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學年度
單獨招生
Q & A

 請問 106 學年度獨招方式與日期？
方式如下，詳細資料請參本校招生網頁。
 報名日期：6 月 26 日至 8 月 11 日。
 招生名額：財務金融學系-36 名、原住民外加 3 名。
財經法律學系-31 名、原住民外加 3 名。
企業管理學系-34 名、原住民外加 3 名。
 申請資格：可憑近三年(104 年至 106 年)學測、統測、指考
及本校自辦筆試成績申請。
1. 報名表(網路填報)。
2. 學歷證件影本（錄取報到時須繳正本，否則取消入學資格，錄
取生不得異議）。
3. 近三年（104、105 及 106 任一年）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
力測驗（學測）、指定科目考試（指考）、技專校院統一入學
指定
繳交資料

測驗成績（統測）成績單或本校自辦筆試成績單（錄取報到時
須繳正本，否則取消入學資格，錄取生不得異議）。
4.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包括班級、類組、年級名次證明）。
5. 自傳（包括個人成長及學習經歷、申請動機與未來讀書計畫）。
6. 其他有利申請資料：英語能力證明、特殊才藝或專長證明、國
內外競賽成果、特殊榮譽或獲獎證明等(10 頁為限)。
※上開 2.-6.項，請以 PDF 檔上傳至報名系統。
1. 學測、指考、統測或本校自辦筆試成績（四擇一）：30%
2. 書面資料審查：70%
※說明：不同考試類別、不同年度之分數評比原則
(1) 將學測、指考、統測及本校自辦筆試分數分別轉換成PR值（百

成績
計算方式

分等級），依當年度PR值評比。
(2) 學測、指考之PR值，依據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公布為準；統測之
PR值依據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公布各科分數及考試
人數換算；自辦筆試之PR值比照指考成績換算方式。
(3) 採計科目：分別將國文、英文及自選科目一科之分數轉為PR值
加總計算評比。

同分
參酌順序

總成績相同者，其名次分別依「書面審查」、「國文」、「英文」、
「自選科目一科」高低排序。

 高職生 / 指考 / 統測成績，要怎麼申請貴校？
 可於本校單獨招生申請期間，憑指考或統測成績及書面審查資
料申請本校。
 學測及指考如何選擇?
1.成績計算的30%為將學測、指考、統測及本校自辦筆試分數分別轉換
成PR值（百分等級）。
2.學測、指考之 PR 值，依據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公布的各科百分等級轉
換。
學測 http://www.ceec.edu.tw/AbilityExam/AbilityExamStat.htm
指考 http://www.ceec.edu.tw/AppointExam/AppointExamStat.htm
3.學測、指考、統測以及自辦筆試成績請四擇一(擇優)填報。
4.其他只要是對自己有利的成績皆可於書審資料附上相關資訊並加
以說明(例如：欲以指考成績報考，然學測單科成績有優異表現，建
議可於書審資料中闡明)。
※統測因科目較多，如有學生詢問統測 PR 值如何試算，煩請留下成
績及聯絡資訊，會有專人協助試算，並由招生中心主任統一回覆。
 績優生保障就業條件為何？
在學期間成績達標，且畢業前ＴＯＥＩＣ多益成績達 750 分以上，
並考取金融證照 9 張：證券商營業員、信託業務員、理財規劃人員、
投信投顧業務員、初階外匯人員、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財產保
險業務員、人身保險業務員、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

 各項獎學金申請條件、內容、方式？
 106 學年度菁英獎學金新生申請資格及內容
1. 適用對象與內容
獎助學金種類

獎助學金內容

申請對象
學雜費

台政菁英生

住宿及膳食費

其他

1. 學測達 68 級分以 第一學年全免； 第一學年全免； 1. 全額補助”微留學”課
上 且 符 合 錄 取 台 第二學年起每學 第 二 學 年 起 每
政 大 資 格 任 一 科 年檢視，符合續 學年檢視，符合
系者；或
領 資 格 者 得 續 續領資格者得
2. 學測、統測或指考

領。

續領。

程：學生可赴本校合作
之海外知名大學學習一
期(約 90 天)並可抵免學
分；微留學期間所需機

成績達台大、政大

票、學雜費、食宿費等皆

商管學院任一科

由本校全額補助。(惟須

系入學標準者

滿足海外微留學學校如
語文成績、簽證等相關
條件要求。)
2. 全額補助至海外金融實
習基地見習一期(約 25
天)；期間所需機票、學
雜費、食宿費、生活津貼
等皆由本校全額補助。

國立菁英生

學測、統測、指考成績 第一學年全免； 自付。

入學後依成績排序，擇優補

中，國文、英文及數學 第二學年起每學

助各系 15 名學生至海外金

任兩科目成績達前標 年檢視，符合續

融實習基地見習一期(約 25

以上，且總排名為全 領 資 格 者 得 續

天)；期間所需機票、學雜

國前 40%者

費、食宿費、生活津貼等皆

領。

由本校全額補助。

2. 申請方式
符合上述任一款之新生，得於入學申請時提出申請，本校審
核完成後擇優錄取並於開學前公告審核結果。
3. 符合下列所有條件者具備菁英獎學金續領資格
(1) 達成學校設定之每學年證照與語文門檻。
(2) 在學期間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居該系前百分之五十
者，且學業成績每科皆需達 B (含)以上。
(3) 在學期間前一學年操行成績及格，且無懲處紀錄者。

4. 菁英獎學金詳細設置要點以公告為主。
 106 學年度希望助學金新生申請資格及內容
1. 申請資格及內容
獎助學金內容
獎助學金種類

申請對象
學雜費

住宿及膳食費

其他

1. 學測、統測或指考其中二科
目成績達均標以上，且高中
三年操行成績均達 80 分以 減 免 第 一 學 年
之全額學雜費
上或獎勵紀錄優異者；及
2. 符合青年自立條件之一者： (本校將輔導學
(1) 低(中低)收入戶、特 生 申 請 教 育 部

希望助學金

1. 校 內 服 務 學 習 助
學金 5,000 元/月
(寒、暑假除外)；
2. 假日餐費代金 200

元 /天(含國定假
第一學年全
殊境遇家庭子女者、 提 供 之 減 免 學
日，寒暑假除外)；
免；第二學年
身心障礙學生、原住 雜費相關補助，
起 每 學 期 檢 3. 入 學 後 依 成 績 排
民學生。
對於已獲政府
序，擇優補助各系
視，符合續領
(2) 或由社會局、教育局、
補助之學雜費
15 名學生至海外
資格者得續
立案慈善機構、高中
減免部分，不重
金融實習基地見
領。
校長或輔導主任認定
習 一 期 ( 約 25
複補助。)；第二
並由機構或學校出具
天)；期間所需機
學年起每學期
證明書(含推薦家境
票、學雜費、食宿
檢視，符合續領
清寒理由及學校關防
費、生活津貼等皆
或機構大小章)，並經 資格者得續領。
由本校全額補助。
本校訪視認定核可
者。

2.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希望助學金青年自立條件
 符合下列任一身分者，請檢附以下文件：
(1) 低（中低）收入戶學生：須由鄉鎮市區公所開具 106
年度低(中低)收入戶證明，書表上需有申請減免者
之姓名及身分證字號；
(2) 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手冊正、影本(查驗正本，
繳交影本)、全戶戶籍謄本(記事不能省略)；
(3) 原住民學生：申請戶籍謄本(三個月內)或戶口名簿
影印本(須註明原住民族籍)；
(4)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須由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
鎮市區公所開具特殊境遇家庭申請子女教育補助

證明公文，書表上需有申請減免者之姓名及身分證
字號。
 由社會局、教育局、立案慈善機構、高中校長或輔導主
任認定並由機構或學校出具證明書（含推薦家境清寒理
由及學校關防或機構大小章），並經本校訪視認定核可
者。
 以上均需提供 105 年度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
單。
3.申請方式
符合捐助者所訂定青年自立條件之申請者，得於入學申請
時提出申請，但實際運作情形，得視本校及捐助者當年度
財務狀況來決定。
4.續領資格依 106 學年度希望助學金設置要點為主。
5.希望助學金詳細設置要點以公告為主。
 三系未來的就業方向及選擇及必選修科目
就業及課程資訊歡迎參考本校各系網頁。
財務金融學系
 就業進路 http://finance.ctbc.edu.tw/files/11-10171861.php
 課程訊息 http://finance.ctbc.edu.tw/files/11-10171859.php
財經法律學系
 就業進路 http://financelaw.ctbc.edu.tw/files/11-10181854.php
 課程訊息 http://financelaw.ctbc.edu.tw/files/11-10181800.php
企業管理學系
 就業進路 http://dba.ctbc.edu.tw/files/11-10161610.php
 課程訊息 http://dba.ctbc.edu.tw/files/11-1016-171.php

 海外留學

 海外金融實習基地見習與企業實習
暑期海外金融實習基地見習
1. 申請資格：
(1) 前三學期操性成績及格且無懲處紀錄者；
(2) 多益成績 550 分以上。
2. 提供每屆 45 個名額，於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免費前往海外金融
實習基地見習(補助含交通、膳食)。
3. 目前已與日本、菲律賓合作，並積極安排其他海外金融實習
基地見習機會(目前大二升大三生於 7 月 16 日已成行)。
暑期企業實習
 產學合作夥伴透過面試甄選機制，提供企業實習機會。
 須自行負擔生活、住宿及交通費。
 各科系錄取最低分數？
擇優錄取。
 學雜費、住宿費及膳食費如何計算？
 每學期學雜費預估 46,000 元。
 每學期住宿費預估：四人雅房為 3,800 元、四人房為 9,000
元、雙人房為 18,000 元。
 每學期膳食費預估：16,000 元。
 學生是否有強制住校？宿舍床位及設備？
 新生一、二年級一律住校，學習自立與校園群體生活；宿舍
床位分為雙人房和四人房。
 房型分配標準：登記制，雙人房採抽籤申請。
 冷氣收費另計，自行購買冷氣卡。


入學時須簽署「學生住宿暨團膳同意書」，同意大一至大二
期間入住校舍並參與團膳。

 因本校報到時間較晚，若已註冊他校或繳費該怎麼辦？
學生休、退學時間

學費、雜費退費比例

備註

一、 註冊日（包括當日） 免繳費，已收費者，全額退
前申請休退學者
費
二、 於註冊日之次日起至
學費退還三分之二，雜費全
上課（開學）日之前
部退還
一日申請休、退學者

其採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數核算
者，退還學分費全部、學雜費基數
（或學分學雜費）三分之二

三、 於上課（開學）日
（包括當日）之後而
學費、雜費退還三分之二
未逾學期三分之一申

其採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數核算
者，退還學分費、學雜費基數（或學
分學雜費）各三分之二

請休、退學者
四、 於上課（開學）日
（包括當日）之後逾
學期三分之一，而未 學費、雜費退還三分之一
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
休、退學者

其採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數核算
者，退還學分費、學雜費基數（或學
分學雜費）各三分之一

五、 於上課（開學）日
（包括當日）之後逾
所繳學費、雜費，不予退還
學期三分之二申請
休、退學者
備註：
一、 表列註冊日、上課（開學）日及學期之計算等，依各校正式公告之行事曆認定之；學校未
明定註冊日者，以註冊繳費截止日為註冊日。
二、 學生申請休學或自動退學者，其休、退學時間應依學生（或家長）向學校受理單位正式提
出休、退學申請之日為計算基準日；其屬勒令退學者，退學時間應依學校退學通知送達之
日為計算基準日。但因進行退學申復（訴）而繼續留校上課者，以實際離校日為計算基準
日。
三、 休、退學之學生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完成離校手續；其有因可歸責學生之因素而延宕相關
程序者，以實際離校日為計算基準日。
四、各校不得於學校行事曆所定該學期開始日前預收任何費用。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招生中心
TEL: 06-287-3337、06-287-0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