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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報告
報告人：總務長傅崇德

萬能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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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組織

營繕組 分機 23100

文書組 分機 23300

出納組 分機 23400

事務組 分機 23600

採購組 分機 23099

進修部庶務組 分機 25400

保管組 分機 2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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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服務時間及地點

總務處

採購組

營繕組

保管組

事務組

文書組

出納組

進修部庶

務組

服務時間：08：20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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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服務時間及地點

• 周一至周五：08：20 - 20：20

• 周日：10：00 - 14：00
第1-2周

• 周一、三、五：08：20 - 20：20

• 周二、四：08：20 - 16：40

• 周日：10：00 - 14：00

第3周後

出納組服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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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的服務

安全便利
住宿環境

方便安全
交通設施

生活協助
學習環境

價廉物美
餐飲設施住 食

其他 行

我們協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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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美食街統一超商

校園周邊學生實習餐廳

多樣化
的選擇

“食”在萬能



LOGO7

“食”的選擇

中山美食

生活廣場

提供自助餐、

滷味、麵食、

套餐等。

萬大學生

實習餐廳

提供各式輕食

餐飲等。

統一超商（7-11）

除服務性商品及

特價商品外，本

校師生員工均以

標示價格九折優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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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的選擇
育英樓 便利商店

櫃位 攤位名稱 經營項目 營業時間 訂購電話

A 統一超商
統一超商(7-11)販售價格方面，除服務性商品及
特價商品外，凡本校之師生均以標示價格九折
優惠。

週一~週日07:00~22:00
03-4680614

03-4515811*23667

中山堂 美食生活廣場

A 眾饕自助餐 自助餐、團購便當
週一~週五10:30~13:30

週六、日休息
0915-783209

B 呷霸小火鍋 小火鍋
週一~週五11:00~20:00

週六、日休息
03-4625939

C
新老牌
牛肉麵

牛肉麵食、水餃
週一~週四11:00~19:00

週五11:00~13:00
週六、日休息

0922-635398

D 100%滷味 青菜、各式火鍋料、各式麵類
週一~週五08:00~20:00

週六、日休息
0927-396-030

E 八方雲集 鍋貼、水餃、酸辣湯、豆漿
週一~週五10:30~20:00

週六、日休息
03-4628076

F 尚食軒 拉麵、丼飯、烏龍麵
週一~週四11:00~19:30

週五11:00~14:30
週六、日休息

0926-886698

G
THE MAP

飲料
冷飲專賣

週一~週四11:00~19:00
週五11:00~14:00
週六、日休息

0968-045978
0938-886698

H
歐嗨優
早午餐

漢堡、蛋餅、吐司專賣
週一~週五7:00~14:00

週六、日休息
0916-771356

萬全大樓 萬大花園景觀餐廳

A
萬大花園
景觀實習
餐廳

漢堡、三明治、義大利麵、米食、飲料、咖啡、
甜點

每週一至週五 (例假日不開放)
午餐11：30~13：30 (最後點餐時間)
下午茶11：30~14：30 (最後點餐時間)

03-4624534
03-4515811*23888

信義樓 便利商店

櫃位 攤位名稱 經營項目 營業時間 訂購電話

A 統一超商
統一超商(7-11)販售價格方面，除服務性商品及
特價商品外，凡本校之師生均以標示價格九折
優惠。

週一~週日07:00~22:00 03-4515811*2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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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大花園景觀餐廳

www.v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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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_三鐵鏈結

從台北經國道一號(中山高
速公路)內壢交流道出口下
(57K)，到本校約2分鐘。

另可經縱貫鐵公路、桃園
機場國道二號、高速鐵路
桃園站、桃園捷運桃園高
鐵站到達本校。

多家客運公司沿線設有固
定班車行經本校，間有學
生專車進入校園，交通安
全便利。

校內並設置汽、機車停車
場，提供充足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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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_從中壢來，公車入校

校門口 中山廣場

中壢：本校備有便捷且密集之中壢客運班次(編號122A)
往返中壢車站與本校校區，客運直接進入校內：
 尖峰時刻：週一至週五，上下課時段每15-20分鐘一班車。

 其餘時刻：週一至週五，每30-60分鐘發車。

 校園專車時刻表可至校網上方「交通資訊」查詢

 中壢客運校內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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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方便_從中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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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訖路線：八德介壽豐德路口→八德區公所→陸軍專科學校→榮民南路→
元智大學→內壢火車站→內壢文化路→中壢工業區→萬能科技大學→青昇
路→大園國際高中→捷運高鐵桃園站

 優惠活動：持桃園市民卡民眾刷卡搭乘本路線可享有「買一送一乘車優惠
」，第一趟搭乘依規定票價收費，第二趟搭乘則為前8公里免費，民眾僅
須自付第二趟超過8公里的車資。

“行”_大眾運輸或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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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捷運：

 高鐵桃園站距離本校約5公里

 搭乘高鐵、桃園捷運於高鐵桃園站下車，轉搭統聯客
運高鐵站至八德(編號208)公車至本校門口。

 搭乘高鐵、桃園捷運於高鐵桃園站下車，騎乘 U bike
至本校萬芳樓前 U bike站。

客運：

 台北車站搭乘國光客運往中壢(編號1818)班車，南下
56公里處下交流道後，於第一站桃圳橋站下車，沿中
園路左轉跨越中山高速公路高架橋約5分鐘路程。

 橫跨高速公路陸橋請走有人行穿越道的那一側。

“行”_大眾運輸或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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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_大眾運輸或轉乘

士林、北投地區：

可自台北車站搭國光客運(編號1818)

士林捷運站搭乘中興巴士(編號2022)

中山高南下內壢交流道後，至桃圳橋站下車步行抵校。

台北市北區

松山機場搭乘台北客運(編號9025)至桃園客運中壢車站，
轉乘往萬能科大班車抵達本校。

台北市南區(大安、松山、南港、中和、永和)

台北市府轉運站或景安捷運站搭乘中壢客運(編號9001)至
桃園客運中壢車站，轉乘往萬能科大班車抵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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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_大眾運輸或轉乘
新莊、三重、五股、蘆洲

於新莊捷運輔大站搭乘輔大—桃園—內壢線聯營公車(編號
601、棕線)至內壢車站，轉搭統聯八德至高鐵站(編號
208)公車至本校門口。

搭乘機場捷運至桃園高鐵站，轉搭統聯高鐵站至八德(編
號208)公車至本校門口。

林口

於長庚醫院搭乘桃園客運編號711至啟英高中或中壢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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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北區：桃園、龜山、八德、樹林、鶯歌

可搭乘客運班車或台鐵列車至內壢車站，轉搭統聯客運
八德往高鐵站(編號208)公車至本校門口。

自中壢車站轉乘中壢客運(編號122A)往萬能科大班車抵
達本校。

桃園南區：中壢、新屋、觀音、永安、龍潭、大溪

搭乘客運班車至中壢車站，轉乘中壢客運(編號122A)往
萬能科大班車抵達本校。

“行”_大眾運輸或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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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_大眾運輸或轉乘

下載桃園市
交通APP

點擊iBUS

進入公車動
態資訊及乘
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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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_自行開車

內壢以南：［高速公路北上﹞：
 國 平面：於內壢交流道（編號57）大園出口行駛出交
流道，下高速公路後右轉往大園方向（中園路二段）行
駛約500公尺。（中壢出口為前往中壢市區）

 五楊高架：於59中壢轉接道銜接至國 平面，於內壢交
流道（編號57）大園出口行駛出交流道，下高速公路
後右轉往大園方向（中園路二段）行駛約500公尺。

內壢以北：［高速公路南下﹞：
 國 平面至內壢交流道（編號57）中壢大園出口左側車
道往大園出口匝道行駛出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後右轉往
大園方向（中園路二段）行駛約500公尺。（請勿使用
五楊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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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_自行騎車_萬能路前校門

從火車站前元化路右轉至延平路

 接中華路約500公尺往中園路一段(左邊路口中油加油
站)左轉約2公里

 經高速公路交流道至文中路兩段式左轉接中園路二段
(高架橋)

 下橋後第二個紅綠燈(全家便利商店)左轉即可達萬大
路進入校區。

特別叮嚀：

 高速公路橋下一定要

兩段式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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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_自行騎車_萬大路後校門

從火車站前元化路右轉至新生路往大園方向過高速
公路高架橋涵洞後，右轉永清街即可達萬大路進入
校區。

特別叮嚀：

 注意車速

 小心對向來車

 轉彎死角

U bike校內設站

（至中壢SOGO約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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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_停車位
學校提供校內場地，

由承包商負責管理：
 機車03-4515801；
 汽車03-4335331。

機車：
 前校門：

 機車棚可容納1600
台以上（收費）。

 後校門：
 運動園區周邊可停

放機車1000台以上
(免費)。

汽車：
 校內停車位500個，夜

間另可增加停車位60個
（收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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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學校停車收費比較表_汽車

www.vnu.edu.tw

收費方式 萬能科大 南亞學院 健行科大 元智大學 中原大學 中央大學

日間(一-五) 1900/學期 3000/學期 5000/學期 4000/學期 3200/學年
(新中北路校外)

3000/博士班

夜間(一-五) 1900/學期 2500/學期 4000/學期 2500/學期 3200/學年 2000/碩專班

週六、日 790/學期 1500/學期 不提供停車 1200/學期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進修學院、在職
專班(來校一天)

790/學期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4200/學年

全日 3500元/學期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計時收費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40/小時 不提供停車

計次收費
50/次

100/週末次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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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學校停車收費比較表_機車

www.vnu.edu.tw

收費方式 萬能科大 南亞學院 健行科大 龍華科大 中央大學

日間(一-五) 350元/學期 400/學期 500/學期 500/學期 600/博士班

夜間(一-五) 250元/學期 不提供停車 400/學期 500/學期 400/碩專班

週六、日 200元/學期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300/學期 不提供停車

全日 600元/學期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500/學期 不提供停車

計時收費 X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30/小時

計次收費 20元/次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不提供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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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U bike 設站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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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

為維護全體教職員生及外賓進出校園安全問題，
校方投保校園公共意外責任險（含全體教職員工
上下班意外險）公共意外責任險。

各大樓裝置消防設施，門禁系統於警衛室設置連
線作業系統，確保人員及財物安全。

於各大樓女生廁所全面裝設感應燈、緊急求救鈴
與求救拉環。（宿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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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包裹領取

同學所訂購之書籍可寄至本處文書組代收，因空間
有限，無法存放全校大批訂購書籍，請儘早至文書
組領回（上班時間08:20-16:40)

需冷藏、冷凍、容易腐壞(如蔬果)之包裹郵件(本
組無冷藏、冷凍設備)及貨到付款郵件，無法提供
代收服務。

文書組業務仍以公務文書交換及收發為主，教職
員生之郵件包裹代收為服務性質，請體恤工作人
員辛勞，勿將本項服務作為網購作業收發集中處
所。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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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領款需知
為便利領款安全快速，發放款項一律採用匯款入戶。

 所有金融機構皆可，戶名必須為同學本人。

 上網填寫個人存款帳號

 學校首頁右上方個人化入口輸入帳號密碼登入

 →在校學生資訊服務區

 →點選獎助學金及退款帳號填寫。

 在學期間可隨時更新帳戶資料，更新後三日生效。

上網查詢發放公告：

 總務處出納組網站查詢最新發放訊息，或

 在校學生獎助學資訊區點選〝學生費用發放訊息〞。

 各項費用之發放時程依各業管單位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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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網 / 個人化入口登
入帳號密碼

在校學生 / 資訊服務 / 

獎助學金及退款帳號

填寫帳號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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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進「領款銀行帳
號」畫面 / 點選
「繼續」 /輸入領
款銀行帳號確定

填寫帳號說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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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周邊生活機能

青埔A18華泰名品城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31

高鐵青埔站

http://img.appledaily.com.tw/images/twapple/640pix/20171006/_Other/12838_hiyes_1006_04.JPG
http://img.appledaily.com.tw/images/twapple/640pix/20171006/_Other/12838_hiyes_1006_0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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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周邊生活機能

32

X-park水族館

新光影城IKEA 家具

X-park水族館

相關照片皆引用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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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

空調控制

 上課教室採課表調控。

 宿舍採刷卡控制，依使用量付費，卡片儲值請洽宿
舍管理員。

 如特殊活動需求或調補課時，請事先告知系所通知
總務處事務組開啟活動場所空調。

資源回收

 本校資源回收分類為：一般垃圾、紙類、塑膠容器
、金屬類，請同學配合回收。

 其他特殊廢棄物，光碟、電池、手機等，請逕交付
環安衛中心。

www.v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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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類回收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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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地點及電話

總務處事務組(住宿、交通、停車、餐飲)

服務專線：03-4515811*23600

服務地點：A棟一樓總務處(校安中心旁)

總務處文書組(郵件、包裹)

服務專線：03-4515811*23300

服務地點：A棟一樓總務處(近7-11)

總務處出納組(領款、繳費)

服務專線：03-4515811*23400

服務地點：A棟一樓總務處(近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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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食衣住行任何意見反映

電話聯絡校內分機：23000

直接至行政大樓總務處

www.vnu.edu.tw

意見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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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_設施修繕

Q：教室設備壞了該如何報修？

A：

 教室設備損壞，請通知該場所之管理單位技士，
由其代上網填寫請修單。

 投影機亮度不足或是影像模糊，請通知該場所之

管理單位技士，由其代上網填寫請修單，預算由
學校支應。

 其他問題歡迎向總務處反映

 報修專線03-4515811*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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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_獎助學金領取

Q：為何開學了還沒領到獎學金？

A：

 請參考學校獎學金辦法依時程辦理登記。

 大部分獎學金於第十二周後發放。

 獎學金一律採帳戶撥款，學生必須事先開立本人

姓名之帳號，然後到學校網站填寫帳號，屆時會
直接撥入學生個人帳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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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_停車問題

Q：機車進入校園

A：

 為維護校園行人安全、校園安寧及行車秩序，全
國各大專院校均禁止機車進入校園。

 本校目前為提供後校門同學夜間打工出入校園之
行車安全，僅於06：30至07：30及22：00至24：

00開放機車穿過校園，其餘時間皆禁止通行。

 重型機車比照機車，禁止進入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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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_停車
Q：校內停車

A：

 請憑證入校停車。

 校內請依規定於合法位置停車，違規停車經三次舉發者
，記小過乙次，第四次取消入校停車資格。

 停車時請將停車證置放於擋風玻璃上，以利通知。

Q：禁止停車規定

A：

 無身心障礙車證，且未搭載身心障礙人士者，禁止停放
在身心障礙專用車格。

 未畫設停車格之位置，嚴禁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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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違規停車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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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違規停車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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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吝將您的
需求告訴我們

萬能科大歡迎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