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大學106學年度
【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報名注意事項

亞洲大學招生委員會製作



填寫
「考生
學習資
料表」

亞洲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報名流程圖

【審查資料上傳】
※將審查資料上傳至「大學甄選入
學委員會」

截止時間：106.03.28(二)晚上10:00

【本校報名系統】
※至本校招生報名系統進行報
名並進行繳費。

截止時間：106.03.28(二)晚上10:00

分別依各學系(組)指定項目上傳：

 電子檔(PDF格式)上傳
 依各校系規定分項上傳，每一

項目5MB內，全部10MB內

進行報名步
驟：

1. 確認基本資料
2. 勾選報名學系
及填寫可面試
時間

勾選學系
確認後即
可列印：
「繳費單
(含說明)」

1. 至銀行匯款或
ATM轉帳繳費。
※若同時報名本校
多學系(組)者，請
分別繳費。

2. 請妥善保留繳費收
據，以利日後有疑
義時查驗。

1. 可於轉帳後3個
工作天至報名系
統查詢繳費狀態；
已繳費即完成報
名程序，無法再
進行修改。

2. 於系統開放時間
內皆可修改面試
時間調查。

請參閱「網路報名步驟」 請參閱「繳費注意事項」

請務必於時限內點選【確認】

※建議考生詳閱所有注意事項後，再行操作。

下一頁→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相關時程

網路報名步驟

繳費注意事項

本校聯絡方式

※為維護考生權益，務請考生詳細了解報名注意事項；可直接點選上列項目進入觀看。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相關時程

審查資料上傳

請至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上傳審查資料：

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106年3月17日(五)上午08:00 至106年3月28日(二)下午10:00止

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統一採網路報名)

系統開放時間：106年3月17日(五)上午09:00至106年3月28日(二)下午10:00

報名繳費截止日為106年3月28日(二)止

連結至上傳頁面

https://www.caac.ccu.edu.tw/caac106/dataupload.php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相關時程

本校甄試日期

 面試訂於106年4月8日(六)、9日(日)進行。

 詳細面試時間、注意事項及地點公告，可於106年4月5日(三)下午6時後，逕上本校各學

系或教務處招生組網頁查詢。

 若您對甄試(如面試時段安排、調整相關事宜…等)有任何問題，請於106年4

月6日(四)上午8:00至4月7日(五)中午12:00前，以電話聯繫各學系，本校各學

系將協助調整面試時間，使皆能順利面試。



網路報名

1. 確認個人基本資料(可修改電話及地址)

2. 勾選報名學系(組)→取得【繳費單(含說明)】→填寫【面試時間調查表】

3. 填寫【考生學習資料表】

!!本校網路報名主要有以下三大項目!!

進入報名系統
※為控制系統流量，操作逾時系統將
自動登出，請考生特別注意。

※本系統為24小時開放，未免網路壅
塞，請考生盡早報名。

https://webap.asia.edu.tw/asia_recruit/
https://webap.asia.edu.tw/asia_recruit/


網路報名-登入
※請考生登入報名系統網址：http://recruit.asia.edu.tw/asia_recruit/

選擇報考管道：【106學年度個人申請(第一階段放榜)】
 輸入【身分證字號】
 輸入【民國出生年月日】

選擇報考管道：【106學年度個人申請(第一階段放榜)】

輸入【身分證字號】(ex:N123456789)

輸入【民國出生年月日】(ex:860101)

http://recruit.asia.edu.tw/asia_recruit/


個資部分

網路報名【1】-確認基本資料
※系統會自動帶入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學系(組)

及個人基本資料，考生請核對確認。
 開放考生可修改「聯絡電話」與「地址」，如欲

修改請點選下方「修改聯絡電話與地址」按鈕。
 再次確認資料，經修改無誤後，點選「修改確認」
 最後點選按鈕下方回報名資料查詢，即可看到已

修改過後之基本資料，並繼續報名步驟。

※本範例以105學年度個人申請(第一階段放榜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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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報名【2】-勾選報名學系(組)

【項目一】
系統會自動帶入每位考生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學系(組)

 請勾選欲報名之學系(組)，預設為全部勾選，請點選【確認】
按鈕進行報名。

 確認後即可列印【繳費單(含說明)】並【填寫面試時間】。
※於報名系統開放時間內，均可再進行「面試時間調查」修改。

 若欲修改報名學系可點選【修改】，並請再次【確認】後
重新【列印繳費單(含說明)】。

※一旦完成繳費即完成報名程序，將無法再進行報名學系(組)之修改，
故繳費前務必確認報名學系(組)是否正確。

 完成繳費後約2~3個工作天入帳，可至系統內查詢【繳費狀
態】。

※若於繳費後3日仍顯示未繳費狀態，請來電04-23323456#3134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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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報名【3】-填寫考生學習資料表
【項目二】
點選「填寫考生學習資料表」進入填寫畫面

1. 若第一次填寫請直接往下，完成資料表填寫。
本表分「學習資料表」及「學習資料選填表」
兩大部分，選填表若無資料則免填。

2. 若已於他校填寫過資料表，可點選「匯入他
校資料檔」，無需重新填寫。

1

2



網路報名【3】-填寫考生學習資料表
(四)匯入他校資料檔

1. 若您通過篩選之其他學校有使用本系統，且之前於他校輸入資料並執行【匯出本校資料檔】，本次可使用
【匯入他校資料檔】功能，即可直接匯入檔案不需重複輸入。

2. 請勿修改原始檔案內容，以免無法正常匯入本系統。
-



網路報名【3】-填寫考生學習資料表
(三)匯出本校資料檔

1.執行【匯出本校資料檔】，可將目前於本校輸入之資料匯出。
2.請勿修改原始檔案內容及檔案名稱，以免無法於其他學校（匯入）使用。





網路報名【3】-填寫考生學習資料表
一、基本資料

填表說明：
1. 表中姓名、性別、學測准考

證號、學測報名序號、就讀
學校等五欄位由系統帶入，
考生不需填寫。

2. 特殊班別中「資優班」類別
可輸入至多10 字；「其他」
至多10 字。



網路報名【3】-填寫考生學習資料表

填表說明：
1. 考生如為高職職業類科、綜合高中專門

學程、自學、同等學力、持國外學歷者
可免填學業表現欄位。

2. 「類組」請依目前讀類組(或高三下就
讀類組)輸入1、2、3 類等。

3. 各單科成績可輸入至小數點第一位(第
二位後四捨五入)，填寫-1 者，表示無
該科成績或無修課資料。學期總平均請
輸入至小數點第一位。班級、類組排名
百分比請輸入整數(無條件去除小數)，
名次與人數之間請用 / 隔開。

二、學業表現



網路報名【3】-填寫考生學習資料表
三、申請人就讀學校開設之特色選修課程修讀情形(未列入第二項學業表現之選修課程，可填入此表)，無則免填

填表說明：
1. 「課程名稱」至多可輸入20 字、修讀情形分為修畢、修讀中等下拉式選項，請依實際修讀情形選擇。
2. 「開設學期」至多可輸入4 字、「成績欄」至多4 字。



網路報名【3】-填寫考生學習資料表
四、其他優良表現
（如學術活動或榮譽、課外活動，例：球類、藝能、社團幹部、義工等，請擇優五項填寫；若甄試校系於簡
章分則之審查項目規定須繳交證明文件者，請依分則規定分別上傳或寄送）

填表說明：
1. 「年級」分為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等

下拉式選項。
2. 「事蹟」至多可輸入40 字、「個人/團體」

分為個人、團體等項，請依競賽性質以下
拉式選擇、「名次或結果」至多8 字、「等
級」分為校級、縣市、全國、國際等項，
請依競賽等級做下拉式選擇。

3. 若為團體競賽，請說明申請人在團隊中所
扮演的角色、主要工作、參與多久時間及
對該團隊的貢獻為何？本欄位至多可輸入
200 字。



網路報名【3】-填寫考生學習資料表
五、語文或技能檢定

填表說明：
1. 外語能力檢定中「高中英聽」分A、B、C、F 等級，「全民英檢GEPT」分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

優級，「通過考試階段」分初試及複試，請擇最優一次成績以下拉式選項選擇；「其他」至多可輸入
25 字。

2. 「技(職)能檢定」請自行輸入考試別及級別，至多30 字。



網路報名【3】-填寫考生學習資料表
五、語文或技能檢定

填表說明：
1. 外語能力檢定中「高中英聽」分A、B、C、F 等級，「全民英檢GEPT」分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

優級，「通過考試階段」分初試及複試，請擇最優一次成績以下拉式選項選擇；「其他」至多可輸入
25 字。

2. 「技(職)能檢定」請自行輸入考試別及級別，至多30 字。





網路報名【3】-填寫考生學習資料表
附表一、奧林匹亞

填表說明：
1. 「年級」分為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等下拉式選項；「項目」分為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資訊，請依實際參與項目做下拉

式選擇；「等級」分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亞太國手、國際國手，請依參賽等級做下拉式選擇。
2. 「名次或結果」至多可輸入8 字；「事蹟」至多40 字。

附表二、科展

填表說明：
1. 「年級」分為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等下拉式選項；「項目」分為數學、物理與天文、化學、動物與醫學、植物、地球科

學與行星科學、電腦與資訊、其他，請依實際參與項目做下拉式選擇；「等級」分校內初賽、地區複賽、全國決賽、國際國
手，請依參賽等級做下拉式選擇。

2. 科展項目選擇"其他"時，請自行輸入項目名稱，至多9 字。
3. 「名次或結果」至多可輸入8 字；「事蹟」至多40 字；「其他」至多9 字。
-



網路報名【3】-填寫考生學習資料表
附表三、學科能力競賽
填表說明：

1. 「年級」分為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等下拉式選項；「項目」分為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資訊，請依
實際參與項目做下拉式選擇；「等級」分校內初賽、地區複賽、全國決賽，請依參賽等級做下拉式選擇。

2. 「名次或結果」至多可輸入8 字；「事蹟」至多40 字。

填表說明：
1. 「年級」分為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等下拉式選項；「項目」分為作文、演說、朗讀、字音字形、寫字、單字、其他，

請依實際參與項目做下拉式選擇；「語言」分英文、國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其他等項目，請依參賽語言
做下拉式選擇；「等級」分校內初賽、地區複賽、全國決賽、國際國手，請依參賽等級做下拉式選擇。

2. 「名次或結果」至多可輸入8 字；「事蹟」請寫出競賽全名及主辦單位全名，至多40 字。
3. 「項目」選擇”其他”時，請自行輸入項目名稱，至多9 字；「語言」選擇”其他”時，請自行輸入項目名稱，至多9 字。

附表四、語文及文學競賽



繳費注意事項
務請於106年3月28日(二)前完成網路報名及繳費程序。(時間截止系統將關閉)

請依系統產生之【繳費單(含說明)】內容進行繳費。

繳費帳戶及注意事項如下：

 繳費銀行(代碼)：國泰世華銀行南投分行(013)

 帳戶名稱：財團法人亞洲大學

每位考生報考不同學系(組)之繳費帳號皆不相同，請各考生依照繳費帳號及繳費金額分別

繳交。



繳費注意事項

第一階段通過學系篩選者之繳費帳戶與金額：

 請考生完成「網路報名」後，於系統中下載「繳費單(含說明)」。

 報名費收費原則：

 同時報名本校多個學系以上之考生，報名第一個學系費用950元，若報名本校第二個(含)以上學

系，繳費金額減半(475元)。【請依「繳費單(含說明)」內之繳費資訊進行繳費】。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原住民生無需繳費。

本校未開放現場繳費，請利用ATM轉帳、銀行臨櫃匯款、網銀轉帳…等方式進行繳費，其操作

方式請依各大銀行指定方式操作。



本校聯絡方式

學系名稱 分機 學系名稱 分機 學系名稱 分機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5121 資訊工程學系 6101 外國語文學系 5701

保健營養生技學系 5161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 6122 社會工作學系 5141

生物科技學系 6353 光電與通訊學系 6181 幼兒教育學系 5721

心理學系 5712 資訊傳播學系 6163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1062

護理學系 5151 經營管理學系 5561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1072

視光學系 5131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5441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1052

職能治療學系 6362 會計與資訊學系 5401 時尚設計學系 1068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6391 財務金融學系 5481 室內設計學系 1083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 6193 財經法律學系 5545
創意設計學院不分系
國際設計學士班

1081

聯絡電話：04-23323456，招生組分機：3134~3135，各學系分機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