineEnrollment 
全體學生 8月7日至8月12日 

● 欲住宿學生上網登記，網址：

https://portal.stust.edu.tw/dorm_draw_old/dorm_index.aspx 
欲住宿學生 

8月7日上午09:00至 

8月12日上午09:00止  

● 辦理(中)低收入戶住宿優待登記 生活輔導組 8月12日上午09:00前 

● 辦理教育部各項學生學雜費減免 

https://portal.stust.edu.tw/activity/reg_reduce.aspx 
課外活動組 8月13日中午12:00前 

● 辦理本校教職員工及配偶子女學雜費減免 人事室 8月13日中午12:00前 

● 繳費單上網列印 

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billentry 
學雜費 8月17日至8月27日 

住宿費 8月16日至8月22日 

● 持繳費單至彰化銀行各分行繳費、超商、匯款、信用卡或ATM轉帳 學雜費 8月17日至8月27日 

住宿費 8月16日至8月22日 

● 學生列印就學貸款可貸金額明細表 

https://portal.stust.edu.tw/feegroup/loandetail 

並持可貸金額明細表至台灣銀行辦理就學貸款申請與對保 

● 將台銀對保資料登錄本校就學貸款登錄網網址：

https:/portal.stust.edu.tw/loan 

辦理就學貸款學生 

    8月17日至8月27日 

 

8月17日至8月27日 

● 返校繳交就學貸款申貸資料(於E棟圖書館一樓大廳繳交) 辦理就學貸款學生 9月9日至9月10日 

● 學位證書與資料黏貼表繳回教務處註冊組(L103) 

● 兵役調查表(限本國男生)繳回學務處生輔組(L102) 
全體學生 9月9日至9月12日 

 

https://portal.stust.edu.tw/OnlineEnrollment
https://portal.stust.edu.tw/dorm_draw_old/dorm_index.aspx
https://portal.stust.edu.tw/activity/reg_reduce.aspx
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billentry
https://portal.stust.edu.tw/feegroup/loandetail
https://portal.stust.edu.tw/lo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