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學雜費
繳費說明

更新日期：１０８年０２月１８日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學雜費繳費說明

繳費須知
類別

重
要
公
告
收
費
標
準

說明

承辦單位/電話

※下載繳費單後，請先核對各項金額，確認無誤再繳費，若繳
費金額有不相符時，請暫勿繳費，並主動至相關業務單位確認，再
至出納組換單，於繳費期限內繳納。

本校電話：
02-28227101

注意：列印繳費單及換單方法請詳閱下方說明。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雜費收費標準：
公告查詢網頁：教務處→註冊組→學雜費標準（網址如下）
http://academic.ntunhs.edu.tw/files/15-1001-603,c180-1.php

註冊組
2321、2322、
2323、2325、
2326

※收費方式：

收
費

1. 大學日間部（二技及四技日間部），採開學前一次收費。
2. 進修部、研究所（碩博士班＆碩專班）及延修生，自１０４學年
度起，取消預收方式改採二階段收費。
 學雜費：收取除學分費及學分學雜費以外之費用。

方

 學分費：於加退選結束，教務處統計完成後，依學生實際選修
學分數收取學分費及學分學雜費。

式

另外，部分費用因作業時程不盡相同（如：宿舍費、假期宿舍費、

出納組
2533

延宿費、實習費等），將採另製繳費單補收方式收費，於開學後方
製繳費單則不適用繳費期限，但仍應盡速完成繳費，否則將依本校
學則辦理，請逕至第一銀行臨櫃繳費，超商不受理補收繳之費用。

繳
費
通
知

因應電子化潮流，本校自１０４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即不再寄發
紙本繳費單，將採 E-mail 的方式將學雜費…等費用的繳費通知寄至
學生校內電子信箱，學生應自行上網查看。

繳
費
開
放
時
程



就
學
貸
款

出納組
2533

※於寄送學雜費通知時一併告知學分費繳費時程，不再另行通知。
第一學期：
 學雜費：舊生約於每年８月１日，新生約於８月下旬。
 學分費：約於每學期開學後第五週。
 第二學期：
 學雜費：約於每年２月１日。
 學分費：約於每學期開學後第五週。
詳學務處生輔組網頁：
學校首頁（https://www.ntunhs.edu.tw） 在校生 就學貸款。
※請依時程作業，逾期恕不接受辦理。

出納組
2533

生輔組
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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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雜費繳費說明

類別

說明

承辦單位/電話

繳

列印及查詢繳費情形管道：
進入 https://eschool.firstbank.com.tw 網頁選擇學校：選擇學校：「國
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輸入「學號」 輸入「身分驗證碼」
（學生的身分證後 6 碼） 輸入「圖示數字驗證碼」 下載繳費
單 「列印」。

出納組
2533

學生若因特殊原因，如：獎學金、補助等，需於第一階段繳納全
額者，請先至教務處→教學業務組申請學分證明，再持學分證明單至

教學業務組

費
單
列
印
暨
換
單

繳
費
方

出納組更改繳費單金額。
※若是因為欲貸款而需換單，則請依照生輔組貸款流程辦理。
繳費通路如下，詳請請點擊查看：
銀行臨櫃繳款：（請攜帶繳費單）
自動櫃員機（ATM）轉帳：（使用 ATM 的「繳費」功能）
線上 eATM 繳費：（電腦需配有讀卡機）
網路銀行轉帳繳款：（需向各銀行先行設定）
電話語音銀行轉帳繳款：（需向各銀行先行設定）
電話語音信用卡繳款。

2312、2313、
2319

出納組
2533

式

線上信用卡刷卡繳款：（登入第ｅ學雜費網頁進行刷卡繳費）
便利商店超商繳費：（逾期不收）
銀行人員至學校服務：（上課期間每週一、三、五的 10:50～
11:50，敬請把握時間）

逾
期
繳
費

銀行臨櫃繳款：（請攜帶繳費單，限第一銀行）
線上信用卡刷卡繳款：（登入第ｅ學雜費網頁進行刷卡繳費）
銀行人員至學校服務：（上課期間每週一、三、五的 10:50～
11:50，敬請把握時間）

出納組
2533

繳
費
證
明

自 98 學年度起開放網路列印繳費證明單，若需用印請先自行列印再
至出納組用印。

出納組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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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雜費繳費說明

本校相關單位聯絡電話
如有相關註冊繳費疑問，請撥學校電話（０２）２８２２-７１０１。
學費收費標準、休退轉復學：教務處註冊組（分機２３２０、２３２１、２３２２、
２３２３、２３２５、２３２６）。
學分及選課問題：教務處教學業務組【校本部】（分機２３１２、２３１３、２３１９）。
【城區部】（分機６１７０）。
繳費問題：總務處出納組（分機２５３３）。
就學貸款：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分機２４２１）。
學雜費減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分機２４２２）。
弱勢補助、學生團體保險：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分機２４４１）。
住宿、假期住宿：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校本部】（分機２４４１、２４４５）。
【城區部】（分機６５１１）。
實習費承辦人：研發處產學合作組（分機２７１４）或各系所實習承辦人。

繳費方式說明：
1.

銀行臨櫃繳款：【繳款人免付手續費】
於繳費期限內，攜帶繳款單至第一銀行各分行繳款（偏遠地區的同學請儘早繳費，以利
銀行及時傳送繳費資料），繳費收據請妥善保管。
使用自動櫃員機（ATM）繳費：
【持第一銀行晶片金融卡使用第一銀行自動提款機轉帳繳款，免收手續費；若使用其他金融
機構之晶片金融卡或自動提款機轉帳繳款，須另扣跨行手續費 15 元】
插入晶片金融卡 輸入「密碼」 選擇「繳費」功能 轉入行庫代號輸入「007」
輸入繳費單上的存戶帳號共 16 碼（即本繳費單存戶編號（轉入帳號）共 16 碼） 輸入「繳
款金額」 確認轉入帳號及金額無誤後按「確認」鍵完成轉帳。
※務必保留 ATM 交易明細單，並留意明細單上轉帳訊息是否為「成功」。
線上 eATM 繳費：【使用非第一銀行晶片金融卡繳款需自付手續費 10 元】
進入 https://eschool.firstbank.com.tw 網頁選擇學校：「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輸入
「學號」 輸入「身分驗證碼」（學生的身分證後 6 碼） 輸入「圖示數字驗證碼」 登
入後即可看到「線上繳費」選項 點擊後選擇「線上 eATM」 （免輸入）系統將自動帶
出繳款單上存戶編號及應繳款金額 插入晶片金融卡（電腦需配有讀卡機） 輸入驗證碼
及晶片金融卡密碼 按下【確認交易】鍵 完成繳款。
網路銀行轉帳繳款：【每筆轉帳金額超過 10 萬元時，另須事先約定轉入帳號】
使用此方式，須事先向銀行申請網路銀行及轉帳服務，本說明僅提供第一銀行之操作步

回繳費須知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學雜費繳費說明

驟，如欲使用其他家銀行進行網路轉帳請聯繫各自的開戶銀行詢問操作方式：
進入 https://ibank.firstbank.com.tw 網頁 輸入「身分證字號」、「登入代號」及「登入密
碼」 選擇「轉帳服務」的「轉帳交易」 選擇「轉出帳號」 選擇「轉出帳號」（繳費
單上的１６碼存戶編號；轉出帳號需事先向銀行申請約定帳號） 輸入「金額」（即繳費單
上的學費）輸入「摘要」（可選擇輸入或不輸入） 按「確定」。
電話語音轉帳繳款：【每筆轉帳金額超過 10 萬元時，另須事先約定轉入帳號】
使用本繳款方式，須事先向第一銀行申請，且達成以下兩個條件：
<1>具有第一銀行電話語音銀行轉帳功能之帳戶。
<2>向第一銀行申請登錄繳費單上之存戶編號為約定之轉入帳號。
以下操作步驟為第一銀行之操作步驟，如欲使用其他家銀行進行網路轉帳請聯繫各自的
開戶銀行詢問操作方式：
請撥打語音專線【4050-6111、手機撥打 02-4050-6111】 聽國語請按「1」聽台語請按
「2」 轉帳類按「04」 代收款繳款按「06」 輸入「轉出帳號」11 位（一銀帳號）
請輸入「電話語音密碼」4 位 輸入「存戶編號」（即繳費單上的存戶編號（轉入帳號）共
16 位 輸入「繳款金額」 輸入完畢按「＃」鍵。
電話語音信用卡繳款：【繳款人免付手續費】
撥打電話語音專線（02）27608818 按【1】索取授權碼 輸入學校代碼
【8814600440#】 輸入學生「繳款帳號」（即本繳費單存戶編號（轉入帳號）共 16 碼）
輸入家長信用卡卡號共 16 碼，輸入完畢請按「#」 輸入信用卡有效年月共 4 碼 輸入完
畢請按「#」 輸入信用卡背面末 3 碼，輸入完畢請按「#」 靜待語音系統播報 6 位數授
權碼，並於取得授權後兩個營業日，得透過同一語音專線查詢繳費是否成功。
線上信用卡刷卡繳款：【繳款人免付手續費】
進入 https://eschool.firstbank.com.tw 網頁 選擇學校：「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輸入
「學號」 輸入「身分驗證碼」（學生的身分證後 6 碼） 輸入「圖示數字驗證碼」 登
入後即可看到「線上繳費」選項 點擊後選擇「本國信用卡」（免輸入）系統將自動帶出
繳款單上存戶編號及應繳款金額 輸入信用卡資料完成即可。
便利商店超商繳費：【20,000 元以下須付手續費 10 元，20,000 元以上須付手續費 15
元，40,000 元以上須付手續費 18 元】
進入 https://eschool.firstbank.com.tw 網頁 選擇學校：選擇學校：「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 輸入「學號」 輸入「身分驗證碼」（學生的身分證後 6 碼） 輸入「圖示數字驗
證碼」 下載繳費單 確認繳費單內容，無誤則列印 持繳費單至 7-11、全家、萊爾富、
OK…等超商繳納，限繳費期限之前使用，繳費期限截止後超商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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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人員至學校服務：【繳款人免付手續費】
每週一、三、五早上１０：５０～１１：５０（僅上班上課日提供服務；寒暑假期間則
改為每週一、三、四，服務時間僅 1 小時敬請把握時間），請至學校行政大樓總務處（一）會
議室，務必攜帶繳費單，繳費收據請妥善保管。
※務必攜帶繳費單，如需列印繳費單可至科技大樓的電腦教室列印。
回繳費須知

出納組

敬啟

回繳費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