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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就學貸款辦理作業說明(舊生適用)： 

※辦理就學貸款前，應先閱讀下表注意事項，請大家務必詳閱： 

注意事項： 

【不可申貸之項目有】 校內宿舍保證金、就學減免費、弱勢助學金、教育部助學金。 

【可申貸之項目有】 
學費、雜費、學生平安保險費、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實習費、書籍費（3,000 元）、住宿費（不含住宿保

證金）。 

【學雜費減免者】 應先申辦減免，依減免後之剩餘學雜費，才可申請就學貸款。 

【申貸生活費者】 
持有縣市政府核發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證明者及持本校受傳染病疫情影響學生申請學貸生活費證明者(如

頁 8-10)，可申貸生活費（低收入戶及受疫情影響者可貸額度 40,000 元、中低收入可貸額度 20,000 元） 

【申貸校內住宿費者】 
務必獲得宿舍確定有入住資格後，再依其收費標準連同學雜費一次申貸(不可分開辦理)。(貸款繳件期限：須

於宿舍繳費單規定日前掛號寄出) 

【申貸校外住宿費者】 
以校內住宿最高標準上限，至台灣銀行對保時，請務必攜帶當學年度「校外住宿費貸款額度證明」單(如頁

6)，以利辦理。 

【加額貸款者】 
申貸書籍、校外住宿、生活費者，需繳交學生本人銀行（郵局）帳戶的存摺封面影本（若存摺封面未標示分

行名稱時，請加印內頁）。帳戶須與系統登記帳戶一致。(約期末考前匯入加貸款項) 

B 類：自付一半利息者 

C 類：自付全額利息者 

前學期曾被學校通知「教育部及財稅中心審定須繳納利息」的同學， 

需繳交 BC 類就貸生自付利息同意書(如頁 5) 

【C 類：自付全額利息者】 請於開學一個月內檢附高中職以上之手足在學證明。 

備註：教育部受理本校學生貸款文件後，將轉財稅中心查調，約學期中通知本校查調結果，學校再通知 BC 類學生，徵詢【補繳件自付利息

意願、補繳件】或【放棄貸款、補繳註冊費】。A 類同學因無自付利息問題，故不另行通知。 

1. 【家庭年所得 A 類：免付利息】：家庭年收入在 114 萬以下者，優惠期間利息由政府負擔全額利息，免自付。 

2. 【家庭年所得 B 類：自付一半利息】：家庭年收入逾 114 萬而在 120 萬以下者，優惠期間之利息，由申貸學生自付一半，並按月於每月

第一個營業日繳付。 

3. 【家庭年所得 C 類：自付全額利息】：家庭年收入逾 120 萬者，且家中另有一名兄弟姊妹就讀高中職（含）以上學校者，優惠期間之利

息，由申貸學生全額負擔，並按月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繳付。 

4. 如有疑問，請電洽學務處生輔組劉小姐（04）24730022 轉 11221。若線路忙線中，請多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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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就學貸款步驟： 

入門步驟 流程 說明 

步驟 1 
確認是否有 

【減免資格】 

詳見網路說明：學校首頁/在校學生/學生事務/就學優待減免 

1. 若有減免者：請先依減免作業，辦理減免。 

2. 若無減免者：請看步驟 2。 

步驟 2 
下載 

【繳費單】 

詳見網路說明：學校首頁/在校學生/財務資訊/學雜費專區/學雜

費繳費單下載列印說明 

1. 有減免者：下載【減免後】繳費單 

2. 無減免者：下載【原額】繳費單 

步驟 3 
到台灣銀行 

【對保】 

登入「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填寫及校正資料後，於每年

暑假 8 月 1 日起、寒假 1 月 15 日起～註冊繳費單規定日(2/14)

前，以線上申貸或親赴台灣銀行的方式完成對保申貸作業。 

步驟 4 
到學校系統 

【申請就貸】 

登入本校學生資訊系統→申請作業→就學貸款申請→詳細閱讀

宣導→填寫資料後→儲存→送出申請→列印學校申請書檔案→

列印學校申請書紙本＋簽名。 

↓ 

步驟 5 
於註冊繳費單規定日(2/14)前，將下列文件掛號（以郵戳為憑）寄到學務處(就

學貸款)：40201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約於寄件後 7 天內，學校收到掛號會將申請狀態改為【審核中】。請同學密切注意！若寄

件 7 天後，申請狀態尚未改為【審核中】，表示學校可能未收到您的寄件，請來電確認。 

 各項文件： 有下列條件者必交 

1 台銀就貸對保單「第二聯學校存執聯」 
所有貸款生必交(詳閱無誤後請簽名) 

2 學校系統的就貸申請書 

3 完成線上常識測驗作答 

所有貸款生務必請到本校 iLMS系統→全校

宣導資料→線上測驗→貸款常識測驗。或繳

交紙本作答 

4 BC 類就貸生自付利息同意書 
前學期被通知家庭年所得 B、C 類須付自付

利息者必交 

5 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初辦者或戶籍資料有改者必交(含貸款所有

相關人、近三個月內、有詳細記事) 

6 學生本人之存摺影本 加額貸款者必交 

7 

縣市政府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本校受傳染病疫情影響學生申請學貸生

活費證明影本 

加貸生活費者必交 

↓ 

步驟 6 【繳差額】 

1. 未全額貸款者、或有校內住宿保證金差額要交的同學： 

下載【貸款後差額】繳費單->到金融單位繳費 

2. 無差額要交者：請看步驟 7。 

步驟 7 【審查通知】 
1. 若有收到學校通知：請速配合補件或說明解釋。 

2. 若無收到學校通知：表示貸款註冊順利完成。 

※辦理就學貸款者，切勿又繳交註冊費，否則將視同放棄貸款。 

https://sloan.bot.com.tw/sloan/sLoanLog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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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就學貸款』線上宣導 

壹、 目前就學貸款辦理的情形 

一. 政府設置就學貸款目的係培育國家人才，幫助在學學生求學期間，毋須顧慮學費，專心

向學所提供的一項優惠貸款；但就學貸款並非社會福利，亦非就學補助，畢業後，借款

者應即擔負起攤還本息的還款責任。 

 

二. 就學貸款何時開始還款： 

1. 如未繼續升學者，應自學業完成後滿１年起開始攤還本息。 

2. 如繼續國內升學者，應自最後教育階段學業完成後滿１年起開始攤還本息。 

3. 如因故退學或休學而未繼續就學者，應自原因發生日後滿１年次日起開始攤還本息。 

4. 參加教育實習者，自實習者期滿１年次日起開始攤還本息。 

5. 服義務兵役者，應於退伍後滿１次日起開始攤還本息。 

 

貳、 貸款後，學生常忽略的事項： 

一. 沒有適時通知承貸銀行 

1. 個人基本資料異動（如：地址、電話）致銀行繳款通知單無法寄達。 

2. 繼續在國內升學，服義務兵役、參加教育實習者應於取得證明文件後，應儘快通知承

貸銀行，以辦理貸款暫緩償還。 

 

二. 符合低所得、低收入戶，沒有辦理延償還貸款 

1. 低所得者：指應還日前一年度平均每月收入未達 2 萬 5 千元。 

2. 低收入戶：持有低收入戶證明者。 

 

※各項申請表格可至台灣銀行網站 http://www.bot.com.tw 下載使用。 

 

※各項就學貸款申請流程及常見問題 Q&A 可至台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網址

http://sloan.bot.com.tw 

 

參、 就學貸款未如期還款的影響(三方面) 

一. 就學生而言：逾期繳款１個月起，銀行會將信用不良資料送請聯合徵信中心公告，影響

個人日後在社會上信用紀錄，將來要創業、購屋貸款或信用貸款等會遭銀行拒絕。其他

家人就學貸款的撥款也會受影響。 

二. 就銀行而言：逾期案件增加，銀行需增加人員催收，若發生呆帳銀行損失呆帳金額的 20

％，增加營運成本，使得銀行無法降低就學貸款利率，對學生也是不利的。 

三. 就政府而言：就學貸款發生呆帳時，80％由信保基金理賠，80％當中教育部負擔 75％，

大專院校負擔 5％，因此呆帳越多，教育部賠的越多，形成教育資源浪費，進而影響教

育品質，對學生也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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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貸款作業 SOP 流程： 

1. 目的：為培育優秀人才，促進教育機會均等之理想實現，同時協助中低收入家庭之在學學

生減輕其籌措教育經費之負擔，使其可順利完成學業。 

2. 範圍：適用本校具有學籍的在校學生。 

3.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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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類就貸生自付利息同意書 

學生            學號：            就讀        系  年級，申辦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就學貸款，已知本人家庭年所得之財稅資料中心

查調結果屬於：(請勾選) 

 

 B 類（家庭年收入逾 114 萬元至 120 萬元），即償還期起算日

前之利息由政府補貼半額，另由借款學生自行負擔半額利

息，且應自貸款撥款日次月起按月繳交；自償還期起算日

起，由借款人負擔全額利息，並按月攤還本息。 

 

 C 類（家庭年收入逾 120 萬元），如學生本人及其兄弟姊妹有

二人以上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請於開學一個月內檢附

手足在學證明俾憑辦理就學貸款，但應自貸款撥款日次月

起由借款學生按月繳付全額利息，並自償還期起算日起還

本付息。 

 

上開通知學生及家長均業已明瞭，玆同意並簽章。 

 

學生：                                          （簽名或簽章） 

 

法定代理人（或保證人）：                         （簽名或簽章） 

 

此致    

中山醫學大學學務處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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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 
110 學年度 

校外住宿費貸款額度証明 

 

本校學生申貸校外住宿費以校內住宿最

高標準 26,500 元為上限。 

 

 

  

 

 

 

 

 

 

 

 

 

 

中山醫學大學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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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就學貸款常識測驗 

學號：       學系：               姓名：              

選擇題： 

(   )1、政府設置就學貸款目的係培育國家人才，幫助在學學生求學期間，毋須

顧慮學費，專心向學所提供的一項優惠貸款；但就學貸款並非社會福

利，亦非就學補助，畢業後，借款者應擔負起攤還本息的還款責任? 

       A.是           B.否                                                    

(   )2、申請就學貸款應多久辦理一次？ 

       A.每一學期     B.每學年                                                

(   )3、學生申請就學貸款家庭年收入多少，就學期間貸款利息由政府全額補

貼？ 

       A.家庭年收入 114 萬元以下(就學期間貸款由政府全額補貼)。 

       B.家庭年收入 114 萬元至 120 萬元者(需月付半額利息)。 

       C.家庭年收入超過120萬元以上者，需有手足就讀高中職以上(需月付全額利息)。 

(   )4、為使學生了解就學貸款的借款與還款規定，貸款學生需要參加常識測驗? 

      A.需要          B.不需要                                                

(   )5、申請就學貸款享有各類減免學雜費者(如原住民、殘障減免學雜費)及父

母享有公職領有教育補助費者可貸款金額？ 

      A.扣除補助款後，只貸差額     B.全部貸款金額                             

(   )6、申辦就學貸款同學應先至台銀辦理對保手續後，至本校網路登記、列印

申請表及全部文件於開學日前繳至哪個單位方完成就貸手續？ 

      A.學務處        B.總務處     C.教務處                                   

(   )7、貸款學生無需自行提出家庭所得證明，由學校報請教育部統一向

財稅資料中心審查家庭所得? 

      A.是            B.否                                                    

(   )8、如因故無法按期償還就學貸款時，學生是否可以與承辦銀行協商調整還

款時間與相關還款條件？ 

      A.可以          B.不可以                                                

(   )9、貸款學生應於各階段學業完成後，滿一年之次日開始起息並還款（在職

專班學生畢業當年即需攤還本息） 

      A.是            B.否                                                    

(   )10、學生就學貸款未依約還款者，會有什麼不良後果？ 

      A.會列為信用不良，影響未來與金融單位往來信用問題。   B.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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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受傳染病疫情影響學生申請就學貸款生活費證明 

茲證明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符合「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

第 7 條及「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作業要點」第 12 點受傳染病疫情影響學生申請

生活費貸款之規定。 

一、基本資料 

申請人姓名： 
 

系級：        系   年級 

身分證字號： 
 

學號：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緊急聯絡人 ( 父或 

母)手機： 

 

通訊地址： 
 

二、申請就學貸款生活費相關資料 

家庭年所得應列計對象，學生本人及父、母(法定代理人)於   年   月   日 

日後因受疫情影響致每月月收入未達新臺幣 4 萬元之相關證明文件 

□自述書(必備文件) 

備註：自述書應切結核章並註明所述為實，日後經查不實，將進行追繳。 

□近3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正本(要有詳細記事)-必備文件 

下列證明文件可擇一提供： 

□企業主減班休息、減薪或資遣證明 

□勞工保險局之勞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薪資證明或轉帳證明(含封面之存摺影本，攜帶存摺正本備查) 

三、學校證明單位 

 

 

證明單位核章： 

 

 

 

 

承辦人： 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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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學年度_____學期受傳染病疫情影響學生申請就學貸款生活費－自述書 

自述說明  

1. 學生本人或家庭成員有因疫情造成非自願失業或工作收入減少，致學生本人

就學產生困難之情事。 

2. 請依受傳染病疫情影響狀況據實詳述說明： 

切結 

□本人同意將相關資料提供給臺灣銀行，作為就學貸款加貸生活費證明之依據。 

□以上個人自述說明或所附證明文件若有造假、虛偽不實等情事，願將加貸生活

費全數繳回。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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