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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東華新生 Q&A
※改寫自 PTT 實業坊 NDHU 板（by mgzx）
1. 要怎麼到學校呢?
A：公路部分(開車) （網路相當發達，這部分可參考 Google Maps）
a.從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宜蘭出發
國道一號 => 國道三號 => 國道五號 => 蘇花公路(台 9 線) => 花蓮
沿著台九線往南走，過木瓜溪橋後繼續往南開，當左手邊看到 7-11&全家時即可左轉
直走就會到達學校了。
b.從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南投出發
國道一號 => 國道三號 => 國道六號 => 台 14 => 台 14 甲 => 台 8 =>台 9
c.從台南.高雄.屏東.台東出發
國道一號 => 台 9=> 沿台 9 北上到花蓮，過了壽豐鄉公所之後，右手邊會看到一間台糖
加油站，繼續北上，沒多久右手邊就會出現 7-11&全家，右轉直走就會到達學校。
鐵路部分(火車)
a.走北迴鐵路
從台北站直接搭乘往花蓮台東方向的火車，可在花蓮站、志學站下車，
並轉搭計程車(志學站無計程車可搭)進校內!
如果要省錢搭法則是從台北轉運站搭乘首都客運到羅東，再從羅東坐火車到花蓮，
約兩個小時就可以到達花蓮。
b.走南迴鐵路
從高雄站直接搭乘往台東花蓮方向的火車，可在壽豐站、志學站下車，並轉搭計程
車。
航空部分(飛機)
松山機場直飛花蓮機場,轉搭計程車進校內!
計程車價位:
花蓮車站==>東華 300 元
花蓮機場==>東華 350 元
叫車專線: (03)8352233 0800500123 (米琦計程車行)
新生報到當天有提供交通接駁車接送，東華<=>花蓮火車站，東華<=>花蓮機場。
接駁車相關訊息，詳情請上東華大學總務處網站查詢。
2. 新生要抽宿舍嗎？
A：100 學年度起學士班新生：保障大一大二住宿
3. 東華宿舍進住才能搬進去嗎?
A：原則上是入宿時間才能進住，但是如果提早幾天到東華通常會通融你提早進去，
相關問題可以詢問生輔組 03-8632216
今年新生入宿辦理報到時間及宿舍：請以校方所寄的相關信件為準
詳情請參閱 http://www.student.ndhu.edu.tw/files/13-1007-25145.php

4. 學校宿舍有哪些東西?
A：個人配備有床、衣櫥、書桌、桌燈以及很多置物櫃跟書架。
房間配置一般來說都是書桌在下層，床在上層。
照片可參閱： http://www.wretch.cc/album/album.php?id=piebear&book=37&page=1
5. 新生報到當天要帶些什麼東西去?
A：入學報到當天要帶去的東西有個人衣物、盥洗用具、涼被、日常生活用品或藥物。
最重要的就是個人貼身物品、證件，大多數的東西只要有錢都可以買得到。
開學準備清單(參考用)：第二章
6. 新生報到遲到有什麼結果?
A：新生入學當天，報到手續從 9:00～16:00，即便晚上才到也無妨，亦可隔天再作報到手續，
大學的校內規定不再那麼的硬性，所以不用太過緊張!
詳情請參閱 http://www.student.ndhu.edu.tw/files/13-1007-25146-1.php
7. 宿舍一個人有幾個插座呀?
A：只有兩個 3 孔的插座，請愛用延長線。
8. 如果坐火車到花蓮的話，東西要怎麼運過去學校呢?請問宿舍會代收貨運包裹嗎?
A：地址請寫 974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一號 XXX 莊 XXX 室 XXX 收
這樣郵差會寄到宿舍而不是收發室，如果沒寫明宿舍會寄到收發室去
宿舍會代收郵局包裹，但不會代收其他貨運業者包裹。
（若是其他貨運公司的包裹，運送員會打留下的聯絡電話直到將貨品交至本人手中）
9. 宿舍安全嗎??
A：防人之心不可無啦！小心點會比較好....
10.宿舍有冷氣嗎？
A：宿舍都已裝上冷氣，但最好還是要準備電風扇，冷氣畢竟不會 24 小時開著。
11.宿舍有提供洗衣設備嗎?收費?
A：洗衣機 $20
烘衣機 $10
脫水機 $ 0
以上皆是新台幣
12.宿舍有門禁嗎？
A：宿舍沒門禁，進出宿舍需要逼逼卡(學生證)
校門口有門禁，凌晨 1～5 點進出校門需看學生證或簽名
13.要把棉被帶過去嗎?
A：最近很悶熱所以可以先帶個小毯子，在搬進去那幾天通常會賣很多日常生活用品。
像睡墊、電風扇之類可以去補貨。附近有宜德百貨，應有盡有，未來還有統冠生鮮超市。
14.電腦需要帶嗎？
A：需要，一開學就會碰到選課，有台電腦可以讓你不用去排電腦教室或看別人臉色，
花蓮沒什麼娛樂，有台電腦會比較有趣(墮落 XD)
電腦教室開放時間表

週一～週五

09 : 00 ～ 18 : 00

計網中心一樓 PC1

週一～週五
週六、日及例假日
寒暑假

18 : 00 ～ 22 : 00
09 : 00 ～ 17 : 00
09 : 00 ～ 17 : 00

共同教學大樓二樓(B213)
共同教學大樓二樓(B213)
計網中心一樓 PC1

15.電腦的一些問題
A：記得更新 Windows 的漏洞還有裝防毒軟體
P2P 相關軟體皆禁止使用，計中會抓人
P2P 禁用清單 1. FOXY
2. eDonkey 3. eMule
4. BitComet
5. Guntella
每日上傳流量大於 3GB 者，網路會被停權 24 小時，下載流量則無限制。
16.手提電腦是無線上網的那在東華可以使用嗎?還需要另外購買網路線?
A：宿舍需要網路線，正常來說 2 公尺就夠用了，請買網路線不是電話線，每年都有人買錯。
另外，學校教學區大多有無線網路。
17.我把家裡的 50cc 機車帶來可以嗎？怎麼運？
A：在花蓮騎機車的路程通常比較長，建議帶 100cc 或以上的四行程機車比較適合花蓮。
運輸有分鐵路運輸跟民間托運，個人建議用鐵路托運，寄到花蓮站再請人載你去拿車。
機車運送站: 萬華($ 629)、中壢($ 711)、新竹($ 800)、苗栗($ 881)、
台中($1000)、彰化($1041)、員林($1075)、嘉義($1226)、
台南($1366)、高雄($1473)、宜蘭($ 400)、羅東($ 379)。
營業時間: 08:00-20:00
ps.括號內為 56cc～150cc 寄送至花蓮的價錢，未含包裝費 70 元。
55cc 以下價錢會少 30～100 元不等；151cc～250cc 運費要再多 50%。
腳踏車: 請參考台鐵網頁
以上價格可能已有變動，詳情請以台鐵為準：http://www.railway.gov.tw/tw/cp.aspx?sn=1798
18.哪間貨運服務比較好?
A：如果是電腦、貴重物品當然是 7-11 的黑貓比較穩當。
如果是衣服、書籍類 郵局、大榮貨運之類的都還 OK 吧！
開學前各大貨運業者會推出一些活動促銷，請大家多利用。
19.常發生機車失竊嗎?
A：失竊是還好，不過自己應該要養成至少鎖龍頭的習慣。
20.可以騎機車進學校嗎
A：騎機車進學校要機車通行證而且只能騎外環道，剛開學因為新通行證還沒下來所以警衛
比較不會攔你下來。
21.花蓮警察多嗎? 像紅燈右轉這些會抓嗎?
A：還好，偶爾抓紅燈右轉還有兩段式左轉。
22.腳踏車需要嗎？
A：需要，有的話上下課會快很多，如果沒機車也建議有台腳踏車
開學的時候校內外都會有人來賣腳踏車，可以多比較，不一定要買校內的。
校內多容館旁：捷安特 ； 後門(志學門)門口：美利達 ； 宜德＆家樂福：其他廠牌。

腳踏車記得上鎖，校內腳踏車失竊率不低。
23.腳踏車及機車放哪？
A：會有一個叫車棚的東西給你放，上課的話有車架的東西讓你停。
24.在東華腳踏車方便還是機車方便呀？
A：上課用單車，出去玩用機車。如果只是到後門的志學街吃飯，使用腳踏車也是可以，但交通
壅塞時請務必注意交通安全，騎車時不並排、不聊天。
25.吃飯怎麼辦呢? 學校有餐廳嗎?
A：理學院附近有湖畔餐廳，宿舍附近有多容館餐廳，K 中旁邊有林媽媽麵館，建議可以先去吃吃看，
不合適不要勉強。另外學校後門外有一整條街，幾乎都是賣吃的，可以請教學長姐，或是跟同學
一起去嘗試。
26.跟男友分隔兩地怎麼辦？
A：可以考慮買台網路攝影機，加上 SKYPE，一解相思之苦。
不然也可以多多認識好人，有很多好人學長的 XD
27.大一體育課是自己選的還是學校排的??
A：學校安排，開學後會公佈。
大一上體育課內容要看老師們的安排，大一下的體育課則都是游泳。
28.請問學校的運動設備有哪些?
A：操場 400M、還有室內攀岩場、網球場、壘球場+棒球場共三個、游泳池、
桌球場、撞球場、籃球場、排球場、高爾夫球場毀壞、廢棄的保齡球館
以及剛蓋好的體育館
29.游泳池收費如何呀?
A：游泳池一次 30 元。裡面還有重訓室、有氧健身室可以運動。
游泳池是室內池，室外池年久失修。
游泳証一人辦，男生：1000/人，女生：750/人
男生三人一起辦 2500，平均一人 833 元
游泳池開放時間
夏天 6：00—10：00(星期六、日 6：00—8：00)
冬天 6：00—10：00 16：00—22：00

16：00—22：00

30.什麼是人工加簽?
A：無法藉由一般正常管道選得課程，可以人工加簽，加簽一般只成立於以下幾種狀況：
a 有多餘空位
b 教授願意多收學生
c 教授坳不過你 逼不得已多收 @@"
簡而言之..就是多收學生啦
關於選課相關事項，學長姊會有經驗傳承，開學後有問題仍可請教直屬學長姊。

31.註冊單繳費單何時收到?
A：學校不會主動寄發註冊單，請大家自行上網列印，直接進入台銀網頁
https://school.bot.com.tw
點選學生登入 → 輸入個人基本資料 → 點選產生 PDF 繳費單
若學生不便使用網路下載，仍可來電要求寄發紙本，
聯絡電話：03-8632363 、 03-8632366。
繳費期限: 100/8/22-9/8 台銀、郵局、便利商店、信用卡或網路銀行等方式。
100/8/22-9/16

ATM 轉帳

32.新生相關網頁
A：100 學年度新生專區
http://www.student.ndhu.edu.tw/files/11-1007-6023.php
開課課程查詢
http://web.ndhu.edu.tw/sys/Course/CouserForm.aspx
網路選課系統
http://www2.aa.ndhu.edu.tw/subjsele/activex_sele.htm
選課輔助系統(非官方)
http://ndhu.dylango.com
註冊重要資訊查詢
https://web.ndhu.edu.tw/register/Default.aspx
100 學年度行事曆
http://dormdb.ndhu.edu.tw/~zslin/calendar.php
33.校園緊急電話
本校駐衛警察隊：03-8632119
本校值勤教官專線：03-8632995
志學派出所：03-8661282
壽豐消防隊：03-8560119
報案專線：手機直播 112
◎小叮嚀：
1. 要戴有用的安全帽，建議是全罩，花蓮大卡車很多，騎車請小心。
2. 不要騎快，畢竟你剛到，路況還不熟悉，騎快的話容易遇到突發狀況。
3. 腳踏車盡量不要騎外環道，騎在志學街上也不要並排騎，志學街很小。
4. 志學街已經拓寬完畢(雖然說沒有寬多少)，但某些路口卻改成地磚，下雨天請小心騎車，
已經有很多學長姐在路口摔車了，請注意自身安全。

第二章、開學準備清單(參考用)
※轉載自 http://www.am.ndhu.edu.tw/~ssc2008/Freshman.htm（by 陳小件 2005）
◎基本上重要的證件跟簡單的生活用品帶著就好，剩下的有需要到花蓮再買沒關係。
以下內容是多年前學長提供的資料，內容太過於瑣碎，參考用即可。
盥洗用具



長褲



正露丸



牙刷



短褲



棉花棒



牙膏



內衣褲



牙線





刮鬍刀
洗面乳
臉盆





襪子若干
涼鞋
球鞋



毛巾



室內拖鞋



浴巾



洗澡塑膠拖鞋



洗髮精



皮帶



護髮乳



帽子



吹風機



球衣（衣褲襪）



沐浴乳 or 香皂



腰包

&盒子



背包（書包）



洗衣粉



皮夾



洗衣刷



零錢包



洗衣板



化妝包



洗衣籃



針線包



冷洗精



曬衣夾



立桌鏡



棉被

檯燈（燈泡式



枕頭

其他

的會很熱）



椰子床





膠帶



蚊帳



膠水



奇異筆







食物用品



小掃把



雨衣



雨傘



鑰匙圈



垃圾袋



螺絲起子



菜瓜布



水果刀



咖啡

證件相關



沖泡類（冬天



馬尾夾
打洞器

曼秀雷敦



L 型資料夾



胃藥



鉛筆盒



氣喘藥



美術用具

家電



調經藥



字典(中英)



電風扇



衛生棉



計算機



鬧鐘



普拿疼



耳塞



手電筒



伏冒錠



個人帳簿



收音機



綜合維他命



萬用手冊、筆



數位相機

記本



保溫瓶

空白光碟片



隨身聽

早晚必備）




抹布

洗碗精



優碘





美工刀

筆記本



機車

叉子



短袖衣服





剪刀

口罩



網路線

筷子



體溫計





迴紋針

便條紙便利貼



幕

湯匙



長袖衣服

個人電腦、螢



訂書針

紗布



延長線（重要）

馬克杯



藥水





訂書機

長尺

隱形眼鏡盒 &

的到）

碗



保養品

腦插頭或許用



OK 繃

橡皮筋

服裝儀容

指甲刀



髮夾&鯊魚夾

3 轉 2 接頭（電



牙籤

文具類



面紙隨身包



涼被





手機充電器







衛生紙



床單



梳子

電池









寢具類



床墊





隨身碟





藥品衛生用品



乾糧

身分證（可準
備幾份影本）



大頭照（有底
片光碟就順便
帶吧）



提款卡（學校
有郵局提款機）



健保卡



行照



駕照



印鑑

第三章、相關資源與應用
◎許多學長姊上了大學後都是使用ＭＳＮ，因此聯絡上以ＭＳＮ較為方便；雖然Ｙａｈｏｏ即時通已
可與ＭＳＮ互通，但功能上還是有些許差異，建議學弟妹可以申請ＭＳＮ帳號，作為聯絡用的工具。
◎ＢＢＳ（電子佈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也是大學生們傳遞資訊的重要管道之一，基
於它的即時性與便利性，仍是許多年輕人喜好的互動平台（如批踢踢實業坊即是一例）。
→ 東華大學也有自己的ＢＢＳ站，資工系也是。建議各位學弟妹可以先申請帳號，並在資工系
站的 15 級班板(NDHU-CSIE15) PO 文自介。
→ 國立東華大學 東方小城 telnet://bbs.ndhu.edu.tw
→ 國立東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雲蹤月湖 telnet://bbs.csie.ndhu.edu.tw
◎ＢＢＳ簡易教學：
→ 下載ＢＢＳ閱覽軟體（KKMAN 或 PCMan，推薦使用 PCMan）
→ 在位址列鍵入 BBS 網址，如 bbs.csie.ndhu.edu.tw
→ ＢＢＳ系統是完全以鍵盤操作的，進站畫面出現後輸入 new 可註冊新帳號
→ 註冊帳號後通常要先進行認證，依照畫面操作即可（輸入學校提供的 Email）
→ 登入後看到的畫面就是主選單畫面啦！可從「分組討論集」進入各分類看各個看板
→ 使用鍵盤的上下左右方向鍵就可以操控游標位置了
→ 按 H 鍵可以查看使用說明，要按什麼按鍵都會有說明
→ 推文請按 Shift+5，PO 文請按 Ctrl+P
→ 除了從「分組討論集」進入看板，也可直接在畫面上按小寫 s 輸入板名進入
→ 例如按 s → 輸入 NDHU-CSIE15，就可以到達 15 級班板了
→ PO 文請按 Ctrl+P，內容編輯完畢後按 Ctrl+X 選擇存檔即可
（非常簡單，自己摸索即可；仍有疑慮可 google 關鍵字 "BBS 教學"，有相當豐富的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