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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1 學年度 登記分發相關資訊主要差異對照表 

章節 102 學年度相關資訊 101 學年度相關資訊 說明 

封面 

刪除 (含「繳款帳號及通行碼」、「校系代碼

及核定名額」、「重要公告」及「網路

登記志願作業系統操作說明」) 

相關資訊已行

之有年，不再於

封面加註說明。

繳費

時間 

102 年 7 月 18 日上午 9：00 起，臨

櫃及跨行匯款至 7月 26 日下午 3：

30，ATM 及網路 ATM 至 7 月 27 日晚

上 12：00 止。 

101 年 7 月 19 日上午 9：00 起至 7月

27 日(臨櫃及跨行匯款至下午 3：30，

ATM 至晚上 12：00 止) 

提醒臨櫃及跨

行匯款今年提

早於 7月 26 日

3:30 截止。 

注意

事項 

刪除 1.考生原始成績須高於所填校系指考

採計組合之最低登記標準，始得分發

該校系。 

該規定自 98 學

年度實施至今，

不再特別提醒。

1.登記費繳款帳號逕依個人身分證

號碼設定，詳細設定方式及繳費金

額請參照繳費單背面說明，或於繳

費期間至本會網站查詢。 

無 提醒今年度之

重大變革。 

2.完成繳費後進入登記志願系統，

將要求考生自定通行碼，通行碼完

成設定後即不得變更，請妥善保存

避免遺失。 

無 提醒今年度之

重大變革。 

3.自本(102)學年度起，取消指定科

目考試單科成績達 90 分可申請改

分發之規定。 

無 提醒今年度之

重大變革。 

刪除 ★每本相關資訊之「繳款帳號」與「通

行碼」均不相同，一經登入登記志願

系統後即不得再更換，請妥善保存。 

★登記費 170 元，請盡量使用 ATM 或

網路 ATM 轉帳繳款（操作說明詳見第

76 頁），繳款收據或 ATM 明細表請妥

善保留以備查證。 

※採用臨櫃繳款者，請務必確認登記

繳費單(p.80)上之繳款帳號與本頁

相同！ 

華南銀行（台大分行）代碼：008 

繳款帳號：xxxxxxxxxxxxxx 

通行碼：xxxxxxxx 

今年度繳款帳

號及通行碼設

定方式大幅變

更，相關資訊中

不再刊印繳款

帳號及通行碼。

登記

流程

圖 

新增設定通行碼等步驟。 無設定通行碼部分。 今年度流程變

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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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102 學年度相關資訊 101 學年度相關資訊 說明 

重要

日程 

101.11.12~102.7.28 

◎ 考生可在各代售大學、大考中心

現場購買… 

100.11.12~101.7.28 

◎ 考生可在各招生大學、大考中心現

場購買… 

簡章及相關資

訊已改為各縣

市 1~2 代售點。

102.5.10~102.7.28 

◎相關資訊內含各項重要公告、各

招生系組之校系代碼及核定名額、

登記志願系統操作說明、登記繳費

單。 

101.5.10~101.7.27 

◎相關資訊內含各項重要公告、各招

生系組之校系代碼、登記志願系統操

作說明、繳款帳號及通行碼。 

相關資訊中不

再刊印繳款帳

號及通行碼。 

102.7.18~102.7.27 

◎繳款帳號依身分證號碼設定，繳

款後請收妥存根聯備查。 

◎一般考生應繳登記費 220 元，凡

報名102學年度指定科目考試時經

審驗通過為中低收入戶之考生，僅

須繳交登記費 154 元，經審驗通過

為低收入戶之考生，免繳登記費可

直接登記志願。 

101.7.19~101.7.27 

◎繳款帳號列於登記分發相關資訊第

一頁，繳款後請收妥存根聯備查。 

◎凡報名指定科目考試時經審驗通過

為低收入戶之考生，免繳登記費，可

於登記期間直接登記志願。 

相關資訊中不

再刊印繳款帳

號，直接以身分

證號設定，並增

列一般生及中

低收入戶考生

應繳登記費說

明。 

102.7.24~102.7.28 

◎考生繳交登記費後，請以「身分證

號碼及指考准考證號」登入網路登

記志願系統，並於首次登入時自定

通行碼，… 

101.7.24~101.7.28 

◎考生繳交登記費後，請以「身分證

號碼、指考准考證號、繳款帳號、通

行碼」登入網路登記志願系統完成登

記志願，… 

登入不需繳款

帳號及通行

碼，但須於首次

登入後設定通

行碼。 

102.8.19 

刪除此項 

101.8.17 

◎凡指定科目考試之某學科原始成績

達 90 分者（不包括特種身分加分優

待），在公布錄取名單後 10 天內，可

向其錄取學校申請改分發至該校受

理改分發之相關學系（詳見招生簡章

第 15 頁）。 

取消有關指考

學科達 90 分可

申請改分發之

規定。 

其他

重要

公告 

刪除 一、未滿 20 歲之考生，登記志願請徵

詢法定代理人意見。 

無實質效用故

刪除。 

一、繳交登記費時間至 7月 27 日晚

上 12:00 止，但 7月 26 日下午

3:30 後僅能以 ATM 或網路 ATM 繳

費。繳費期間可至分發會網站下

載繳費單，請考生多加利用。 

無 提醒考生臨櫃

及跨行匯款僅

至 7月 26 日下

午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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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

代碼

表及

核定

名額 

…特種生外加名額 2%計算方式：以

本表之核定名額計，不含其他管道

回流名額，採無條件進位計算… 

…特種生外加名額 2%計算方式：採無

條件進位計算… 

明定外加名額

計算基準不含

回流名額。 

登記

志願

作業

系統

操作

說明 

新增登入頁面之驗證碼輸入說明，

及設定通行碼之流程說明。 

無 配合今年度登

記志願系統變

更而增加說明。

Q&A 

繳交

登記

費、

登記

志願

相關

規定

及服

務 

刪除 Ｑ８：是否可以大家合買一本「登記

分發相關資訊」共同使用？ 

Ａ：不可。因為每一本「登記分發相

關資訊」的繳款帳號及通行碼都

是唯一的，僅供一位考生使用，

所以必須各自購買「登記分發相

關資訊」取得僅供個人使用的繳

款帳號及通行碼後，才能進行網

路登記志願。 

相關資訊上不

再刊印通行

碼，考生可自由

選購。 

Ｑ８：我按照繳費單上的說明去繳款

了，卻一直無法成功完成繳費？

Ａ：請確認以下步驟： 

1. 確認您的繳款時間是在規定之繳

費時間內（7月 18 日上午 9：00

起，臨櫃及跨行繳費至 7月 26 日

下午 3:30 止，ATM 及網路 ATM 至

7 月 27 日晚上 12：00 止）。 

2. 如您使用 ATM 繳費，請確認您所

使用的金融卡是否有[非約定帳

號]的轉帳功能，關於此部分請致

電該金融卡銀行查詢。 

3. 檢查華南銀行代碼(008)，以及繳

款帳號(共 14 碼)、繳費金額(一

般生 220 元、中低收入戶考生 154

元、低收入戶考生免繳費)是否有

輸入錯誤。若對繳款帳號設定有

疑問，建議直接至分發會網站下

載系統設定之繳費單。 

4. 一個帳號僅能繳費入帳一次，建

議可洽詢您的親友是否已代為繳

費。 

Ｑ９：使用「登記分發相關資訊」內附

的繳款帳號去 ATM 繳款，卻無法

成功繳款？ 

Ａ：請確認以下步驟： 

1. 確認您的繳款時間是在規定之繳

費時間內（7月 19 日上午 9：00 起

至 7月 27 日晚上 12：00 止）。 

2. 請確認您所使用的金融卡是否有

[非約定帳號]的轉帳功能，關於此

部分請致電該金融卡銀行查詢。 

3. 檢查華南銀行代碼(008)，以及繳

款帳號是否有輸入錯誤。 

 

重新提醒繳費

時間，並將非

ATM 繳費方式

可能遇到問題

一併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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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９：我已完成繳費，為何進入分

發會網站卻查詢不到我的繳

款記錄？ 

Ａ： 

1.採 ATM 轉帳者，請確定是否轉帳成

功（交易明細表是否顯示成功扣

款）。 

2.至郵局等金融機構跨行匯款者，

請確定是否在7月26日下午3:30

前匯款，超過時間後即使金融機

構收了您的款項亦無法入帳（該

金融機構將於下一工作日聯洽您

退款事實），請務必改用 ATM 繳

費。 

3.請於繳款兩小時（ATM 需 30 分

鐘、網路 ATM 僅需 3分鐘）後再

查詢。 

4.進入查詢網頁後，請同時按下

「Ctrl」+「F5」重新整理網頁。

5.若仍無法查詢，煩請電洽分發會

TEL:06-2362755。 

 

Ｑ１０：我已用 ATM 轉帳繳款或至華

南銀行各分行繳費，為何進入

分發會網站卻查詢不到我的

繳款記錄？ 

Ａ： 

1.採 ATM 轉帳者，請確定是否轉帳成功

（交易明細表是否顯示成功扣款）。

2.請於繳款兩小時（ATM 需 30 分鐘、

網路 ATM 僅需 3分鐘）後再查詢。 

3.如果您在兩小時內曾至分發會網頁

查詢過繳款記錄，請先關閉 IE 瀏覽

器的 proxy 設定，再重新啟動 IE。(關

閉 proxy 方式如下：啟動 IE→到 IE

瀏覽器上的工具列→工具→網際網

路選項→連線→區域網路設定→將

proxy 伺服器的勾選取消→確定) 

4.進入查詢網頁後，請同時按下「Ctrl」

+「F5」重新整理網頁。 

5.如果您的網路須設定 proxy 才能對

外連線，建議您等待一段時間後再進

入分發會網站查詢，此時間長短取決

於您的 ISP(網際網路服務供應商)在

proxy 上的設定。 

6.若仍無法查詢，煩請電洽分發會

TEL:06-2362755。 

刪除較少發生

之電腦操作問

題，並增加郵局

等金融機構須

在 7月 26 日下

午 3:30 前才能

入帳之說明。 

Ｑ１０：若我已登入過網路登記志

願系統完成通行碼設定，但

忘記設了什麼通行碼，該怎

麼辦？ 

Ａ：完成通行碼設定後即不得更

改。請依下列方式處理： 

1. 請考生於輸入通行碼頁面點選

「忘記通行碼」，將可選擇發送通

行碼至手機或 Email，該手機或

Email 已於首次登入時設定，不得

變更。 

2. 如一直無法順利接收通行碼通

知，請考生先電話洽詢分發會

TEL:06-2362755 後，將身分證或

指考准考證傳真至分發會

FAX:06-2369689，由分發會協助

查詢。 

Ｑ１１：若我已登入過網路登記志願

系統，但繳款帳號或通行碼

遺失了，是否可以重新購買

一本登記分發相關資訊，使

用另一組繳款帳號及通行

碼？ 

Ａ：不可。考生只能以一組繳款帳號

及通行碼登入系統，登入後即無法

再更改。請考生先電話洽詢分發會

TEL:06-2362755 後，將身分證或指

考准考證、繳費收據傳真至分發會

FAX:06-2369689，由分發會協助查

詢。 

完成通行碼設

定後，不得變

更，可使用

Email 或簡訊

查詢，或電洽分

發會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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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Ｑ１２：若尚未登入網路登記志願系

統就遺失了繳款帳號或通行

碼，該怎麼辦？ 

Ａ：可直接重新購買相關資訊繳費後

登入系統，或傳真Ｑ１１所述證

明文件向分發會查詢。 

相關程序已變

更，故不適用予

以刪除。 

刪除 Ｑ１５：登記志願作業系統是否有登

入人數的限制？ 

Ａ：沒有。但為避免考生集中在最後

一天(7 月 28 日)才上線進行登記

志願作業，分發會呼籲考生應儘

早於 7月 27 日前完成登記志願，

避免個人突發狀況無法於規定時

間內完成，屆時不得以任何理由

要求補登記。 

網路登記志願

已行之有年，不

再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