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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各項招生考試重要試務日期 

• 10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含AMBA）招生考試「放棄錄取資格聲明

書」下載 / 2010-12-13

• 10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含AMBA）招生考試錄取生通訊報到及遞補

結果（公告） / 2010-12-13

• 100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招生簡章彙編發售辦法 / 2010-11-29

• 10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含AMBA、EMBA）招生考試 「錄取報到注

意事項」及「錄取名單公告」 / 2010-11-23

• 10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含AMBA）招生考試錄取生（正、備取生）

通訊報到「錄取生報到意願同意書」 / 2010-11-23

• 100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電子版) / 2010-11-23

• 100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簡章(電子版) / 2010-11-23

• 100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筆試日期、時間表」公告 / 
2010-11-23

• 100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發售說明」 / 2010-11-23

• 100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簡章發售說明」 / 2010-11-23

• 100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訊息公告【日程表、報名及簡章發

售方式、分則規定】 / 2010-11-08

• 100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訊息公告【日程表、報名及簡章發售方

式、分則規定】 / 2010-11-08

• 10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考試「錄取報到注意事項」及「逕行錄取

名單公告」 / 2010-11-08

• 10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含AMBA、EMBA）招生報名人數統計表 / 
2010-10-27

• 10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含AMBA、EMBA）招生簡章（電子版） / 
2010-09-14

更多公告請點選右側分類

:::

•博士班 

•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班甄試

•大學甄選入學

•轉學考

•國際學生入學

•報名 / 口試繳費查詢

•歷年招生情況統計表

•各類考試歷屆試題（圖書館）

•新生服務網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海外聯招會（僑生）

 

 

 
（02）29387892、29387893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考生較易違反試場規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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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網路報名系統

http://enroll.nccu.edu.tw/EXAM/[2010/12/18 下午 04:06:42]

 
 

       取得繳費帳號時間：
         099年10月07日上午9:00至099年10月12日下午17:00
       填寫報名資料時間：
         099年10月07日上午9:00至099年10月13日下午17:00

 

       取得繳費帳號時間：
       填寫報名資料時間：

 

       取得繳費帳號時間：
          099年12月16日上午9:00至099年12月22日下午17:00
       填寫報名資料時間：
          099年12月16日上午9:00至099年12月23日下午17:00

 

       取得繳費帳號時間：
       填寫報名資料時間：

 

       取得繳費帳號時間：
         099年12月16日上午9:00至099年12月22日下午17:00
       填寫報名資料時間：
         099年12月16日上午9:00至099年12月23日下午17:00

  

 

       取得繳費帳號時間：
         100年02月09日上午9:00至100年02月22日下午17:00
       填寫報名資料時間：
         100年02月09日上午9:00至100年02月23日下午17:00

  

 
 

本報名系統限於IE6、IE7、IE8或Firefox 2.x、Firefox 3.x版瀏覽器操作，謝謝！

每天凌晨02:30-05:30為系統備份時間，暫時關閉，請儘早完成相關程序，以免影響報名權益！

Copyrightc 2003-2011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 A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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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100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網路報名注意事項＞ 

壹、報名手續 

※報名程序：考生須「上網取得繳費帳號」、「完成繳費」、「上網填寫報名資料」及「於

報名期限內以掛號郵寄報名所需繳交之相關表件」，始完成報名程序。 

（一）網路取得報名繳費帳號日期時間： 

自 99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9：00 起至 99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5：00 止。 

（二）網路登錄報名資料日期時間： 

自 99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9：00 起至 99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5：00 止。 

（三）報名審查資料務請於 99 年 12 月 23 日前掛號寄出(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報名程序 重點說明 

1.詳閱本學年度招
生簡章、網路報
名規定及報考專
班組分則規定 

請先詳閱本校招生簡章及網路報名各相關規定並確實遵守，並請審慎

確認所欲報考之專班組，同意各項規定後，再進行網路報名，以節省

報名手續時間。 

2.上網取得個人

「繳費帳號」並

「繳費」 

(1)進入網路報名系統：政大首頁http://www.nccu.edu.tw/「招生入學」

/點選「招生網路報名系統」。 

(2)請仔細閱讀並確認同意「網路報名權益說明」後，輸入個人基本資料

與報考專班組，取得「繳費帳號」繳費(金額 1,300 元)。一組網路報

名繳費帳號，僅供一人報考一專班組使用。 

(3)繳費方式及說明：請詳簡章第11頁「報名繳費帳號取得及繳費方式說明」。

3.上網輸入報名

資料 

(1)完成繳款之後 1小時，始得上網輸入報名資料。 

(2)進入網路報名系統：政大首頁http://www.nccu.edu.tw/「招生入學」

/點選「招生網路報名系統」。 

(3)依序輸入完整報名資料，注意事項及流程請詳簡章第 12、13 頁「網

路報名注意事項及流程」。 

(4)如遇有罕字無法輸入或顯示字體，請先以 2個##字鍵替代輸入，再填

寫「網路報名造字申請表」(簡章附表二)，傳真至（02）2938-7495

國立政治大學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收。 

(5)考生如須申請於筆試時坐輪椅應試，或須提供特殊項目服務者，請於

網路登錄報名資料時，於報名系統(申請特別試場應試欄位)內註記。

4.報名資料輸入

完成，確認送

出，並再上網

確認資料 

(1)請仔細核對報考專班組、身分別及其他各欄資料是否正確無誤。 

(2)確認報名資料輸入無誤，點選確認送出資料。資料一旦送出後，考生

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報考專班組別、身分別、選考科目、撤銷

報名或退費，請考生審慎行事。 

(3)考生送出報名資料，完成網路報名後，務請再次上網查詢確認是否報
名成功，以確定完成報名（報名資料請自行另存檔案或列印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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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程序 重點說明 

5.裝寄報名表件

資料 

※請詳閱專班組規定，並以下列方式辦理： 

(1)於「招生網路報名系統」中，列印出「報名專用信封封面」一張。

(2)將「報名專用信封封面」黏貼於 B4 大型信封上。 

(3)將各專班組規定報名所需繳交之相關表件，平放裝入報名者自備之

B4 大型信封(黏貼報名專用信封封面)，於 99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四)

前(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以掛號郵寄至「116 台北市文山指南

郵局 365 號信箱 國立政治大學招生委員會收」。 

※如指定繳交資料過多，請以包裹方式郵寄，每一報名資料袋限裝一人

ㄧ專班組報名資料(同ㄧ專班組資料一起打包寄送，切勿分散寄出)，

並於包裹上黏貼「報名專用信封封面」(以郵戳為憑，逾期原件退還

不予受理)。 

(4)現場收件日(99 年 12 月 22 日，地點：國立政治大學行政大樓四樓第

一會議室)，僅收取上述報名表件，請考生先行封妥報名信封，當場

不予檢查報名表件及審查。 

(5)不論錄取與否，所繳報名表件、資料概不退還。 

※考生雖於報名期限內寄達專班組規定報名審查資料，但並未完成上網

填寫報名資料者，本校亦不受理報名。 

備     註 

(1)考生繳費後有下列情形者，恕不受理報名。其所繳費用於扣除行政費

用，一律退還新台幣 1,100 元整。請於規定截止日前，填寫並寄出「報

名費退費申請表」(簡章附表三)申請退費(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1已完成網路填寫報名資料，但未於報名期限內以掛號郵寄報名所需

繳交審查資料。 

2報名資格不符。 

(2)為免考生權益受損，考生於報名資料填報之聯絡地址、電話號碼請小

心輸入、清楚無誤，以免無法聯絡或准考證、成績通知單無法寄達。

(3)報名期間若遇任何問題，請於上班時間電洽(02)29387892、29387893

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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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名繳費帳號取得及繳費方式說明 
 
一、費用： 

1.報名費：新台幣 1,300 元整（不含轉帳手續費）。 

2.口試費(符合口試資格之考生)：新台幣 1,000 元整（不含轉帳手續費）。 

二、上網取得繳費帳號日期： 

（一）報名費：99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起至 99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5時
止。一律至本校「招生網路報名系統」取得「個人繳費帳號」，並完成繳交
報名費後，始可進行網路報名程序。 

1.網址 http://www.nccu.edu.tw/點選招生入學/點選招生網路報名系統/取得繳費帳號。 

2.一組繳費帳號僅供考生個人報考一專班組使用，若需報考二個專班組，須再上網取得。 

3.取得之帳號僅限考生個人使用，切勿提供他人使用或與他人共用。 

（二）口試費：「繳費帳號」於本校網頁查詢（詳見簡章）。 

三、繳費方式：下列方式擇一繳費（恕不受理其他繳款方式） 

自動櫃員機〈ATM〉繳款 

(一)持第一銀行晶片金融卡至第一銀行自動提款機(ATM)轉帳繳費(免扣手續費)，操作方式如下： 

插入晶片金融卡輸入密碼 選擇「繳費」 輸入「轉入行庫代號」（輸入第一銀行代號「007」）

輸入「存戶編號」（請輸入個人取得之繳費帳號共 16 位數字） 輸入「繳款金額」(報

名費 1300 元，口試費 1000 元) 確認輸入資料無誤後，按「確認鍵」 完成轉帳繳費，

列印交易明細表備查。 

(二)持一銀或他行晶片金融卡至其他金融機構或郵局具跨行轉帳功能之自動提款機（ATM）

轉帳繳費(手續費最高 18 元)，操作方式如下： 

插入晶片金融卡輸入密碼 選擇「其他服務(交易)」 選擇「繳費」（郵局則另再選擇「非

約定帳戶」） 輸入第一銀行代號「007」 輸入「轉帳帳號」(請輸入個人取得之繳費帳號
共 16 位數字) 輸入「繳款金額」（報名費 1300 元，口試費 1000 元） 確認輸入資料無誤

後，按「確認鍵」 完成轉帳繳費，列印交易明細表備查。 

※ 使用ATM轉帳繳費約1小時後，請上網查詢轉帳是否成功，網址http://aca.nccu.edu.tw/exam/checkatm.htm 

親自繳款 

至全省第一銀行各地分行櫃檯以現金繳款（填寫代收款項專用存款憑條（交易代號現金：193 

轉帳：195），請參考附表一第一銀行代收款項專用存款憑條填寫樣本；免手續費） 

（一）戶名：國立政治大學 

（二）戶號：請填寫自行至本校招生網路報名系統取得之個人「繳費帳號(共 16 位數字)」 

（三）金額：報名費 1,300 元；口試費 1,000 元(符合口試資格者) 

四、注意事項： 

(一)請先確認您的晶片金融卡是否具有轉帳功能，若沒有該功能，請向發卡銀行申請轉帳功

能，或至全省第一銀行各地分行櫃檯繳款。 

(二)請以具有16個欄位之自動提款機操作(切勿使用轉帳帳號僅有14個欄位之自動提款機)。 

(三)繳費完成後，請檢查交易明細表，如「交易金額」欄及「手續費」欄無扣款紀錄，即表

示轉帳未成功，請依繳費方式再次操作完成繳費。為確認繳費是否成功，請上網查詢，或於轉

帳隔日補摺。如繳費確定成功後，即可登入本校「招生網路報名系統」，進行網路報名程序。 

(四)考生本人如無晶片金融卡，可委託他人代為轉帳繳費，並請務必輸入您的「繳費帳號」

及「繳款金額」，完成繳費手續。 

(五)繳費後，請自行保留轉帳交易明細表或繳費收據備查(不須寄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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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網路報名注意事項及流程 

一、網路報名注意事項： 

考生請一律至本校「招生網路報名系統」網站，進行網路報名。 

（一）報名網址：http://www.nccu.edu.tw/「招生入學」網頁，進入「招生網路報名

系統」鍵入報名資料。 

（二）上網取得繳費帳號期間：自 99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9時起至 99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5時止（逾期不受理）。 

※取得『繳費帳號』並完成繳款 1小時後，始得上網填寫報名資料，相關作業流

程請詳報名流程。 

（三）上網登錄報名資料期間：自 99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9 時起至 99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5時止（逾期不受理）。 

※為避免網路擁塞，請務必儘早上網報名，逾期不受理。 

※務請留意報名截止時間，以免因延遲繳費或報名系統關閉致無法完成網路填報

資料。 

（四）預覽輸入結果，確認所登錄資料無誤後送出，才算完成資料輸入程序。報名資料

一旦確認傳送後就不能再修改，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銷報名、退費或更改

報考專班組、身份別、選考科目；輸入報名表各項資料時請謹慎小心，並請核對

清楚無誤，以免權益受損（例：電話號碼、地址輸入錯誤，以致無法聯絡或准考

證、成績通知單無法寄達，概由考生自行負責）。務請再上網查詢確認已完成網路

報名。 

（五）須依專班組規定寄繳報名所需書面審查資料表件，並於期限內寄達本校。請依下

列方式辦理： 

1.列印出「報名表」自行留存。 

2.列印出「報名專用信封封面」一張，黏貼於 B4 大型信封上或包裹上。 

3.將各專班組規定報名時所需繳交相關表件，於報名期限內（99 年 12 月 23 日

前），使用上述之報名專用信封封面，以掛號一次郵寄（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

理）至「116台北市文山指南郵局365號信箱 國立政治大學招生委員會」，或於現

場收件日（99 年 12 月 22 日）繳交。 

◎考生雖於報名期限內寄達專班組規定報名審查資料，但並未完成上網填寫報名

資料者，本校亦不受理報名。 

（六）考生繳費後，有下列情形者，恕不受理報名，其所繳費用於扣除行政費用後，一

律退還新台幣 1,100 元整。請於 100 年 2 月 25 日前填具並寄出簡章附表三「報名

費退費申請表」申請退費(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1.已完成網路填寫報名資料，但未於報名期限內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逾期不受

理)報名所需繳交之相關表件。 

2.報名資格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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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仔細詳閱並確
認本校「網路報名
權益說明」 

- 進入網路報名系統：網址http://www.nccu.edu.tw/
  點選「招生入學」/點選「招生網路報名系統」

- 點選「取得繳費帳號」 

- 請至 ATM 轉帳繳交報名費 1,300 元 
- 完成繳費 1小時後，登入本校「招生網路報
名系統」進行網路報名。 
網址http://www.nccu.edu.tw/ 

二、網路報名流程圖： 

（一）取得繳費帳號並繳交報名費，以進行網路報名 

 
 

 
 
 
 
 
 
 
 
 
 
 
 
 
 
 
 

 
 
 
 
 

------------------------------------------------------------------------------------------------------------------------
（二）網路填寫報名資料（須完成前項繳費 1 小時後，始可進行網路報名） 

 
 

 
 
 
 
 
 
 
 
 
 
 
 
 
 
 
 
 
 

 

- 依序輸入完整報名資料 
- 完成報名資料填報程序 

   同意 

＊網路開放取得繳費帳號起迄時間： 

99 年 12 月 16 日上午 9 時起至 

99 年 12 月 22 日下午 5 時截止 

※ 逾期不受理 

＊每份網路報名表產生一組「繳費帳

號」，且僅供一人報考一專班組使用。

＊若報考二專班組時，請再上網取得第

二組「繳費帳號」。 

＊繳費方式請詳閱簡章-報名繳費說明 

＊低收入戶考生仍須完成繳費程序，並

得於 100 年 2 月 25 日前，依簡章規定

申請報名費全免優待(優待僅限一專

班組)。 

- 進入網路報名系統： 
網址http://www.nccu.edu.tw/點選「招
生入學」/點選「招生網路報名系統」 

- 點選「填寫報名表」 

 不同意 

離開報名網頁 

＊ 輸入報名各項資料請謹慎小心，並
核對清楚後再送出資料，以免權益
受損。 

＊ 考生報名資料經確認送出後，不得
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報名專班組
別、身份別、選考科目。 

確認報名資料輸入無誤後，確認送出 

＊ 報名資料確認、送出後，列印「報
名專用信封封面」一張。 

＊ 將報名所需相關書審表件一併用
「報名專用信封封面」以掛號一次
郵寄或於現場收件日繳交。 

＊ 務請詳閱簡章各專班報名所需表件
相關規定，並於寄出前檢查相關表
件是否齊全。 

＊網路開放輸入報名資料起迄時間： 

99 年 12 月 16 日上午 9 時起至 

99 年 12 月 23 日下午 5 時截止 

※ 逾期不受理 

- 輸入考生「身分證號」、「報考專班組」等
資料，以取得「繳費帳號」 

完成網路報名程序 

考生送出報名資料，完成網路報名後，務請
再次上網查詢確認是否報名成功，以確定完
成報名【報名表請自行另存檔案或列印留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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