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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報名注意事項 

一、 重要日程 

日期及時間 項    目 

4月 06日（星期三）09:00至 

5月 10日（星期二）23:30止 

網路報名（考生自行選擇面試日期(5/21或 5/22上午或下午時段)，報

考設計學院有加考術科之學系僅能選擇術科當日下午面試） 

請至本校問鼎中原網 https://icare.cycu.edu.tw/【網路報名】 

4月 06日（星期三）09:00至 

5月 10日（星期二）23:59止 

繳交報名費（並上網確認繳費成功） 

查詢繳費狀況請至本校問鼎中原網 https://icare.cycu.edu.tw/【網路報名】 

5月 05日（星期四）至 

5月 10日（星期二） 

每日 09:00至 21:00止 

上傳審查資料（並完成確認） 

請至【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網頁

https://www.cac.edu.tw/apply111/dataupload.php 選擇「第二階段審查資料上

傳系統」選項。 

5月 17日（星期二）12:00 
查看面試時間順序／術科筆試地點 

請至本校問鼎中原網 https://icare.cycu.edu.tw/【大學申請入學專區】 

5月 21日（星期六） 

   或 

5月 22日（星期日） 

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1. 建築學系、室內設計學系為 5/22(日)，上午術科考試，下午面試。 

商業設計學系商業設計組、地景建築學系為 5/21(六)，上午術科考試，下午面試。 

2.其餘各學系(組)請依公告之面試順序及指定報到時間。 

請至本校問鼎中原網 https://icare.cycu.edu.tw/【大學申請入學專區】 

5月 30日（星期一）09:00 
公告錄取名單並寄發成績單 

請至本校問鼎中原網 https://icare.cycu.edu.tw/【大學申請入學專區】 

6月 01日（星期三） 
成績複查截止 

請至本校問鼎中原網 https://icare.cycu.edu.tw/【最新消息】 

6月 09日（星期四）至 

6月 10日（星期五） 

每日 09:00至 21:00止 

填寫就讀志願序 

請至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網頁 https://www.cac.edu.tw/apply111/rank.php 

選擇網路登記志願 

6月 15日（星期三）09:00 

統一分發結果查詢 

請至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網頁 https://www.cac.edu.tw/apply111/dispense.php 

選擇分發結果查詢 

為保護自己及他人，考生考試、面試過程須全程配戴口罩，惟核對考生身分時，得要求考生暫時取下口罩，
辨識身分後再戴回。 

http://www.icare.cycu.edu.tw/
http://www.icare.cycu.edu.tw/
https://www.cac.edu.tw/apply111/dataupload.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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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流程及審查資料上傳 

以下任一報名流程未完成者，視為無效報名，將取消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為避免因報名費

轉帳失誤而無法完成報名程序，請您提早完成繳費及對帳作業，以確保您的權益。

(一) 網路報名（中原大學） 

111年 4月 06日（星期三）09:00至 

111年 5月 10日（星期二）23:30止 

1. 至問鼎中原網 https://icare.cycu.edu.tw/【網路報名】。 

2. 請點選「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 

3. 輸入「身分證字號」及「出生年月日」。 

4. 填寫「個人基本資料」。 

5. 選擇「報考學系(組)」(可勾選通過篩選之學系 1～3系)。 

6. 確認報考學系(組)。 

7. 選擇面試時段：除設計學院加考術科之學系(組)安排於

當日下午面試外，其餘學系(組)面試日期（5月 21日、

22日）皆分上、下午時段並設有人數限制，請於報名時

選擇一面試時段，各時段額滿即止，敬請報名從速。 

(1) 凡報考本校二系(組)以上之考生，若有報考電子工程

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學院

智慧運算與大數據學士班等學系，因面試時程較長，

請勿選擇與該學系同一面試時段，另報考有術科考

試之學系，請勿選擇與術科考試同一時段；報考其他

學系(組)且選擇同一面試時段者，該學系將自行協調

面試時間，不會衝突。 

(2) 建築學系、室內設計學系為 5月 22日(星期日)，

上午術科考試，下午面試。 

商業設計學系商業設計組、地景建築學系為 5月

21日(星期六)，上午術科考試，下午面試。 

(3) 線上填表完成後系統將自動產生「報名轉帳帳號」

及轉帳金額，請持「報名轉帳帳號」至銀行(郵局)

臨櫃匯款或以 ATM、網路銀行、APP轉帳。 

(二) 轉帳繳費 

111年 4月 06日（星期三）09:00至 

111年 5月 10日（星期二）23:59止 

1.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原住民考生報名費全免，無須

繳費。 

2. 特殊境遇家庭考生證明文件於報名期間上傳至報名系

統，經審核通過後亦免繳報名費。 

3. 可採銀行(郵局)臨櫃匯款或以 ATM、網路銀行、APP轉

帳方式，每位考生之轉帳帳號皆為獨立帳號，繳費後由

系統自動對帳。（請勿以同一帳號重複繳款）臨櫃轉帳

者請參考以下資訊： 

方法 1：至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臨櫃繳款者（15:30前）： 

填寫「代收帳單繳款專用憑條」（免匯費） 

戶名：中原大學 

轉帳帳號：線上報名後產生之「報名轉帳帳號」 

方法 2：至其他銀行或(郵局)臨櫃匯款者（15:30前）： 

填寫匯款單（匯費 30元）。 

受款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中壢分行 

          （代號：0170398） 

收款人：中原大學 

匯款人：考生姓名 

轉帳帳號：線上報名後產生之「報名轉帳帳號」 

方法 3：以 ATM、網路銀行或 APP轉帳者（23:59前）： 

(1) 轉帳前請先確認金融卡、網路銀行或 APP 是否具

有轉帳功能。 

(2) 若以金融卡轉帳，非兆豐商銀金融卡請選擇「跨行

轉帳」；兆豐商銀金融卡，在兆豐商銀提款機操作請

選擇「自行轉帳」；郵局請選「非約定帳號」。 

(3) 「輸入銀行代碼」請輸入 017。 

(4) 「輸入轉帳帳號」請輸入線上報名之「報名轉帳帳

號」。 

(5) 「輸入轉帳金額」請輸入您的應繳費用。 

(6) 確認轉帳帳號與金額無誤後，請按「確認鍵」以完

成交易，並請列印交易明細表或螢幕畫面截圖自行

存查。 

(7) 請自行於轉帳完成 30分鐘後，至問鼎中原網

https://icare.cycu.edu.tw/【網路報名】，確認繳費

是否成功。 

(三) 審查資料上傳（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111年 5月 05日（星期四）至 

111年 5月 10日（星期二） 

每日 9:00至 21:00止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網站

https://www.cac.edu.tw/apply111/dataupload.php 

1. 依各學系(組)指定審查資料，上傳至大學甄選入學委員

會網站 https://www.cac.edu.tw/apply111/dataupload.php 選擇

「第二階段審查資料上傳系統」選項。 

2. 審查資料上傳截止時間前網路容易雍塞，請提早上傳資料

並完成確認，逾時未上傳者，將視為報名未完成。 

3. 報考設計學院之學系(組)（如下所列），除上傳審查資料

外，得依簡章規定於面試當日攜帶作品集至面試會場。 

建築學系：如有立體成果作品，請於面試當日帶至會場。 

商業設計學系商業設計組：請於面試當日攜帶作品集。 

商業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甲類：面試當日請攜帶審查資

料中的「代表作」一件進行發表，並接受面試委員詢答。 

商業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乙類：面試當日請攜帶審查資

料中的「代表作」一件進行發表，並接受面試委員詢答。 
 

http://www.icare.cycu.edu.tw/
http://www.icare.cycu.edu.tw/
https://www.cac.edu.tw/apply111/dataupload.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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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注意事項 

1. 考生傳送相關證明文件或申請表應於 111 年 5 月 10 日

（星期二）前完成。如因審查需要補繳正本或其他文件，

本校將另行通知考生。 

(1) 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六條或第七條報

考者，於 111年 5月 10日（星期二）前傳送申請表

及相關證明文件至本校，審核通過始得參加第二階

段指定項目甄試。 

(2) 持境外學歷報考之考生，請依「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簡

章」之規定繳驗學歷證件。 

2. 各學系面試注意事項請參考各學系指定項目甄試通知

單，面試順序及術科筆試地點將於 111年 5月 17日

（星期二）12:00公告於問鼎中原網

https://icare.cycu.edu.tw/【大學申請入學專區】，公布

後將不予異動。 

3. 設計學院各學系(組)術科考試時間表（術科考試時間衝

突，恕無法調整） 

學系(組)名稱 科目名稱 術科考試時間 

建築學系 設計與繪畫 
5月 22日（星期日） 

9:00至 12:00止 

室內設計學系 設計 
5月 22日（星期日） 

9:00至 12:00止 

商業設計學系

商業設計組 
設計與繪畫 

5月 21日（星期六） 

9:00至 11:00止 

地景建築學系 設計與繪畫 
5月 21日（星期六） 

9:00至 12:00止 

4. 審查資料及面試相關問題請洽各學系，學系電話詳見

指定項目甄試通知單。 

四、 優惠措施 

1. 報名費 

措 施 報 名 費 

報名費 
各學系(組)報名費新臺幣 1,000元，加考

術科之學系(組)報名費新臺幣 1,300元 

報名多學系 

優惠 

報考二學系(組)者，報名費總額減免新臺

幣 300元；報考三學系(組)者，報名費總

額減免新臺幣 600 元。減免報名費限一

次選擇多系，若分次報名恕無法減免。 

免收報名費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須檢附證

明)、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生：

報名費全免。 

2. 交通/住宿 

措 施 交 通 / 住 宿 補 助 

接駁專車 
提供免費接駁專車往返本校至中壢火車

站（後站）及高鐵站（5號出口）。 

交通補助 

提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低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考生及1名陪考親友，

參加本校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

試當日交通補助（以報名時之通訊地址

為依據，北部各補助新臺幣 300 元，中

部各補助新臺幣 600 元，南部、東部及

離島各補助新臺幣 1,200元）。 

措 施 交 通 / 住 宿 補 助 

住宿補助 

1.住宿本校中原會館（訂房專線：03-
2657070）及招待所（訂房專線：03-
2657010），比照本校教職員收費標準
予以優惠。（因房間數不多，欲訂房者
請及早預訂） 

2.提供特殊境遇家庭、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且住在東部或離島地區之考生住
宿費補助新臺幣 1,600 元為限（須提
供住宿收據）。 

3. 提供優先錄取名額 

(1)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新移民及其子女，各學系(組)提供優先錄取名

額，詳見簡章備註欄（補充說明：企業管理學系服

務業管理組：名額內提供 1 名額優先錄取弱勢考

生。甄選會簡章分則電子檔有呈現，但紙本簡章因

跳行被截掉未呈現）。 

(2) 考生報名本校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

繳交當年度證明文件（證明文件有效期限須含括報

名期間）。 

(3) 證明文件須於 111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前上傳

至報名系統，逾時、未傳送證明文件者或經審查不

符資格者，視同一般生報考，未享有優先錄取資格。 

身分別 說明及應繳交證明文件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中低收入戶標

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授權之

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中低收

入戶證明文件者。 

註：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需載明考生姓

名及身分證字號，清寒證明非屬低收入

戶或中低收入戶之證明，不符合本項報

名規定。 

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之特殊境

遇家庭標準，具有直轄市、各縣(市)政府

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特

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文件者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應

載考生姓名及身分證字號）。 

新移民 

及其子女 

檢附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正本（考生本人或父母之一須有原國籍

為「外國國名」之記事，記事不得省略）。 

1. 新移民︰指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

地區居民及其他國籍國民，與本國籍

國民締結婚姻時，其身分為非本國籍

國民者，不論日後是否已取得國民身

分證。 

2. 新移民子女︰指出生時其父或母一方

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另一

方為非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父母雙方都為外國籍者視為外國籍學

生不計列。若同一婚姻關係中，哥哥、

姊姊出生時為新移民子女，其弟弟、妹

妹出生時，亦視為新移民子女。 

 

http://www.icare.c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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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 
「中原大學免費接駁專車」【5月 21日(六)、5月 22日(日)】時間表 

欲搭乘本校於中壢火車站(後站)、桃園高鐵站(5號出口)接駁專車之考生及陪考人員，請全程配戴口罩。  

一、 中原大學免費接駁專車：中壢火車站(後站)  中原大學 

中壢火車站後站 → 中原大學校門口 中原大學校門口 → 中壢火車站後站 

（A）07:30 （A）11:30 （A）15:30 （A）09:00 （A）13:00 （A）17:00 

（B）07:50 （B）11:50 （B）15:50 （B）09:20 （B）13:20 （B）17:30 

（C）08:10 （C）12:10 （C）16:10 （C）09:40 （C）13:40 （C）18:00 

（A）08:30 （A）12:30  （A）10:00 （A）14:00  

（B）08:50 （B）12:50  （B）10:20 （B）14:20  

（C）09:10 （C）13:10  （C）10:40 （C）14:40  

（A）09:30 （A）13:30  （A）11:00 （A）15:00  

（B）09:50 （B）13:50  （B）11:20 （B）15:20  

（C）10:10 （C）14:10  （C）11:40 （C）15:40  

（A）10:30 （A）14:30  （A）12:00 （A）16:00  

（B）10:50 （B）14:50  （B）12:20 （B）16:20  

（C）11:10 （C）15:10  （C）12:40 （C）16:40  

※（A）、（B）、（C）為車班代號 

※免費接駁專車：車程大約 10〜15分鐘到校，班次詳見上表。 

※自行搭計程車：車資約 100〜120元 

二、 中原大學免費接駁專車：桃園高鐵站 5號出口  中原大學 

桃園高鐵站５號出口 → 中原大學校門口 中原大學校門口 → 桃園高鐵站５號出口 

（D）08:00 （F）11:00 （D）14:00 （E）09:30 （G）12:30 （E）15:30 

（E）08:30 （G）11:30 （E）14:30 （F）10:00 （D）13:00 （F）16:00 

（F）09:00 （D）12:00 （F）15:00 （G）10:30 （E）13:30 （G）16:30 

（G）09:30 （E）12:30 （G）15:30 （D）11:00 （F）14:00 （D）17:00 

（D）10:00 （F）13:00 （D）16:00 （E）11:30 （G）14:30 （E）17:30 

（E）10:30 （G）13:30  （F）12:00 （D）15:00 （F）18:00 

※（D）、（E）、（F）、（G）為車班代號 

※免費接駁專車：車程大約 20〜30分鐘，班次詳見上表。 

※自行搭計程車：車資約 250元 

溫馨小叮嚀 

※本校校園內停車位有限，請多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前來本校。另鄰近本校之中原國小公有停車場

（每小時收費 30元），步行至本校約 3分鐘。 

※接駁專車屬服務性質，道路交通狀況難料，發車、抵達時間無法完全掌握，為避免塞車而影響行程，

提醒您提早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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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系辦公室樓館位置分布及連絡電話： 

學 系 學系辦公室位置 電 話 學 系 學系辦公室位置 電 話 

應用數學系 科學館 501室 03-2653101 企業管理學系 商學大樓 210室 03-2655101 

物理學系 科學館 110室 03-2653201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商學大樓 311室 03-2655204 

化學系 理學大樓 213室 03-2653344 會計學系 商學大樓 411室 03-2655310 

心理學系 科學館 701室 03-2653401 資訊管理學系 資管樓 206室 03-2655401 

生物科技學系 生科館 102室 03-2653501 財務金融學系 商學大樓 305室 03-2655701 

化學工程學系 工學館 303室 03-2654103 中原大學與美國天普
大學商學管理雙學士
學位學程 

管理大樓 418室 03-2655041 
土木工程學系 土木館 308室 03-2654202 

機械工程學系 工學館 203室 03-2654301 財經法律學系 全人村北棟 221室 03-2655501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工學館 403室 03-2654501 建築學系 建築館 204室 03-2656102 

環境工程學系 生科館 302室 03-2654901 室內設計學系 望樓 101室 03-2656201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電學大樓 103室 03-2654061 商業設計學系(商設組) 商設館 201室 03-2656301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 莊敬大樓 101室 03-2654401 
商業設計學系(產設組) 

辦公室：產設館 106 

考試當日：陸華樓 201 
03-2656332 

電子工程學系 篤信大樓 155室 03-2654601 

資訊工程學系 電學大樓 209室 03-2654752 地景建築學系 景觀館(信樓) 103室 03-2656413 

電機工程學系 電學大樓 301室 03-2654801 特殊教育學系 全人村南棟 117室 03-2656701 

中原大學美國威大密爾
瓦基分校電機與資訊工
程雙學士學位學程 

電學大樓 103室 03-2654061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全人村南棟 513室 03-2656601 

應用華語文學系 全人村南棟 110室 03-2656901 

電機資訊學院智慧運算
與大數據學士班 

電學大樓 103室 03-2654062 
招生單位 辦公室位置 電 話 

招生服務中心 維澈樓 401室 03-26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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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re convinced that love is the principal guiding 
force in education. W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like, 
pursue mutual growth through instruction by both 
words and deeds, in a spirit of love and respect for 
one another.

We respect academic freedom and autonomy, 
believing that knowledge produces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and that this understanding makes people 
genuinely free.

We believe that education through honest, diligent 
pursuit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s the best means 
of obtaining true knowledge.

We are proud of the University’s tradition of fearing 
God, loving our country, respecting one another’s 
work in a spirit of teamwork, and appreciating 
simplicity and sincerity.

We respect the dignity of nature and of humanity, 
and we seek to promote harmony between the 
Creator, oneself, all other human beings, and the 
entire creation through the wise and prudent utiliza-
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We recogniz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ith respect to 
talents, character, capability, and background. We 
believe that full development of one’s potential 
signifies success.

We believe that education has broader goals than 
merely exploring knowledge and improving technol-
ogy. Education is also a process of building charac-
ter and searching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one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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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is founded on the spirit of Christian love for the world. 
With faith, hope and love, we endeavor to promote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aiming at the pursuit and advancement of genuine knowledge in order to 
maintain our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us, to serve humankind.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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