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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境外生學雜費繳費須知》 

注意事項： 

為避免海外匯款需額外負擔手續費，建議在繳費期限內 2/3 ~ 2/18 由在台灣的親友

代替境外生使用方式 3 境內繳費，若是無親友可代替繳納，可使用方式 2 境外陸

港澳生繳費及方式 1 境外非陸港澳生繳費。 

方式 1 境外非陸港澳生繳費： 

※請至銀行臨櫃辦理※ 
(1)請先下載繳費單，步驟請參閱附件二 
(2)請參閱附件一之美金金額 
(3)至銀行臨櫃辦理美金匯款，並註明以「OUR」(註 1)方式匯款，即本校入帳

金額須為全額美金學雜費 
註 1: 匯款人負擔所有國內及國外之相關費用（匯款人應預先支付所有費用

予匯款行） 
(4)銀行資料 

BENEFICIARY’S NAME：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NEFICIARY’S ACCOUNT NO：045007007999 
BANK NAME：BANK OF TAIWAN CHENG CHUNG BRANCH 
BANK SWIFT Code：BKTWTWTP045 
BANK ADDRESS：NO.47 CHINGTAU EAST RD., TAIPEI, TAIWAN R.O.C. 

(5)為避免匯入款項查無學籍資料，請務必於備註欄填入「學生姓名、學號」，

並將匯款憑證保留存查。 
範例： 

同學 OOO 學雜費繳費單之應繳金額為美金 951 元，請臨櫃以「美金」匯款並註明

「OUR」，備註欄填入「學生姓名、學號」，即學校須收到美金 951元，匯款人負擔

所有國內及國外之相關費用，費用以各家銀行收費標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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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2 境外陸港澳生繳費： 

※請使用銀聯卡※ 
(1)請先下載繳費單，步驟請參閱附件二 
(2)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平台點選「銀聯卡專區」 

 
(3) 填入[銷帳編號]  

 
(4)銀聯卡注意事項 
手續費用係以應繳學雜費用加計 1.5%收取。 
銀聯卡繳學費交易成功後不可取消，如需辦理退費，請向學校申請人工退費。 
請您於 40 分鐘後再進行繳費查詢以確認繳費狀態，若確認繳費未成功後再

行重新交易，謝謝！ 
請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9 以上版本之瀏覽器，以達使用完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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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3 境內繳費： 

(1)請先下載繳費單，步驟請參閱附件二 
(2)境內繳費管道如下 
台銀各分行、ＡＴＭ、網銀、四大超商(統一、全家、萊爾富、OK)、台灣 Pay 
信用卡：請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平台點選「信用卡繳費」 
銀聯卡：請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平台點選「銀聯卡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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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9 學年度日間部學費收費標準(第 2 學期) 
匯率 1:28  下列費用已包含平安保險費及網路使用費 

四

技 
機電、電資、工程、設計學院、

工管系、資財系 
人社學院、經管系 二

技 
機電、電資、工程、設計學院、

工管系、資財系 
人社學院、經管系 

港

澳

生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港

生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TWD27,572 
(USD985) 

TWD 14,124 
(USD504) 

TWD24,015 
(USD858) 

TWD12,346 
(USD441) 

TWD27,572 
(USD985) 

TWD14,124 
(USD504) 

TWD24,015 
(USD858) 

TWD12,346 
(USD441) 

陸

外

生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陸

外

生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TWD55,513 
(USD1,983) 

TWD28,095 
(USD1003) 

TWD48,054 
(USD1,716) 

TWD24,365
(USD870) 

TWD55,513 
(USD1,983) 

TWD28,095 
(USD1003) 

TWD48,054 
(USD1,716) 

TWD24,365 
(USD870) 

碩

士 
技職 英文、智財、文發 生化、建都 機電、製科、車輛、自動化、

資工、光電、材料、資源、化

工、電資學院、機械與自動

化、能源冷凍空調與車輛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TWD56,198 
(USD2,007) 

TWD28,437 
(USD1,016) 

TWD58,673 
(USD2,095) 

TWD29,675 
(USD1,060) 

TWD58,728 
(USD2,097) 

TWD29,702 
(USD1,061) 

TWD60,378 
(USD2,156) 

TWD30,527 
(USD1,090) 

碩

士 
能源、電子、高分 電機、防災、環境、能源光電 工管、創新 管理學院、金融科技與創新

創業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TWD61,203 
(USD2,186) 

TWD30,940 
(USD1,105) 

TWD62,028 
(USD2,215) 

TWD31,352 
(USD1,120) 

TWD62,853 
(USD2,245) 

TWD31,765 
(USD1,134) 

TWD63,623 
(USD2,272) 

TWD32,150 
(USD1,148) 

碩

士 
互動、互動設計與創新 資財 經管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TWD63,678 
(USD2,274) 

TWD32,177 
(USD1,149) 

TWD64,503 
(USD2,304) 

TWD32,590 
(USD1,164) 

TWD65,273 
(USD2,331) 

TWD32,975 
(USD1,178) 

博

士 
技職 電資學院 電子 資工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TWD60,323 
(USD2,154) 

TWD30,500 
(USD1,089) 

TWD60,378 
(USD2,156) 

TWD30,527 
(USD1,090) 

TWD62,028 
(USD2,215) 

TWD31,352 
(USD1,120) 

TWD62,853 
(USD2,245) 

TWD31,765 
(USD1,134) 

博

士 
設計學院設計博士班 管理學院管理博士班 電機、能源光電 資源、防災、環境、材料、化

工、高分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TWD63,678 
(USD2,274) 

TWD32,177 
(USD1,149) 

TWD64,448 
(USD2,302) 

TWD32,562 
(USD1,163) 

TWD64,503 
(USD2,304) 

TWD32,590 
(USD1,164) 

TWD66,153 
(USD2,363) 

TWD33,415 
(USD1,193) 

博

士 
機電學院機電科技博士班、

製科、光電、機電學院 
能源 工管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全額學費 半額學費 
TWD66,978 
(USD2,392) 

TWD33,827 
(USD1,208) 

TWD67,803 
(USD2,422) 

TWD34,240 
(USD1,223) 

TWD69,453 
(USD2,480) 

TWD35,065 
(USD1,252) 

註:1.領取全額獎學金同學僅繳納平安保險費及網路使用費 TWD676 (USD24) 
註:2.領取半額獎學金同學請繳納半額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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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雜費繳費單下載步驟 

(1)點選 https://school.bot.com.tw/newTwbank/index.aspx 點選[學生登入] 

 
(2)填寫基本資料及驗證碼後點選[確認登入] 

 

(3)選擇 109 學年第一學期繳費單[查詢] 

 

https://school.bot.com.tw/newTwbank/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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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進入頁面後下載繳費單，點選[產生繳費單 PDF 檔] 

 

 
(5)依據繳費單繳費期限前繳納學費完成註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