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轉學生及新生繳費單查詢 

111學年度第 1學期 學生繳費單查詢及注意事項 

一、 繳費單查詢：111 年 6 月 6 日(一)起開放查詢。 

二、 繳費期間：111 年 8 月 1 日(一) 至 111 年 9 月 11 日(日)。 

三、 查詢網址： 

(一) 銀行網頁：（圖一）：土銀首頁／代收學雜費服務網／學生專區

(https://eschool.landbank.com.tw/student_login.aspx)，(1)點選「學校名

稱」，(2)輸入「學號」、「使用者密碼」及「驗證碼」，(3)點選「確定」。 

密碼設定：「身分證號第 1 碼大寫英文字+末 4 碼數字」，共 5 碼。 

 

 

 

 

 

 

 

 

 

 

 

(二) 學校網頁： 

1. 轉學生及新生（圖二）：學校新生專區／轉學生及新生繳費單查詢。

網址：(http://192.192.78.68/TuitionFeeNew/Views/NewStuBill/NewStudent.aspx)。 

密碼設定：「身分證號末 4 碼數字」，共 4 碼。 

 

 

 

 

 

 

 

圖一：土銀代收學雜費服務網 

圖二：學校新生專區／轉學生及新生繳費單查詢 

土地銀行 

https://eschool.landbank.com.tw/student_login.aspx
http://192.192.78.68/TuitionFeeNew/Views/NewStuBill/NewStud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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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單一入口 

2.舊生及復學生（圖三）：學校單一入口服務網／費用相關系統／學雜

費單列印。 

密碼設定：「身分證號末 4 碼數字」，共 4 碼。  

 

 

 

 

 

 

 

 

 

 

 

 

              

(三) 中國科大行動資訊網 APP／資訊系統／行動網資訊系統 右上方功能表
／繳費單及繳款。 

四、 繳費說明： 

(一) 繳費方式：(1)土地銀行臨櫃、(2)ATM、(3)網路銀行、(4)便利商店、(5)信用卡(含

語音)、(6)台灣 pay 及(7)e-Bill 全國繳費網。請參考第 3 頁繳費方式及說明。 

(二) 需紙本繳費單而無法自行列印者，可於圖書館開放時間至圖書館繳費單列印區列印

(臺北校區：格致樓 2 樓。新竹校區：啟我樓 2 樓。)。 

(三) 如個人帳戶單筆網路轉帳限額 5 萬元且單張繳費單金額超過 5 萬元者，請勿使用網

路轉帳方式繳費，金額不一致，將無法正常銷帳。 

(四) 繳費收據/交易證明無須繳交學校，惟請妥善保存，以利有疑義時做為佐證之用。 

(五) 以 ATM 轉帳或信用卡繳費或繳款收據遺失者，可至上述土地銀行網頁列印繳費收

據，銀行不再另外發放繳費收據。 

(六) 學業成績退學或操行退學者，請勿繳費。 

(七) 本學期辦理休退學之同學，學雜費退費標準依「中國科技大學收退費作業要點」辦

理退費，詳細規定請詳本校會計室網頁(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gm.cute.edu.tw/acco/check-in)/學雜費訊息，請同學注意申辦

時間(退費金額核算基準日以教務單位承辦人之收件日為準)。 

五、 學生個人金融帳號填寫及確認： 

為便利學校加速退費（學雜費）或發放款項（工讀費、證照、獎學金等）作業，尚未

填寫及確認個人金融帳號之同學，請務必至學校單一入口服務網／學生資訊系統／其

他資訊作業／個人金融機構帳號，輸入或確認學生本人之金融機構帳號資料（請勿填

寫非學生本人之帳號資料）。 

圖三：單一入口服務網／費用相關系統／學雜費單列印 

https://iq.cute.edu.tw/index.do?thetime=1654065967691
https://sites.google.com/gm.cute.edu.tw/acco/chec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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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方式及說明 
 

繳費方式 繳費說明 
土銀系統 

銷帳時間 

1. 土地銀行臨櫃缴款 
服務電話：0800-231590 

網址：http://www.landbank.com.tw/ 

至土地銀行各分行臨櫃繳交現金。 
1 個 

工作天 

2. 自動櫃員機 ATM 繳費 不受金融卡單日三萬元轉帳之限制，每張繳費單各
須負擔轉帳手續費 15 元，下列方式二擇一： 

(1) 點選「其他交易繳納稅費繳費」，按指示
完成繳費。 

(2) 選擇「轉帳」功能，按指示完成繳費。 

1 個 

工作天 

3. 土地銀行網路自動櫃員機 
https://eatm.landbank.com.tw/MainFrame1.htm 

使用「晶片讀卡機」讀取各金融機構之晶片金融卡
或土銀 COMBO 卡，每張繳費單手續費自行 0 元、
跨行 15 元，依每張繳費單分別輸入繳款帳號及繳款
金額。 

1 個 

工作天 

4. 便利商店繳款 
 
 

統一超商(7-11) 

全家便利商店 

萊爾富便利商店 

OK 便利商店 

 

繳費級距 
手續費  

(每張繳費單) 

20,000 元(含)以下 10 元 

20,001~40,000 元 15 元 

40,001~60,000 元 18 元 

備 註：每張繳費單代收上限金額 6 萬元 
 

5-7 個 

工作天 

5. 信用卡繳款平台(i 繳費) 
網址：https://www.27608818.com/web/ 

語音：(02)2760-8818 

學校代號：8814600458 
可用信用卡發卡銀行名單(更新資料可至

https://www.27608818.com/web/查詢)： 

台灣銀行 國泰世華 新光銀行 凱基銀行 

土地銀行 高雄銀行 陽信銀行 星展銀行 

合作金庫 兆豐銀行 三信商銀 台新銀行 

第一銀行 花旗銀行 聯邦銀行 日盛銀行 

華南銀行 台灣企銀 遠東銀行 安泰銀行 

彰化銀行 渣打銀行 元大銀行 中國信託 

上海商銀 台中商銀 永豐銀行  

台北富邦 匯豐銀行 玉山銀行  

注意： 
信用卡一經繳費成功， 
即無法取消交易或刷退。 

網路信用卡繳費(手續費率依發卡行公告為準)： 
(1) 進入中信銀繳納學雜費平台

https://www.27608818.com/web/，選擇【繳交學
費】。 

(2) 輸入/選擇「學校代號：8814600458 及「繳款帳
號，點選【資料查詢】。 

(3) 確認資料是否正確，正確後請輸入/選擇「信用
卡發卡行代號」、「持卡人卡號 16 碼」、「信用卡
有效年月」、「檢核碼(背面後三碼)」，選擇【確
認交易】繳交學費。 

(4) 授權成功，繳款完畢。 

3-5 個 

工作天 

語音信用卡繳費(手續費率依發卡行公告為準)： 
(1) 撥打學雜費語音專線(02)2760-8818。 
(2) 按「１」，進入「使用信用卡繳學雜費」。 
(3) 輸入學校代號 8814600458 共 10 碼，輸入完畢

請按「＃」。 
(4) 輸入繳款帳號，輸入完畢請按「＃」。 
(5) 輸入持卡人信用卡卡號共 16 碼，輸入完畢請按

「＃」。 
(6) 輸入有效年月共 4 碼，輸入完畢請按「＃」。 
(7) 靜待語音系統播報授權成功之 6 位數授權碼(請

先自行記錄)；授權不成功，請再向發卡銀行確
認信用卡額度，或向學校確認學雜費金額等資
料是否有誤。 

(8) 授權成功，繳款完畢。 

3-5 個 

工作天 

6. 台灣 Pay  QR Code 支付 
 

使用台灣 Pay APP /行動網銀 APP 或實體卡片進行
繳費交易，以「行動支付」方式繳費。每張繳費單
手續費 10 元。 

(1) 開啟「台灣 Pay」APP，點選「掃碼付款」。 
(2) 掃描繳費 QR Code 。 
(3) 選擇台灣 Pay 金融卡卡片/信用卡，輸入密碼。 
(4) 交易完成。 
詳細操作網址：
https://www.taiwanpay.com.tw/content/info/about_c.aspx 

綁定金融卡 

1 個工作天 

 

綁定信用卡 

3-5 個工作天 

7. e-Bill 全國繳費網 
https://ebill.ba.org.tw/ 
 

(校友會費不能使用此項方式繳款) 

(1) 使用「晶片讀卡機」讀取各金融機構之晶片金
融卡，每張繳費單手續費 10 元。 

(2) 點選「學雜費」項目，依每張繳費單分別輸入
繳款帳號及繳款金額。 

1 個 

工作天 

http://www.landbank.com.tw/
https://eatm.landbank.com.tw/MainFrame1.htm
https://www.27608818.com/web/
https://www.27608818.com/web/
https://www.27608818.com/web/
https://www.taiwanpay.com.tw/content/info/about_c.aspx
https://ebill.b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