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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商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就學貸款－暫緩繳交學雜各費】辦理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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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依教育部規定，台北市各公、私立學校【就學貸款】統向台北富邦銀行辦理 

註二：台北富邦銀行辦理對保的分行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knvs.tp.edu.tw）最新公告

領到「註冊繳費單」 

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學雜費減免手續 

是否為「減免學雜費」的對象 

可減免對象：現役軍人子女、低收入戶、特殊境遇、身障子女、
身障學生、原住民及軍公教遺族…等 

(具多項減免身分者，請與“教育部免學費補助”擇優取一辦理) 

服務電話：（02）2321-2666分機 208 

教務處註冊組 黃小姐 

至台北富邦銀行（註一）網站辦理【就學貸款】線上申請 

並前往台北富邦銀行各對保分行（註二）辦理對保 

（辦理「線上申請」及「對保」的步驟請參閱背面） 

服務電話：（02）8751-6665按 5 台北富邦銀行 

向學務處訓育組辦理【就學貸款－暫緩繳交學雜各費】 

應備文件：已完成台北富邦銀行對保的撥款單 學校發的註冊繳費單  

  每日上午 8：00－11：30，下午 13：00－16：00 

(經審核後請直接至一樓總務處出納組換就貸後差額之新註冊繳費單) 

服務電話：（02）2321-2666分機 211  

 

※ 請參註冊繳費單背面繳款方式說明 

是 否 

繳費方式 1.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2.郵局    3. 信用卡 

4.便利商店代收(手續費自負) 

中低、低收入戶學生得增貸「生活費」 

【中低:20,000元；低收:40,000元】 

服務電話：（02）2321-2666分機 211 
學務處訓育組或逕洽台北富邦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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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富邦銀行就學貸款【線上申請】及【對保】流程 

 步驟一   註冊會員（已加入會員者，直接會員登入） 

 步驟二   線上填寫就學貸款申請書 

 步驟三   列印申請書 

 步驟四   至台北富邦銀行指定分行辦理對保 
（如為第二次【含】以後申請，且符合線上續貸資格，無需到分行對保，還可免收對保手續費 100元） 

 步驟五   繳交收執聯給訓育組 

◎以 上 各 步 驟 的 詳 細 內 容 ， 請 參 閱 台 北 富 邦 銀 行

（http://www.fubon.com）→網路銀行 → 就學貸款 →表單下載 

→ 就學貸款線上申請及對保流程 

◎向台北富邦銀行完成對保手續後，必須於「註冊日」前規定時間

內，再向本校學務處訓育組辦理『暫緩繳交學雜費』手續。 

◎各項身分學雜費減免、教育部免學費補助，請洽教務處註冊組。 

◎準據教育部相關規定，已辦妥就學貸款學生，如有申請教育部「齊

ㄧ公私立高中職業學費方案」或「高中職免學費方案」等補助，

學校必須於補助金額確定後，通報承貸銀行修正貸款金額，特聲

明如上，敬請 查照。 

◎經濟弱勢(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學生如有需要，得增貸生活費

(中低收入戶上限-貳萬元整; 低收入戶上限-肆萬元整) 

◎就學貸款手續請洽學務處訓育組辦理。 

 



 

 

           經濟弱勢學生就學貸款增貸【生活費】須知    107/01/09 

  準據教育部 101/01/04 臺高(四)字第 1000236255B 號函修正發佈「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就學貸款作業要點」第 12點條文，自第 100學年度第 2學期起，經

濟弱勢學生之就學貸款範圍「生活費」項目，低收入戶學生，每生每學期以四

萬元為上限；中低收入戶學生，每生每學期以二萬元為上限，敬請 查照。 

  敬請合於上列條件的同學及家長自行考量，如有需要，低收入戶學生憑本

校註冊繳費單上所列「低收入戶減免」項目，中低收入戶學生憑直轄市、縣（市）

社政主管機關核定之證明文件，得向台北富邦銀行增貸生活費，亦即除了「註

冊繳費單」所列「可申貸金額」之外，在向台北富邦銀行「線上申請」時，尚

可再增加上述生活費四萬元（低收入戶學生）或二萬元（中低收入戶學生）。 

    本校因相關電腦作業程式限制，請恕無法接受生活費與學雜各費差額（應

繳總額－不含生活費之可申貸金額＝差額）相互抵扣；該生活費款項將於台北

富邦銀行核撥到校（約 107年５月下旬）後，立即轉發家長，敬請  周知。 

 

 ……… 
請於辦妥銀行對保，向學校辦理「暫緩繳交學雜各費」時 

將下列聲明書與銀行撥款單一併繳交 學務處 訓育組 
………  

                        

                       聲 明 書            107/    /     

  敝子弟 班級         學號        姓名            

申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就學貸款【生活費】新台幣   萬元整，敬請於台

北富邦銀行撥款到校後轉發，支票抬頭為家長                  
先生

女士  

    此致 

開南商工 

家長（就學貸款保證人 １）                 （簽章） 

家長（就學貸款保證人 ２）                 （簽章） 
簽章人須與銀行撥款單上的保證人相同□ 

 



序號 行政區 區域 代號 分行 地址

1 萬華區 330 西門分行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161號

2 870 擔保作業中心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50號3樓

3 702 南京東路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39號

4 中正區 390 古亭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100號

5 大安區 480 和平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236號

6 大同區 410 建成分行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2號

7 320 木柵分行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92號

8 431 興隆分行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69號

9 松山區 530 西松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75-1號

10 600 基隆路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21號

11 620 永春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412號

12 650 社子分行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225號

13 301 士東分行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360號

14 360 北投分行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2號

15 361 石牌分行 台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216號

16 內湖區 442 文德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42號

17 南港區 420 南港分行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之5號

18 新店區 726 新店分行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266號

19 中和區 681 中和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696號

20 永和區 687 永和分行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1號

21 蘆洲區 749 蘆洲分行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69號

22 721 法金西區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68號2樓

23 750 華江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285號

24 五股區 733 五股分行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445號

25 汐止區 728 汐止分行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81號之1

26 土城區 710 土城分行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100號

27 基隆地區 仁愛區 753 基隆分行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279號

28 中壢區 713 中壢分行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二段119號

29 桃園區 673 桃竹擔保中心 桃園市中華路33號10樓

30 蘆竹區 758 南崁分行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東路20號

31 新竹地區 新竹市 725 新竹分行 新竹市中正路141號

32 西區 707 中區擔保中心 台中市西區柳川西路二段196號9樓

33 豐原區 680 豐原分行 台中市豐原區向陽路139號

34 彰化地區 彰化市 685 彰化分行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349號

35 嘉義地區 西區 718 法金嘉南區中心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395號2樓

36 中西區 674 房貸業務中心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279號13樓

37 永康區 730 永康分行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856號

38 三民區 723 三民分行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530號

39 新興區 705 南區擔保中心 高雄市民族二路95號10樓

40 宜蘭地區 羅東鎮 740 羅東分行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286號1樓

41 花蓮地區 花蓮市 745 花蓮簡易型分行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256號

高雄地區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地區

台中地區

台南地區

      台北富邦銀行辦理106學年度下學期(寒假)就學貸款對保分行一覽表

信義區

士林區

北投區

板橋區

中山區

文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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