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仁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單獨招生僑生
(含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簡章
大仁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單獨招生僑生
(含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申請入學重要日程表
一、秋季班 Fall Semester (2018/09 月入學)
工作項目

日期

備註

公告招生簡章

2017年10月01日

免費下載電子簡章

申請日期

公告招生簡章日期起至2017年12月29日

請檢齊報名應繳資料以航空
掛號寄至本校(郵戳為憑)

僑生(含港澳生)資格認定 2018年01月01日~2017年01月31日

由本校造冊函送相關單位審
核僑生(港澳生)資格

公告錄取名單

2018年02月05日

公告於本校網頁並以電話及
e-mail通知

線上報到

2018年02月23日前

以網路進行報到手續

開課日期

2018年09月

另行通知

網路報名網址及 QR CODE
https://goo.gl/forms/HOheZw2JiL0O1uPX2

106.10.06 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107 學年度開放招收僑生(含港澳生)之招生系所
學位

系所

學士班

藥學暨健康學院（College Of Pharmacy & Health Care）
藥學系(五年)

◎

食品科技系

◎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

護理系

◎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

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College of Smart Living and Management）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

休閒暨餐旅學院（College of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休閒運動管理系

◎

餐旅管理系

◎

觀光事業系

◎

時尚美容應用系

◎

人文暨社會學院（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

幼兒保育系

◎

社會工作系

◎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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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仁科技大學 107 年度單獨招生僑生
(含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簡章
壹、申請注意事項
(一)、一般說明
1.

開班依據
依據(一)教育部 103 年 12 月 17 日臺教文(五)字第 1030179822E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之僑生回國就
學及輔導辦法；(二)102 年 08 月 23 日臺教文（五）字第 1020125890A 號令修正發布之僑生回國就學
及輔導辦法；(三)105 年 11 月 02 日教育部臺教文(二)字第 1050149121 號函修正後核定之大仁科技
大學招生僑生回國就學單獨招生規定及大仁科技大學招生港澳學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規定。
2. 招生目的
提供僑民子弟母國教育，有利其回國銜接教育，並促進本國生在少子化造成招生缺額效應之改善
策略更為完竣，以期未來能提供僑民子弟有更多元化受教途徑及機會。

(二)、申請資格
1.

身分資格：
(1).僑生：
A. 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 6 年以上，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
長期居留證件之華裔學生。並以當年度自海外回中華民國者為限【不含已在臺
就讀不含已在臺就讀高中、國內大學一年級肄業及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
部（以下簡稱臺師大僑先部）結業之僑生。】
B. 前款所稱「海外」
，指大陸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謂「連續居
留」係指「每曆年（01 月 01 日至 12 月 31 日）在國內停留期間不得逾 120 日，
否則視為僑居中斷。
C. 申請人如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以連續僑居中斷論；其在國內停留期間不併
入海外居留期間計算（也就是海外連續居留時間須往前推算）
。請於報名時檢附
證明文件一併繳交，以利審核。
(A).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
定之技術訓練專班。
(B).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研習班或函介之國語文研習課程，或參加經僑務
主管機關認定屬政府機關舉辦之活動，其研習或活動期間合計未 滿二年。
(C).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D).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E).回國接受兵役徵召及服役。
(F).因戰亂、天災或大規模傳染病，致無法返回僑居地，且在國內停留未滿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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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因其他不可歸責於僑生之事由，致無法返回僑居地，有證明文件，且在國
內停留未滿一年，並以一次為限。
(H).因前項第六款、第七款事由在國內停留者，其跨年連續在國內停留不得滿
一年，合計不得逾二次。
D. 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留證件，以公民權、其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
分認定之。
E. 僑生身分認定，由中華民國僑務主管機關為之。
(2).港澳生：
A. 具有香港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或香港護照以外之旅
行證照者。具有澳門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持有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或雖持
葡萄牙護照但係於葡萄牙結束治理前於澳門取得者。
B. 最近連續居留港澳或海外 6 年以上。但計算至西元 2017 年 08 月 31 日始符合本
簡章所定連續居留年限規定者，亦得申請，惟須簽具切結書，經本校就報名截
止日至西元 2017 年 08 月 31 日之港澳或海外居留期間加以查察，如未符合連續
居留年限規定者，將撤銷錄取分發資格。
C. 前款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謂「連續
居留」係指每曆年(01 月 01 日至 12 月 31 日) 來臺停留時間不得逾 120 日。
D. 申請人如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者，其在臺停留期間不併
入港澳或海外居留期間計算（也就是港澳或海外連續居留時間須往前推算）。
未附證明文件併同申請表繳交者，逕以在港澳或海外居留中斷認定。
(A).在臺灣地區接受兵役徵召服役。
(B).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 2 年。
(C).參加臺灣地區大專校院附設華語文教學機構之研習課程，其研習期間合計
未滿 2 年。
(D).懷胎 7 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後未滿 2 個月。
(E).罹患疾病而強制其出境有生命危險之虞。
(F).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在臺灣地區患重病或受重傷而住院或死亡。
(G).遭遇天災或其他不可避免之事變。
(H).就讀中華民國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中央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認定之技術訓練專班，其訓練期間合計未滿 2 年。
(I).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 2 年。
(J).因(D)至(G)情形之一在臺停留者，其跨年連續在臺停留不得滿 1 年，合計
不得逾 2 次。
E. 港澳生身分應經中華民國教育部審查認定。
學歷資格：
(1). 在當地華文中學、外文中學畢業或相當於中華民國高級中學畢業取得畢業證書〈以
同等學力資格申請者須附修業證明書〉，且經中華民國駐外館處、僑務委員會海外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查證屬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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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註：相當於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肄業並具下列資格
之一者，得以同等學力資格申請：
A. 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 2 年以上。
B. 修滿規定修業年限最後１年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１年以上。
C. 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
D. 上述休學或離校年數之計算，自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所附具歷年成績單所
載最後修滿之截止日期，起算至報考當年度註冊截止日為止。
(2). 同等學力資格之認定應依中華民國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之規定辦
理。
(3). 畢業年級相當於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二年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類學校畢
業生得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但入學本校後將增加其畢業應修學分 12 學分。
注意事項：
(1). 曾在中華民國大專院校（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以下簡稱臺師大僑先部）
註冊在學、休學、非因故自願退學（如勒令退學）及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有案者不得
重行申請。惟分發在臺期間因故自願退學返回僑居地且在臺停留未滿 1 年者，得予
重行申請，以一次為限。
(2). 當學年度已經由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錄取者，不得申請。
(3). 若同時符合外國學生及僑生或港澳生身分資格者，請擇一身分申請，一旦提出申請
後不得變更身分。
(4). 所繳證明文件有偽造、冒用或變造等情事者，撤銷其錄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撤
銷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畢業後始發現者，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追
繳或註銷其學位證書。

(三)、申請程序
步驟一

請先確認您的身分符合僑生或港澳生申請資格，再確認欲申請就讀系所及入學時間
之申請截止期限。

步驟二

請填妥入學申請表、並準備所需文件

步驟三

申請文件請於截止日前以掛號郵寄或親自送至以下地址(海外地區建議使用DHL或
FedEx等快遞服務)。（請將報名信封封面，黏貼於申請郵件上）
大仁科技大學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台灣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20號
親自繳交受理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AM - 05:00PM

步驟四

當申請表件收到時，我們會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

(四)、申請應繳交資料
1.
2.

入學申請表(如附表一)。
學歷〈力〉證明及成績單(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加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1). 畢業生：提供畢業證書、中學最後三年之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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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屆畢業生：提供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書、中學最後兩年之成績單。
(3). 中五畢業生：提供畢業證書、中學最後兩年之成績單。
(4). 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者：提供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中學歷年成績單。
註、以上文件需經駐外館處驗證或由僑務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核驗。
3.

4.

5.
6.

身分證明文件
(1). 僑生：僑居地永久或長期留證件(如僑居地身分證或護照、中國民國護照暨僑居身分加簽)。
(2). 港澳生：
A. 港澳護照或永久居留資格證件。
B. 在境外連續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
(3). 港澳生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A. 港澳護照或永久居留資格證件。
B. 在港澳或海外連續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
切結書、報名資格確認書
(1). 僑生：
A. 身分及學歷資格切結書。(附件4)
(2). 港澳生：
A. 身分及學歷資格切結書。(附件4)
B. 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報名資格確認書。(附件5)
(3).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A. 身分及學歷資格切結書。(附件4)
B.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未曾在臺設有戶籍切結書。(附件5)
C. 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報名資格確認書。(附件6)
自傳。
其他：證照、得獎證明、作品集或其他有利文件等資料。

上述(1)至(6)所有表件於報名時均一次繳交齊全，凡逾期報名或所附證件不齊全者，一律不予受理，
亦不得申請補繳。

(五)、錄取
1.
2.

3.

4.

經本校港澳生及僑生入學招生委員會通過，達錄取最低標準者，依總成績高低順序錄取。
本校港澳生及僑生入學招生委員會決定最低錄取標準後，依招生名額錄取正取生、並得列備取生；
若成績未達最低錄取標準時，得不足額錄取。總成績若未達該班最低錄取標準者，雖有缺額亦不
予錄取。正取生報到後，遇缺額得於招生簡章規定期限前，以備取生遞補到原核定招生名額數為
止。
如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管道未分發完之名額，經本校港澳生及僑生入學招生委員會決議後得流用
至各系別〈學位學程〉。本校於當學年度核定招生總名額內，如有本國學生未招足之情形者，得
以僑生、港澳生名額補足。
考生對考試結果認為有損及其權益時，可向本校港澳生及僑生入學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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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修業期限
學士班：04至06年

(七)、放榜
1.

2.

本校港澳生及僑生入學招生錄取名單，於2018年02月05日下午14:00在本校國際處網頁
(http://a18.tajen.edu.tw/bin/home.php)，公告錄取名單及備取排序，另以書面錄取及報到通知單寄
發錄取生。
實際時間，若因僑生或港澳生身分認定之相關權責主管機關回覆時間而有所不同，將提前另行公
告於本招生入學專區(http://a18.tajen.edu.tw/bin/home.php)，考生應自行注意放榜訊息，不得以未
接獲成績通知單或錄取通知單等理由，要求保留錄取資格或辦理報到。

(八).報到及註冊入學
1.
2.
3.

正取生應於 2018 年 02 月 05 日前依錄取通知規定，先行將上網進行報到，逾期未報到者，以自
動放棄錄取資格論，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報到，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已報到者，須於規定期限內繳交學位證書正本，否則亦以自動放棄錄取資格論，不得異議。
完成報到手續，並經中華民國僑務主管機關認定符合僑生身分，或經由中華民國教育部審查認定
符合港澳學生身分之錄取生，本校預定約於 2018 年 02 月 05 日陸續寄發「入學許可」〈實際寄
發時間，將因僑生或港澳生身分認定之相關權責主管機關回覆時間而有所不同〉，請收到後依規
定時間與通知來臺到校辦理註冊。

(九).學雜費
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如下表)作參考，每年均會調整。(每一學年分二學期)
大學部收費標準(所有金額以新台幣計算)
院別

科系

學費

藥學系(五年)
藥學暨
健康管理學院

雜費
(含學生平安保險及電腦實習費)

合計

$37,913

$16,830

54,743

$37,913

$13,800

51,713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37,913

$16,830

54,74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36,108

$13,210

49,318

$36,108

$13,210

49,318

$36,108

$13,210

49,318

護理系
食品科技系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智慧生活暨
管理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系
休閒暨
餐旅學院

餐旅管理系
觀光事業系
時尚美容應用系

人文暨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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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院

幼兒保育系

$36,108

社會工作系

$13,800

49,908

(十).住宿與生活費
優先保留僑外生住宿權。住宿香奈爾宿舍 4 人雅房免住宿費。若選擇住宿第一宿舍，則依房型而
定，詳細宿舍設備及費用詳如下表。
宿舍別

一學年住宿費

上學期

下學期

第一宿舍 A 級
(2 人套房:7.41 坪)

44,000

23,000

21,000

第一宿舍 B 級
(4 人套房:10.58 坪)

25,000

13,500

11,500

第一宿舍 C 級
(4 人套房:7.41 坪)

21,000

11,500

9,500

香奈爾宿舍
(4 人雅房:4.2 坪)

免費

免費

免費

住宿設備
1.房間有衛浴設備、冷氣、衣櫥、書桌、
座椅、床舖（不含床墊），A、B 級有冰
箱。
2.二樓設有交誼廳、電視、書報雜誌，
二樓設有服務台。 3.每二層及設有投幣
式洗衣機、脫水機、烘乾機。
1.房間有冷氣、衣櫥、書桌、座椅、床
舖（不含床墊）。
2.二樓設服務台、書報雜誌、冰箱。
3.衛浴設備位於每個樓層兩側。
4.設有投幣式洗衣機、脫水機、烘乾機。

(十一).其他注意事項
1.

所繳之各種文件資料，無論錄取與否一概不予退還。

2.

報名表件請仔細核對，一經寄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申請資料等情事。

3.

所繳文件經查核後如發現考生報考資格不符規定、備審資料所繳證件及資料有假借、冒用、偽造、
變造或考試舞弊等情事，在錄取後註冊入學前查覺者，取銷其錄取資格；註冊入學後查覺者，即撤
銷學籍，且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畢業後查覺者，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撤
銷其畢業資格，且移送司法單位審理並負擔相關法律責任。

4.

如有其他特殊狀況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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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招生系所規定事項
1.
2.
3.

本校目前有4個學院，計有15個學士班，均開放招收僑生及港澳生。
有關課程相關問題，請逕洽各系所，本校總機電話號碼：＋886-8-7624002。
招生名額
學士班
院別

科系

名額

藥學系(五年)
護理系
藥學暨健康學院

食品科技系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休閒運動管理系

休閒暨餐旅學院

餐旅管理系
觀光事業系
時尚美容應用系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人文暨社會學院

幼兒保育系
社會工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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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名

4. 各系所規定應另繳交資料說明如下；
藥學暨健康學院（College Of Pharmacy & Health Care）
藥學系（Department of Pharmacy）
學位

應另繳交資料

學士班

1.大仁科技大學僑生(含港澳生)留學計劃書、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Website: http://u01.tajen.edu.tw/bin/home.php?Lang=zh-tw
Phone:+886-08-7624002#3011
E-mail: pharmacy@tajen.edu.tw
護理系（Department of Nursing）
學位

應另繳交資料

學士班

1.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留學計劃書、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Website: http://u05.tajen.edu.tw/bin/home.php?Lang=zh-tw
Phone:+886-08-7624002#3061
E-mail: nursing@tajen.edu.tw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Pet Grooming）
學位

應另繳交資料

學士班

1.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留學計劃書、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Website: http://u07.tajen.edu.tw/bin/home.php
Phone:+886-08-7624002#3031
E-mail:pet3050@tajen.edu.tw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Fire Safety）
學位

應另繳交資料

學士班

1.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留學計劃書、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Website: http://u04.tajen.edu.tw/bin/home.php
Phone:+886-08-7624002#3042
E-mail: mtjeng@tajen.edu.tw
食品科技系（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
學位

應另繳交資料

學士班

1.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留學計劃書、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Website: http://u03.tajen.edu.tw/bin/home.php
Phone:+886-08-7624002#3021
E-mail:food@taje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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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ygiene）
學位

應另繳交資料

學士班

1.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留學計劃書、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Website: http://u02.tajen.edu.tw/bin/home.php?Lang=zh-tw
Phone:+886-08-7624002#3041
E-mail: sh@tajen.edu.tw
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College of Smart Living and Management）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學位

應另繳交資料

學士班

1.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留學計劃書、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Website: http://i04.tajen.edu.tw/bin/home.php?Lang=zh-tw
Phone:+886-08-7624002#3501
E-mail: csed@tajen.edu.tw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Department of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學位

應另繳交資料

學士班

1.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留學計劃書、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Website: http://i05.tajen.edu.tw/bin/home.php?Lang=zh-tw
Phone:+886-08-7624002#3301
E-mail:hsiping@taje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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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暨餐旅學院（College of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休閒運動管理系（Department of Leisure & Sports Management）
學位

應另繳交資料

學士班

1.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留學計劃書、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Website: http://q01.tajen.edu.tw/bin/home.php?Lang=zh-tw
Phone:+886-08-7624002#3612
E-mail: duku@tajen.edu.tw

餐旅管理系（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學位

應另繳交資料

學士班

1.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留學計劃書、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Website: http://q04.tajen.edu.tw/bin/home.php?Lang=zh-tw
Phone:+886-08-7624002#3801
E-mail: fbm@tajen.edu.tw
觀光事業系（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學位

應另繳交資料

學士班

1.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留學計劃書、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Website: http://q02.tajen.edu.tw/bin/home.php?Lang=zh-tw
Phone:+886-08-7624002#3701
E-mail: yi@tajen.edu.tw
時尚美容應用系（Department of Fashion & Beauty）
學士班

1.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留學計劃書、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Website: http://q03.tajen.edu.tw/bin/home.php?Lang=zh-tw
Phone:+886-08-7624002#3721
E-mail: kuo585888@taje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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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暨社會學院（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Japanese）
學位

應另繳交資料

學士班

1.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留學計劃書、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Website: http://r01.tajen.edu.tw/bin/home.php?Lang=zh-tw
Phone:+886-08-7624002#4301
E-mail: afl@tajen.edu.tw
幼兒保育系（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 Education）
學位

應另繳交資料

學士班

1.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留學計劃書、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Website: http://r02.tajen.edu.tw/bin/home.php?Lang=zh-tw
Phone:+886-08-7624002#4101
E-mail: kids@tajen.edu.tw
社會工作系（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學位

應另繳交資料

學士班

1.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留學計劃書、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Website: http://r03.tajen.edu.tw/bin/home.php?Lang=zh-tw
Phone:+886-08-7624002#4201
E-mail:sw@taje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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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繳交資料紀錄表
申請系所
修讀學位

□學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連絡電話(手機)

E-MAIL

應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表時請自行勾選下列已繳交項目)
註記()

項目

數量

繳交資料記錄表 (附表1)

1

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申請入學申請表 (附表 2)

1

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留學計劃書 (附表 3)
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身份及學歷資格切結書 (附表 4)

1

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
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報名資格確認書 (附表5)

1

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未曾在臺設有戶籍切結書(附表 6)

1

學歷證明文件(須經駐外使館或僑務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核驗)

1

成績單

1

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影本：僑居地身分證影印本或護照影印本或中
華民國護照及僑居身分加簽影印本。(如為港澳生則改繳：港澳護照或永久
居留資格證件，以及在港澳或海外連續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

1
依各系
規定

各系所規定應繳交資料
※ 所有申請文件一律不退還，請自行保留備份。
註：以下請以不同身分繳交不同文件
1. 僑生：
A. 身份及學歷資格切結書。(附表4)
2. 港澳生：
A. 身份及學歷資格切結書。(附表4)
B. 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報名資格確認書。(附表5)
3.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A. 身份及學歷資格切結書。(附表4)
B. 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報名資格確認書。(附表5)
C.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未曾在臺設有戶籍切結書。(附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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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
(含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申請入學申請表
TAJEN UNIVERSITY APPLICATION FOR OVERSEA CHINESE ADMISSION
最近二吋相片

中華民國臺灣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20號

Attach recent

No.20, Weishin Rd. Yanpu Township Pingtung 907, Taiwan, R.O.C.

photograph

http://www.tajen.edu.tw

here (about 1”
x2”)

申請人須以中文正楷詳細逐項填寫

TO THE APPLICANT：Read carefully and complete in printed Chinese.

……………………………………………………………………………………………………………
姓名
（中文）
Full name（In Chinese）

（英文）
（In English）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性別
Sex

國籍
Nationality

居住地身份字號
ID Number

(First)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Middle)

(Month)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address

/

(Last)
(Day)

住址
Home address

聯絡電話
Telephone

在華通訊處
Mailing address in Taiwan

聯絡電話
Telephone

監護人姓名
Name of legal guardian

/

(Year)

監護人聯絡電話
Telephone

監護人住址
Address of legal guardian

……………………………………………………………………………………………………………
擬申請就讀之系（所）組及預定何時入學？
In which department or graduate institute do you expect to study at this university, and when?
敘明在台期間各項費用來源。
State your plans for financing your education in Taiwan, ROC.
曾研究中文幾年?
How long have you studied Chinese?
受何人指導（講授）?
Under whose guidance ?

……………………………………………………………………………………………………………
中國語文程度 Chinese proficiency level：
聽Listening
□優Excellent
說Speaking
□優Excellent
讀Reading
□優Excellent
寫Writing
□優Excellent

□佳Good
□佳Good
□佳Good
□佳Good

□尚可Average
□尚可Average
□尚可Average
□尚可Average

□差Poor
□差Poor
□差Poor
□差Po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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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學歷Applicant’s previou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學程degree
資料data
學校名稱
Name of school

中等學校
Secondary school

碩士班

學院或大學
College or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MA Program)

學校所在地
City and country
學位
Degree granted
畢業日期
Year of Graduation
主修 Major
副修 Minor
出版日期Date

著作Publications
經歷Previous employment(s)

…………………………………………………………………………………………………………………
健康情形Health condition

□佳(good)

□尚可(average)

□差(poor)

如有疾病或缺陷請敘明之。 If you have any health problem or defect, please describe it.

…………………………………………………………………………………………………………………
以上資料確由本人填寫，並經詳細檢查，保證正確無誤。
I have reviewed carefully the above information and hereby guarantee its correctness.
申請人簽名Applicant’s signature

日期Date

…………………………………………………………………………………………………………………

本校審查意見（申請人勿填）Opinion of Reviewers.（Office use only.）
國
際
處
初 審 意 見
系

□通 過

理由：

□不通過

理由：

經

月

所

審 查 意 見

年

日第

次系(所)務會議決議

國際長核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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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主管簽章：

附表3

大仁科技大學單獨招生僑生(含港澳生)留學計劃書
Tajen University Oversea Chinese Student’s Study Plan

申請人
Name of Applicant

日期
Date

申請系所
Department Applied

擬修讀學位
Degree to be pursued

請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約三百字，敘述個人背景、求學動機、求學期間之讀書計畫等，以及完成學業後之規劃。
Please use following space to write a statement of about 300 words in Chinese or English, describing
your background, motivation and study plan at TIT, as well as career plan after finishing you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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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大仁科技大學107學年度單獨招收僑生
（含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學士班
身份及學歷資格切結書
本人

（請填寫中文姓名）已詳讀簡章規定，本人身份資格及學歷資格均

符合相關規定，茲提供相關身份證明及學歷證件作為審查，且本人所上傳報名及審查
資料，內容皆屬實，經審查後如有以下情形，本人同意至2018年8月31日止應遵守相關
資格規定，否則由貴校撤銷錄取資格。
1.僑生申請時未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二條有關「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
年以上」及第三條所定連續居留海外期間之規定。
2.港澳生申請時未符合「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第二條有關「最近連續居留境外
六年以上」及第三條所定連續居留境外期間之規定。

除上述身份資格外，本人所提學歷審查資料亦皆符合簡章學歷資格，驗證時亦必提具
與報考學歷相符並經相關單位核驗之文件備查。
此致
大仁科技大學

立切結書人：

（請務必親自簽名）

身分證號或護照號碼：
國別或地區別：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日

期：西元2017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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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大仁科技大學大學107學年度單獨招收僑生
（含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學士班
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報名資格確認書
本人
（請填寫中文姓名）為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於西元 2018 年赴臺就學。本人
確認報名時符合下列各項勾選情況（請就以下問項逐一勾選）：
一、是否具有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證件：
□是；本人具有
（請填寫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否；本人無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二、以簡章報名截止日往前推算，本人符合下列最近連續居留境外註之年限規定：
註：所稱境外，指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至「連續居留」係指每曆年（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來臺停留時
間不得逾 120 日。

□最近連續居留境外 8 年以上。
□最近連續居留境外已滿 6 年但未滿 8 年。
□最近連續居留境外未滿 6 年。
□計算至西元 2018 年 08 月 31 日止始符合最近連續居留境外滿 6 年或 8 年。
三、承上，最近連續居留境外期間曾否來臺停留逾 120 日？
□是；本人另檢附
證明文件。
□否。
四、是否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或葡萄牙護照或香港、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
□是；本人具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是；本人具有葡萄牙護照，且首次取得葡萄牙護照日期為：
□1999 年 12 月 19 日(含)前取得（錄取後需檢附澳門特區政府身份證明局開立之「個人資
料證明書」始得申辦赴臺就學簽證）。
□1999 年 12 月 19 日後取得，並同意於錄取分發後之身份資格應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第四條規定。
□是；本人具有
（請填寫國家）護照或旅行證照，並同意於錄取分發後之身
份資格應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規定。
□否；本人無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或葡萄牙護照或香港、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
本人確認前述填報之各項資料均屬實，如有誤報不實致報名資格不符情事，其責任自負，絕無異議。
立聲明書人：
（請務必親自簽名）
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字號：
住址：
電話：
日期：西元 2017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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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大仁科技大學107學年度單獨招收僑生
（含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學士班申請入學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未曾在臺設有戶籍切結書
本人

（請填寫中文姓名）具有

格，兼具

（請填寫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

（請填寫所持外國國籍之國別）國籍，申請於西元 2018

年來臺就學，已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 23 條之 1 規定：
「具外國國籍，
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連續居留香港、澳門或海
外 6 年以上之華裔學生申請入學大學校院，於相關法律修正施行前，其就學及輔導得
準用本辦法規定。但就讀大學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者，其連續居留年限為 8 年以上。」，
並經本人確認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請准予先行報名，如經查證未符合前項「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 23 條之 1 規定，
本人自願放棄就學資格，絕無異議。
此致
大仁科技大學
立切結書人：

（請務必親自簽名）

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日

期：西元 2017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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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FROM：
中文姓名(Full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Full Name in English)
居住地地址(Address)

TO：大仁科技大學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國際合作中心

收

90741 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 20 號 中華民國 臺灣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 Tajen University
No.20, Weixin Rd., Yanpu Township,
Pingtung County 90741, Taiwan(R.O.C.)

僑生(含港澳生)申請入學資料
請將本表貼於報名信封袋上，以掛號郵寄。(海外地區建議使用 DHL 或 FedEX 等快遞服務)
申請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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