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
香港副學士(或高級文憑)學生來臺升讀技術校院二年制學士班
適用簡章
（西元 2021 年秋季入學適用）
壹、 申請資格
一． 本簡章係為招收香港學生來臺升讀技術校院二年制學士班（簡稱「港二技」）
。凡在香港取得全日
制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或高級文憑（Higher Diploma）者，在臺修業期滿（以二年為
原則）並經考核成績及格者，由就讀學校授予學位，發給學士學位證書。
註：具上述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者，得另依海外聯招會香港學生來臺就讀大學校院學士班適用
簡章規定申請來臺就學，並以分發就讀學士班一年級及臺師大僑先部為限。惟入學後，得依
就讀大學之學則規定申請抵免學分及提高編級。
二． 本簡章係依據「香港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辦法」第 7 條訂定之。凡符合下列資格者，得依本簡章之
規定向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九龍辦公室（海華服務基金）（以下簡稱海華服務基金）申請來臺升
學，由海外聯招會依據申請人所填校系志願，將申請表件分轉各校進行審查，並經教育部國際
及兩岸教育司審查符合資格後，按各校系招生名額、各校審查結果及申請人選填志願序辦理統
一分發。
(一) 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第四條規定：「本條例所稱香港居民，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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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例所稱澳門居民，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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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葡萄牙護照但係於葡萄
牙結束治理前於澳門取得者。」
申請時尚未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第四條「未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或香港護照以
外之旅行證照者，或未持有澳門護照以外之旅行證照或雖持有葡萄牙護照但係於葡萄牙結
束治理前於澳門取得者」，須填具切結書，始准予報名，惟錄取分發後，其身分仍未符合前
項「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第四條規定，不得來臺入學。
註：不符合上述規定，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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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
裔學生）」
，得另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 23-1 條及本簡章之規定向海華服務基
金申請來臺升學。本條所稱海外，指大陸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二) 具有香港永久居留資格證件者，且最近連續居留境外（指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6 年
以上之香港居民得申請來臺升學。
(三) 最近連續居留期間之計算，係以本簡章申請時間截止日為計算基準日往前回溯推算 6 年（西
元 2015 年 3 月 21 日至西元 2021 年 3 月 20 日）。但計算至西元 2021 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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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教育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就報名截止日至西元 2021 年 8 月 31 日之實際居留情形予以審查，如未符合連續居留年限規
定者，將撤銷錄取分發資格。
註一： 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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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連續居留採計期間之起迄年度非屬完整曆年者，以各該年度之採計期間內，在臺
停留期間逾 120 日予以認定。
註二： 香港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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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居留期間計算（也就是境外連續居留時間須往前推算）。未附證明文件併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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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繳交者，逕以在境外居留中斷認定。
1、在臺灣地區接受兵役徵召服役；
2、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 2 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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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懷胎 7 個月以上或生產、流產後未滿 2 個月；
5、罹患疾病而強制其出境有生命危險之虞；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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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遭遇天災或其他不可避免之事變。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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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訓練期間合計未滿二年。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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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因其他不可歸責之事由。
註三：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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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就讀僑務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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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參加僑務委員會主辦或其認定屬政府機關舉辦之活動，或就讀主管機關核准境外招
生之華語教育機構開設之華語文研習課程，其活動或研習期間合計未滿 2 年。
3、 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 2 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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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回國接受兵役徵召及服役。
6、 因戰亂、天災或大規模傳染病，致無法返回僑居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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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前經獲准分發學校學生，因事未能來臺，又未向原分發學校辦妥保留入學資格者，如本年
擬來臺升學，必須重新辦理申請手續。
(五) 曾經分發並註冊在學、休學及申請保留入學資格有案者不得重行（新）申請。
(六) 香港居民經依「香港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辦法」第 7 條規定在臺就學後，因故自願退學，且在
臺居留未滿一年者，得重新申請來臺就學，以一次為限，並請於報名時檢附證明文件併同
申請表繳交。但經入學學校以操行不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不得再申
請入學，亦不得轉學進入其他學校就讀。
(七)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經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 23-1 條規定在臺就學後，
在臺停留未滿一年，因故退學或喪失學籍返回僑居地者，得重新申請來臺就學，以一次為限，
並請於報名時檢附證明文件併同申請表繳交。但經入學學校以學業或操行成績不及格、違反
校規情節嚴重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依學生獎懲規定致遭退學或喪失學籍者，不得重新
申請來臺就學。
(八) 當學年度業經臺灣各大學校院申請單獨招收僑生或港澳生管道第 1 階段（於西元 2021 年 2
月 28 日前放榜）錄取者，不得再經由海外聯招管道分發。
三． 在當地取得全日制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或高級文憑（Higher Diploma）
，且上述課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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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香港資歷架構第四級者，學歷證件亦符合「香港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辦法」、「香港澳門學歷
檢覈及採認辦法」或「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規定，經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驗證屬實，始
具備申請資格。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依本簡章之規定申請來臺升學，違反規定者，不予
分發入學；已入學者，應令退學並撤銷學籍。
(一) 曾在臺就讀大專院校（含臺師大僑先部）之肄（畢）業生，在臺居留超過一年者。
(二) 持偽造或冒用、變造證明文件或護照者。
(三) 香港居民分發錄取後身分不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第 4 條規定者。
(四)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分發錄取後身分不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 23-1 條
規定者。
貳、 申請方式
一． 申請時間：上網填報時間自西元 2021 年 2 月 8 日上午 9 時起至 3 月 20 日下午 5 時止。收件時
間自西元 2021 年 3 月 8 日至 3 月 20 日止。凡逾時報名或所附證件不齊全者，一律
不予受理，亦不得申請延繳。
二． 申請地點：海華服務基金（香港九龍尖沙咀彌敦道 101 號海防大廈 701-3 室，收件時間：逢星期
一至星期六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電話：23323361-4）
三． 報名費用：港幣 500 元。一經報名不予退費。
四． 繳交表件：請先至海外聯招會網站（網址：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from/hong

kong）登錄個人基本資料並選填志願後，列印各項申請表格並備妥以下文件至海華服
務基金提出申請，始完成報名程序。
(一) 申請表一式 4 份（請先至海外聯招會網站登錄報名資料後列印申請表 4 份，另須準備身分證
正面影本 4 份，無須黏貼。影本須清晰易辨，每份申請表各貼 2 吋彩色正面半身脫帽近照並
簽名。）
註一：身分證如因遺失或換領香港成人身分證，僅能提供「申請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收據」
者，應一併繳附已具有香港永久居留資格證明(如香港出世紙、香港特區護照或更換
前之兒童永久性居民身分證之影本)，否則將不予受理。
註二：在大陸地區出生者，另須檢附「港澳居民來往內地通行證」（俗稱回鄉證）之個人資
料頁影本。
(二) 學歷證件：
1、 全日制副學士學位證書（Associate Degree）或高級文憑證書（Higher Diploma）影本 1
份，且上述課程已通過香港資歷架構第四級。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本學期
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但至遲必須在入學前（西元 2021 年 9 月間）取得正式學歷
證書供分發學校審查。倘因學校行政作業致無法於入學時取得正式學歷證書者，可先
繳交畢業學校開具並經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驗證之畢業證明書，惟嗣後仍須繳交正式
學歷證書，否則將視為報名資格不符，已經分發者撤銷入學資格。
2、 歷年成績單 1 份（如應屆當學期成績尚未取得，免附該學期成績單。）
3、 就讀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或高級文憑（Higher Diploma）課程已通過香港資
歷架構第四級之證明文件。（可至資歷名冊網站（網址：http://www.hkqr.gov.hk/）查詢
並下載就讀課程之資歷記錄詳情，或經香港當地政府權責機關、專業評鑑團體認可評審
通過之證明文件）。
以上 1 至 2 項學歷證件應先經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驗證（須繳驗正本，驗畢後退還），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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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以外之語文製作者，應加附經驗證之中文譯本。
(三) 切結書。（限切結「計算至西元 2021 年 8 月 31 日始符合本簡章所定連續居留年限者」、錄
取分發後之身分應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第 4 條或「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 23-1
條規定者繳交）
(四) 志願校系審查資料（採網路上傳方式繳交。申請人須於西元 2021 年 3 月 20 日（星期六）臺
灣時間下午 5 時前至系統上傳並提交志願校系審查資料，系統將產生「志願校系審查資料上
傳確認頁」，並以電子郵件寄發供申請人留存參考。未完成線上提交者，一律不予分發。各
系

所

招

生

規

定

及

應

繳

資

料

請

至

海

外

聯

招

會

網

站

（https://student.overseas.ncnu.edu.tw/quota/two-year.html）查閱「2021 年香港學生來臺升讀技
術校院二年制學士班校系分則及招生名額一覽表」
。）
上述所繳表件於報名時均須繳交齊全。非屬規定必要文件無需繳交。由申請人填寫之表件，一
律請以正體字填寫。各項影印證件須連同正本經海華服務基金核驗後，始具效力。所繳表件一
律不予退還，至於正式證件，仍須於抵臺入學時檢陳學校審查。凡證件不齊全、填寫不詳盡、
或影印本不清晰、或未經海華服務基金查核簽章或有違反本簡章規定者，逕依規定處理，不再
通知補正，並以申請資格不符不予分發，申請人事後亦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補繳或追認。所繳
各項證件有偽造、冒用或變造等情事，則撤銷錄取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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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校撤銷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學位證書。
五．填寫申請表、選填志願及上傳「志願校系審查資料」注意事項：
(一) 申請人請先至海外聯招會網站（網址：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from/hongkong）
登錄個人基本資料並選填志願後，列印各項申請表格並備齊應繳交表件逕向海華服務基金
報名。
登錄個人基本資料時，其各項細目均須逐項輸入完整。輸入中、英文姓名及出生日期時，須
注意與永久性居民身分證、畢業證書所載一致。
(二) 各 校 系 招 生 規 定 及 應 繳 交 資 料 須 依 本 簡 章 附 錄 一 或 海 外 聯 招 會 網 站 （ 網 址 ：
https://student.overseas.ncnu.edu.tw/quota/two-year.html）查閱「2021 年香港學生來臺升讀技術
校院二年制學士班校系分則及招生名額一覽表」。申請人應依欲就讀校系意願由高至低依序
選填至多 5 個校系志願，選填超過 5 個志願者，逕依所選填前 5 序位志願作為申請志願，不
再另行通知。選填之志願如非「2021 年香港學生來臺升讀技術校院二年制學士班校系分則及
招生名額一覽表」所列校系，該志願不予採認，亦不另行通知。
(三) 身心障礙學生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類別及程度，先行了解並自行評
估各校系能否依不同需求類別及程度，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生活照輔措施，以作為選填志願
之參考，以免造成無法順利就學之困擾。
(四) 志願校系審查資料，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一律以網路上傳方式繳交。申請人須於西元 2021
年 3 月 20 日（星期六）臺灣時間下午 5 時前完成審查資料上傳作業並提交。網路上傳審查
資料注意事項如下：
1. 為避免網路壅塞，請儘早完成上傳作業。
2. 部分校系針對審查申請人資料另訂有審查費用繳交之規定（由學校收取）。未依規定時間
及方式完成繳費者，恐會影響審查結果，為避免自身權益受損，申請人務必詳閱志願校系
之分則規定，完成繳費。
3. 部分校系針對若干審查資料項目（例如：推薦函等）另訂以郵寄方式繳交者，申請人應依
其規定另行寄送至該志願校系。本會系統將自動產生郵寄信封封面，請申請人逕行將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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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黏貼於寄件資料外袋，並於志願校系訂定之期限前寄達。未於限期前寄達者，恐會影
響審查結果，為避免自身權益受損，申請人務必詳閱志願校系之分則規定。非屬郵寄繳交
之審查資料，一律於西元 2021 年 3 月 20 日（星期六）臺灣時間下午 5 時前以網路上傳方
式繳交。
4. 審查資料上傳須依志願校系要求之項目，分項製作成圖檔（jpg、png）
、文件檔（pdf）
、影
音檔（mp3、avi、mp4）等格式檔案後，再逐一上傳。每一志願校系所有審查資料項目之
上傳檔案總容量以 25MB 為限。若檔案大小超出系統上傳限制（25MB）
，可另依下列方式
辦理：
(1) 上傳至 YouTube：申請人可將影片作品上傳至 YouTube，並將影片隱私權設定為「非公
開」
，再提供影片網址至本會審查資料上傳系統。請留意上傳 YouTube 之影片資料於西
元 2021 年 9 月 15 日前切勿任意刪除或變更，以免影響自身權益。
(2) 上傳至網路硬碟空間：申請人可將檔案上傳至個人網路硬碟空間（例：dropbox、google
雲端硬碟等）
，並務必將檔案檢視或瀏覽權限設定為公開，使知道該連結網址者皆可檢
視上傳資料，再提供連結網址至本會審查資料上傳系統。若檔案上傳日期逾西元 2021
年 3 月 20 日（星期六）臺灣時間下午 5 時，或檔案權限未公開致志願校系無法順利檢
視或開啟檔案，恐會影響審查結果，本會及志願校系不再另行通知，相關責任由申請
人自負。請留意上傳至網路硬碟空間之資料於西元 2021 年 9 月 15 日前切勿任意刪除
或變更，以免影響自身權益。
5. 申請人須於西元 2021 年 3 月 20 日（星期六）臺灣時間下午 5 時前，完成志願校系審查資
料上傳作業並於本會系統確實按下「確認上傳資料並提交」按鍵，系統會自動產生「志願
校系審查資料上傳確認頁」並以電子郵件寄發供申請人留存參考，始完成審查資料提交程
序。逾前開上傳截止日，系統即關閉審查資料上傳功能。未符合前開提交程序者，一律不
予分發，申請人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補繳或追認。
6. 上傳之審查資料於按下「確認上傳資料並提交」按鍵前皆可重複上傳或刪改。亦即申請人
若欲修改資料內容時，可將修改後之檔案重新上傳。惟若審查資料一經按下「確認上傳資
料並提交」按鍵後，一律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修改，請申請人務必審慎檢視上傳檔案之項
目、內容及數量無誤後再行確認並提交。
7. 上傳之內容需為申請人原創，且無抄襲、剽竊、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及變造、偽造、假
借、與事實不符等情事。日後經查若有涉及違反著作權或其他法律規範，申請人應負完
全法律責任，本會並將撤銷錄取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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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校撤銷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學位證書。
8. 申請人嗣後如對審查資料上傳相關事項提出疑義申請時，應提交「志願校系審查資料上傳
確認頁」
（含本會寄發之電子郵件）
，並確認各項上傳至 YouTube 或網路硬碟空間之檔案連
結能順利檢視或瀏覽。未提交前開確認頁（含本會寄發之電子郵件）或上傳檔案連結失效
或無法公開檢視瀏覽者，一律不予受理。
(五) 申請表內所填各項，如有隱瞞不實，或有違反本簡章規定者，不予分發入學；已入學者，
撤銷其學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畢業後始發現者，由學校撤銷畢業資格，並追
繳或註銷學位證書。
(六) 申請人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請參閱本簡章附錄二「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報名學生個人
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
。
參、 分發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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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外聯招會依據申請人所填校系志願及上傳之審查資料分轉至各校進行審查，按教育部核定各
校系招生名額、各校審查結果及申請人選填志願序進行統一分發。各校系得不足額錄取。身分
資格不符本簡章規定及未通過志願學校審核者不予分發。
二． 其他未盡事宜依「香港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辦法」、「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 110 學年度成績採計與
分發作業細則」暨「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 110 學年度常務委員會議」決議辦理。
肆、 公告錄取
一． 海外聯招會約於 5 月中下旬公告錄取名單，請至海外聯招會網頁(https://cmn-hant.overseas.
ncnu.edu.tw/)查榜。
二． 申請學生經錄取分發者，由海外聯招會製發「分發通知書」送請海華服務基金轉發。學生請持
憑身分證及報名收據領取「分發通知書」
。如「分發通知書」遺失者，於 8 月底前逕洽詢海外聯
招會辦理補發。
（地址：臺灣 54561 南投縣埔里鎮大學路 1 號；電話：886-49-2910900；傳真：
886-49-2911182）
三． 如對本項招生作業有疑義者，應於西元 2021 年 9 月 15 日前以書面敘明具體事由並檢具佐證資
料送達本聯招會，由本會依簡章及相關規定處理，於一個月內函覆考生；必要時得會請有關單
位提出說明，或提請本會委員會議討論後，依決議辦理。未具名之申訴案件本會得不予處理。
伍、 入學暨來臺相關規定
一． 開學日期：大學校院約於 9 月間開學，詳見各校入學通知所訂日期。凡獲分發之學生，務須於
開學前抵臺，並持最高學歷畢業證書正本及分發通知書辦理入學手續。凡未經申請或申請未錄
取之學生，來臺後概不輔導入學。
二． 欲保留入學資格者，應依所分發學校規定之日期、條件逕向錄取學校申請保留入學資格，逾期
不予受理（不必函請海華服務基金、教育部或海外聯招會辦理保留入學資格），各校通訊錄詳
如附錄三；凡經核准保留入學資格者，於各校規定日期前，憑學校核准保留入學通知書，申辦
入境手續來臺。
三． 獲錄取之香港學生來臺升學，依下列方式辦理入境及在臺居留手續：
海華服務基金將申請人於報名時繳交之申請表及香港永久居留資格證件影本一件，彙整完成後
送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錄取學生領取分發通知書後自行上網於「境外人士線上
申辦系統（香港/澳門居民短期停留）
」（網址：
https://coa.immigration.gov.tw/coa-frontend/overseas-honk-macao）辦理入出境許可證，並由移民署
核發。
錄取學生持入境證入境並到校註冊後，應即檢具居留申請書一件（附 2 吋彩色正面半身脫帽白
底近照 1 張）、分發通知書、香港永久居留資格證件影本一件、香港警察紀錄證明書一件（20
歲以下免附，正本直接由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送達臺灣內政部移民署）、健康檢查合格證明一
件、「香港或澳門居民身分確認書」一件、居留入出境證件規費新臺幣 2,600 元，以紙本臨櫃或
「外國與外僑大陸與港澳無戶籍國民學生線上申辦系統」，由學校代申請或學生自行申請方
式，向移民署申請臺灣地區居留入出境證。
四．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來臺升學，依下列方式申請入境簽證及辦理在臺居留手續：
(一)申請「居留簽證」應備文件：
１. 外國護照：正本（效期須逾 6 個月以上）及個人資料頁影本各乙份。
２. 簽證申請表：請至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全球資訊網之簽證申請表填寫網頁（網址：

https://visawebapp.boca.gov.tw）
，選擇「一般簽證申請」並填妥及送出簽證申請資料後，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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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親自簽名（申請人逾 30 天內倘未到駐外機構送件，該筆資料將自動刪除）。
３. 照片 2 張：須為 6 個月內拍攝之 2 吋白底彩色照片，並分別將 1 張黏貼及 1 張浮貼於簽證申

請表上。
４. 分發通知書：正本及影本。
５. 最高學歷證件（含畢業證書及歷年成績單）
：須經駐外機構驗證或經指定之海外保薦單位核

驗蓋章。
６. 財力證明：由申請人本人提供；倘由父母或兄弟姊妹提供，須另附親屬關係證明。
７. 3 個月內核發之「居留或定居健康檢查項目表」
： 須至衛生福利部指定醫院或至當地合格醫

院受檢並完成各項應檢項目，檢查結果須為「合格」
。國外醫院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居
留或定居健康檢查項目表)，須經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香港、澳門)驗證。
８. 簽證費：香港申請居留簽證費用為港幣 530 元。
９. 其他文件：視個案審查情形所要求提供之文件。

(二)入境及在臺居留手續：
１. 持「居留簽證」者，入境後 15 日內須向居留地之內政部移民署所屬縣（市）服務站申請外

僑居留證（ARC）。
２. 持「停留簽證」者，入境後須於簽證停留期限屆滿前 8 個工作天備齊上述應備文件及在學暨

註冊證明，向外交部領事事務局或中部、南部、東部、雲嘉南辦事處申請改辦「居留簽證」；
或改發居留簽證後，須於簽證核發日起算 15 天內向居留地之內政部移民署所屬縣（市）服
務站申請外僑居留證（ARC）。
(三)注意事項：
１. 未繳驗合格「居留或定居健康檢查項目表」或檢查結果為不合格者，無法獲發「居留簽證」
，

僅得獲發「停留簽證」或拒件。
２. 倘不清楚當地之合格受檢醫院名冊，得向當地駐外機構查詢。
３. 倘有簽證申請疑問，可逕至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服務組網站（網址：https://www.teco-hk.org/）

或電洽（+852）2525-8642 查詢。
五．畢業後欲申請居留延期者：港澳學生畢業後如有必要者，得檢附畢業證明文件，自畢業當月（居
留效期屆滿前）申請延期居留 6 個月，如延期屆滿前尚有必要者，得再申請延長 1 次，總延長期
間最長為 1 年。
陸、 各項費用估計
一． 在學生活費、學雜費、書籍費、服裝費、來往旅費均係自費，不得申請免繳，亦不得申請補
助。（生活費每月約為新台幣 5,000 元至 10,000 元；各校住宿費每年約為新台幣 10,000 元至
20,000 元；書籍費每年約為新台幣 5,000 元至 8,000 元；109 學年度公私立大學校院學雜費徵收
標準如附錄四，僅供參考）。
二． 來臺升學之香港學生比照海外僑生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在臺連續居留滿 6 個月或其曾出境 1
次未逾 30 日，其實際居住期間扣除出境日數後，併計達 6 個月之日起，應參加全民健康保險；
至應繳健保費額度則依據相關規定辦理。惟家境清寒港澳生得於赴臺前取得經駐外機構或保薦
單位、畢業中學、留臺校友會等機關或單位（非個人）開立之中文或英文清寒證明文件向就讀
學校申請，經學校審查符合資格者，由僑務委員會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費自付額二分之一。另抵
臺後在未參加全民健康保險前，得依僑生傷病醫療保險作業規定參加僑生傷病醫療保險，保費
自行負擔二分之一，僑務委員會補助二分之一。
柒、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在臺灣地區現有或原有戶籍之港澳生如具僑民役男身分，在學期間應申請緩徵（惟臺師大僑先部學
生不具申請緩徵資格），畢業或離校後，緩徵原因消滅，則應適用歸國僑民兵役相關規定。但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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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在學學生，得依其志願，於就讀大專校院後，於每年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向戶籍地鄉（鎮、
市、區）公所申請在學期間連續二年暑假，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練。另如在學期間、畢業或
離校後，已無僑民役男身分，則應適用國內一般役男規定，有關兵役問題，可向內政部役政署查詢
（電話 049-2394438，網址：https://www.nca.gov.tw/）。
二． 香港學生如經僑務主管機關出具原具香港（澳門）僑民身分證明之役男，於臺灣地區以外之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畢業，再返國就讀相同等級或低於原等級學校，並不符合「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國僑民
服役辦法」第 4 條第 2 項之在學緩徵條件。
三．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曾在臺設有戶籍之役齡男子應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出境；其持外國護照入境，依
法仍應徵兵處理者，應限制其出境至履行兵役義務時止。
四． 入學後，凡因操行不良，或學業成績過差而為學校勒令退學或開除之學生，必須自費返回原居留
地，相關規定請逕洽各大學校院。
五． 學生經分發入學，因志趣關係自願轉學其他學校者，應自行報名參加志願就讀學校之轉學考試。惟
經入學學校以操行不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不得轉學進入其他學校就讀。
六． 部分大學校院未備有學生宿舍者，須自行租賃住宿。
七． 抵臺後如未註冊入學，或辦理休學、退學或已畢業者，必須返回香港。
八． 分發有案之香港學生，不得申請就讀、自行轉讀或升讀各級補習及進修學校（院）、空中大學、大
專校院所辦理回流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例假日授課之學校及班別。
但非以就學事由，已在臺取得合法居留身分者，不在此限，惟自行轉讀或升讀該類學校或班別者，
中止其港澳生身分。違反規定者，撤銷其就讀、自行轉讀或升讀之學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
明；畢業後始發現者，應由學校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其學位證書。
九． 外國與外僑大陸與港澳無戶籍國民學生線上申辦系統已開放學生自行申辦居留證，請各位學生多加
利用，網址：https://coa.immigration.gov.tw/coa-frontend/student/entry。
十． 本簡章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及「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議」決議辦理。
*****************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聯絡資訊*****************
地址：臺灣 54561 南投縣埔里鎮大學路 1 號
電話：886-49-2910900
傳真：886-49-2911182
電子郵件：overseas@ncnu.edu.tw
網址：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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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註⼀：申請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申請就讀表列之招⽣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5個），須依本簡章附錄⼀或海外聯招會
網站（網址：https://student.overseas.ncnu.edu.tw/quota/two-year.html）公告之「2021 年香港學⽣來臺
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按志願校系之系所分則及「招⽣校系規定應繳資料」
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申請⼈須於西元 2021 年
3 ⽉ 20 ⽇（星期六）臺灣時間下午 5 時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作業。如志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
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註⼆：身⼼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需於申請表據實填報障礙類別及程度，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
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輔措施，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國⽴⾼雄科技⼤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75
聯絡電話 886-7-3814526#19026
傳真 07-396-1245
地址 80778 ⾼雄市三⺠區建⼯路415號
網址 http://www.nkus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kust.edu.tw/p/412-1010-1894.php?Lang=zh-tw
宿舍 新⽣保障住宿,第⼆年起須配合宿舍積分活動，才享有抽籤宿舍權利(請以學校網站公告為主)
⼀、本校規定⼤學部學⽣修習服務教育課程，為必修零學分，成績及格⽅准畢業。 ⼆、本校⼤學部實施英語畢業⾨
檻。 第⼀校區：本校交通便捷，近國道10號、3號可由交流道快速抵達。⾼雄捷運都會公園站及青埔站，均有接駁
公⾞進⼊校區。 楠梓校區： 1.搭乘捷運：搭乘⾼雄捷運紅線⾄後勁站(R20)步⾏約5分鐘即可到達。 2.搭乘⾼雄市
公⾞：⾼雄市公⾞6、29號公⾞（楠梓⽕⾞站搭⾞）於⾼雄海洋科技⼤學下⾞。市公⾞28、301（⾼雄⽕⾞站搭⾞）
於後勁國中站下⾞。 旗津校區： 1.搭乘捷運：搭乘⾼雄捷運橘線⾄西⼦灣站(O1)，步⾏約2分鐘⾄⿎⼭渡輪站搭乘
渡輪前往旗津，下船後步⾏約5分鐘即可到達旗津校區。 2.搭乘⾼雄市公⾞：⾼雄市公⾞1、248號公⾞（⾼雄⽕⾞
備註
站搭⾞）⾄⿎⼭渡輪站下⾞，搭渡輪⾄旗津，轉市公⾞紅9號公⾞於旗津國小下⾞，或沿中洲三路步⾏約10分鐘可
抵旗津校區。 建⼯校區 路線1：下九如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九如路 → ⼤昌路 → 建⼯路 路線2：下
中正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中正路 → ⼤順路 → 建⼯路 路線3：小港機場往⾼雄市區⽅向 → 中⼭
路 → 博愛路 → 同盟路 → 建⼯路 路線4：⾼鐵左營站 → 下九如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九如路
→ ⼤昌路→ 建⼯路 路線5：捷運後驛站 → 公⾞紅３０建⼯幹線 燕巢校區
http://www.kuas.edu.tw/files/13-1000-542.php?PreView=1
學校
基本
資料

87501 國⽴⾼雄科技⼤學 應⽤英語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學⽣須具中⽂⾼級能⼒及英⽂中級以上能⼒。課程著重於強化英語⽂聽說讀
寫能⼒、跨⽂化與⽂學分析能⼒、語⾔學與外語教學能⼒、中英口筆譯能⼒
、商業溝通能⼒及電腦應⽤能⼒。此外，並提供第⼆外語(⽇語及德語)課程、
電⼦商務及商業管理等相關課程可供選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副學⼠學位證書影本或⾼級⽂憑證書影本(應屆畢業⽣交學⽣證影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
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位課程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社團參興、英⽂能⼒檢定證照或其他證
照等。 4. ⾃傳(必)：以中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英⽂書寫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
⼒檢定成績（英⽂⾮⺟語者，請附英⽂能⼒檢定成績或其他可證明英⽂能⼒之⽂件）、中⽂能⼒檢定成績（中⽂⾮⺟語
者，請附中⽂能⼒檢定成績或其他可證明中⽂能⼒之⽂件）
87502 國⽴⾼雄科技⼤學 應⽤⽇語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Japanese
系所分則
⼀、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 課程規劃以實⽤性為⽬標，除聽說讀寫譯之進階語⾔訓練及多樣化課程外，更透過本校校內資源的整合，搭配學習本
院開設「商務及管理學程」及「語⾔⽂化服務學程」之課程，以因應產業多元化的環境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無 5. ⾃傳(選)：例如：六百字以內、附照⽚、附學經歷等。
87505 國⽴⾼雄科技⼤學 營建⼯程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具中⽂聽、說、讀、寫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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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詳述個⼈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標。

3. 師⻑推薦函

中⽂⾃傳：六百字以内、附照⽚、附學經歷等。
87503 國⽴⾼雄科技⼤學 電腦與通訊⼯程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主要⽬標依現代產業的發展，分通訊與多媒體、電腦與網路、晶⽚與電路三領域，各領域課程縱貫全程並有橫向課程配
合，以培養具有實務能⼒的電腦、通訊與晶⽚設計⼯程師，以及具有整合能⼒之⾼級研發⼈才。系上師資皆為國內外著名
⼤學相關博⼠，並具有多年國內外相關實務經驗。課程重實習，⼤三每週⾄少⼀⾨實習課；⼤三下⾄⼤四上必修實務專
題，培養實作能⼒。課程內容重活⽤：以具體實例從分析、設計到完成實現。⼤三升⼤四暑假可選修校外實習課程「資通
訊產業實習」，由實習輔導⽼師與業界主管、業界專家共同指導與輔導，讓學⽣透過「從做中學」、「從做中驗證」，實
際體驗產業⼯作，實務與理論結合以增進學⽣實務知能，從累積實務經驗與知識，增進對職場適應⼒與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副學⼠學位證書影本或⾼級⽂憑證書影本（應屆畢業⽣交學⽣證影本）。 2. 副學⼠或⾼級⽂憑在
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課程歷年成績單正本及名次排名為宜。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證明⾃⼰能⼒或成
就之各項資料影本。 4. ⾃傳(必)：詳述個⼈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標
87507 國⽴⾼雄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應屆畢業⽣交學⽣證影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班
級總平均成績、排名、名次百分⽐之證明。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
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職業或語⾔能⼒技術證照、特殊才能、資格檢定或
結訓證書等 8. ⾃傳(必)：請以中⽂撰寫，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讀書計畫/家庭狀況/專⻑/興
趣及未來抱負。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87602 國⽴⾼雄科技⼤學 模具⼯程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Mold and Die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本系以發展精密與精微模具之理論與實務課程為核⼼。
2.有系統的培育同學在模具設計與製造的能⼒。
3.強調基本科學能⼒的養成，培養解決⼯程問題的能⼒。
4.同時厚實同學的實務能⼒以培育模具產業之⾼級⼯程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競賽成果、語⽂能⼒檢定、成果作品
87603 國⽴⾼雄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中⾼階⼯業⼯程與管理⼈才為⽬標，使學⽣具備以下之能⼒:
(1)中英⽂溝通。
(2)恢宏的國際觀。
(3)專業知識。
(4)實務規劃、創新與執⾏的能⼒。
(5)尋求最適解且持續改善之能⼒。
(6)團隊合作的精神與勇於負責的態度。
(7)對⼯作的熱誠以及對社會的使命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有班級排名百分⽐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選)：競賽成果、語⽂能⼒檢定、成果作品
87701 國⽴⾼雄科技⼤學 輪機⼯程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Marine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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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本系現有五專(各年級⼀班)、四技(⽇間部⼆班、進修部⼀班)、⼆技(各年級⼀班)、研究所(各年級⼀班)及碩⼠在職專班本
系現有五專(各年級⼀班)、四技(⽇間部⼆班、進修部⼀班)、⼆技(各年級⼀班)、研究所(各年級⼀班)及碩⼠在職專班(各年
級⼀班)等學制，其中，五專、四技⽇間部、⼆技、研究所位於旗津校區上課，而碩⼠在職專班及四技進修部則位於楠梓校
區上課。近幾年來，隨著本系師資陣容的提升，研究能⼒的增強，產學合作的對象已擴及公、⺠營企業機構與政府研發單
位，例如：台電、中科院、海發中⼼、台船、中油、農委會、市政府、科技部等。本系⾃97學年度增設「產學合作專班(四
技)」⼀班，本系產學合作及學⽣就業更加密切連結。 配合海事單位認證及學⽣畢業能⼒，未修習通過下列課程者需額外
加選：內燃機或船⽤柴油機⾄少3學分、輔機⾄少3學分、輪機英⽂⾄少2學分、輪機實務與安全⾄少2學分、船舶⾃動控制
或控制理論⾄少2學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
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
(選)：含申請動機
87704 國⽴⾼雄科技⼤學 航運技術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Shipping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1.為技職體系科技⼤學培育⼀等船副的系科。 2.本系課程規劃符合國際海事組織航⾏員當值訓練課程的要求，並經ISO及
STCW國際認證。 3.有關交通部航海⼈員測驗考試及海上實習皆需符合相關規定始可參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5. ⾃傳(選)：六百字以內、附照⽚、附學經歷等

國⽴臺北科技⼤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73
聯絡電話 886-2-27712171
傳真 886-2-87731879
地址 10608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號
網址 https://www.ntu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tut.edu.tw/p/412-1032-9284.php?Lang=zh-tw
在臺北市和新北市區內，國⽴臺北科技⼤學擁有不同的學⽣宿舍，包含校區宿舍(東校區宿舍)及⾮校區宿舍(新北宿
舍及南港宿舍)。房間皆為4⼈⼀間，每間房間提供電話和網路服務，在學期⼀開始必須繳交宿舍費⽤，僑⽣享有半
價優惠，每學期約需5000元，此費⽤不包含寒、暑假期住宿。新⽣可申請宿舍住宿，前⼆年享有保障，第⼀年保障
宿舍
以東校區宿舍為主，第⼆學年起男性保障以新北宿舍為主，⼥性以南港宿舍為主，第三年開始由抽籤決定⼊住，因
此第三學年開始，學⽣應有校外住宿的準備。臺北科技⼤學擁有最後分配住宿的權⼒。 申請⽅式: 在確認⼊學後，
新⽣可在回覆就讀意願時，同時回覆是否想要住宿於臺北科技⼤學宿舍。
⼀、國⽴臺北科技⼤學（⼜名臺北科⼤，原臺北⼯專），創⽴於1912年。⽇治時期為訓練⼯科技師的講習所，成⽴
⼀百多年來，在臺灣經濟起⾶轉型的時代，扮演著重要的⼯業推⼿，秉持務實致⽤的教學及研究特⾊，培育無數優
秀⼈才投⼊⼯商產業，⽬前臺灣企業中，10%的中小企業創辦⼈、董事與執⾏⻑，皆為臺北科技⼤學畢業的校友，
因此本校素有「企業家搖籃」之美稱，深獲社會好評。 ⼆、本校為實務研究型⼤學，擅⻑⼯程領域，在設計、研發
以及技職教育也居領先地位，務實致⽤的教學與研究⼀直是本校特⾊，教師與⼯、商、科技業界往來密切，擁有最
⾼⽐例的產學研究案。本校也格外強調實習實作，學⽣在學期間有業界教師輔導，所學為企業所需，畢業前皆已有
業界實習經驗，為企業晉⽤⼈才⾸選，應屆畢業⽣就業率⾼達97%。近年於《遠⾒》及《Cheers》雜誌企業最愛
⼤專校院畢業⽣調查中，本校於各項排名均名列前茅，更為企業最愛公⽴科技⼤學。 三、本校因與世界各國交流頻
繁，國際學⽣眾多，⽬前約有1000位境外⽣分別來⾃超過世界50個不同國家。為營造國際化學習環境，臺北科⼤也
備註 特別增加英語授課，同時與許多世界頂尖⼤學及學術機構締結姊妹校與學術研究合作，提供學⽣出國交換留學、國
際合作交流及參與國際組織活動機會，培養學⽣國際觀與國際移動⼒。 四、本校全數⼯程系所皆獲IEET認證通
過，學歷被Washington Accord會員國（包含⾺來西亞、新加坡、香港、⽇、韓、美、加、英、澳、紐等）承
認，管理學院獲AACSB國際認證，畢業⽣具國際競爭⼒。 五、本校位於台北市中⼼，雙線捷運交會口，左鄰繁華
的東區流⾏商場及影城，右近華⼭⽂創園區及全台最⼤的3C資訊批發賣場-光華電腦商圈，交通便捷，資訊發達，
⽣活機能完整。 六、本校備有男、⼥學⽣宿舍，新⽣優先安排住宿，並享有住宿費減半優惠，宿舍床位前2年享有
保障，第3學年起，宿舍床位之申請將以抽籤⽅式決定，學⽣在進⼊第3學年之前，應有校外住宿的準備。 七、本校
額外設有每年發放⼀次之「國⽴臺北科技⼤學僑⽣獎學⾦」，供成績優異之學⽣提出申請。 ⼋、接獲分發通知後，
錄取通知書及就讀意願調查將以電⼦郵件⽅式寄發，報名時請留下正確的電⼦郵件地址，並依電⼦郵件指⽰，在期
限內回覆是否就讀，未回覆者視同放棄就讀。
學校
基本
資料

87308 國⽴臺北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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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國⽴臺北科技⼤學位居國内科技⼤學的⿓頭地位，也是世界⼀流的⼯業⼤學，機械系更是學校最⼤與最核⼼的科系，肩負
學校發展的重責⼤任，配合本系師資專⻑及研究設備，以未來科技趨勢、國家產業需求為⽬標，研究重點有六⼤領域：1.
精密機械；2. 機電整合技術、智慧機械、⼯業4.0；3. 微光機電系統；4. 先進薄膜與奈⽶技術；5. 半導體技術與⽣物晶
⽚；6. 醫⼯與醫療輔助器材技術研發、智慧醫療⻑期照護。
本系優勢及特⾊：
1.師資健全：38名專任師資均具博⼠學位，陣容堅強，研究及教學成效普獲好評。
2.課程完善：強調紮實的實務經驗，配合專題領域及校外實習，達到學⽤合⼀的⽬標。
3.資源完善：40間特⾊實驗室，先進儀器設備⿑全，含各式精密量測設備、3D列印製程設備、數值控制⼯具機、機械⼿臂
教學與應⽤模組、電⼦顯微鏡等。
4.系友眾多：本系歷史悠久，校友遍及各⾏業，結合為龐⼤⼈⼒資源後盾。"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
等。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
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87307 國⽴臺北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教授電機⼯程專業知識及培育國家建設所需之電機科技專業⼈才為主要⽬標。本系主要分為電⼒與系統兩⼤範圍。
其中電⼒領域細分為「電⼒與能源」及「電⼒電⼦」兩個專業領域，而系統領域分為「控制」、「通訊」及「計算機」三
個系統專業領域，可⾒本系共分五⼤專業領域：電⼒與能源⼯程、電⼒電⼦⼯程、控制⼯程、通訊⼯程、計算機⼯程。除
電⼒與能源專業領域較著重傳統的電機專業外，其餘電⼒電⼦、控制系統、通訊⼯程及計算機⼯程四個專業領域與⽬前尖
端的電⼦科技產業環環相扣。北科電機的實作技術訓練及紮實的理論基礎，在全國性的各種競賽中常領先群倫，獲得佳
績。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
等。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
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87301 國⽴臺北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電⼦系教學⽬標為配合⼯業經濟發展與產業界的需求，積極為國內產業界培育⾼等電⼦專業技術⼈才，其發展的重點以計
算機⼯程(含軟體、硬體、韌體、多媒體、⼈機介⾯、及單晶⽚微處理)、無線通訊 (含無線傳播、⾏動通訊、信號處理及網
路應⽤)、電波⼯程(含數值電磁、⾼頻電路、微波傳播、微波積體電路設計、光電系統、光通訊及光纖有線電視雙向互動
影⾳傳輸)與晶⽚系統(晶⽚設計、電腦輔助、設計⾃動化、軟硬體共同設計)等四⼤領域，並強調計算機、通訊、電波及積
體電路等技術之整合與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
等。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
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87312 國⽴臺北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規劃參照ACM/IEEE Computing Curricula，與全球同步。對於⼤學部的基礎訓練，以「語⾔與軟體」、「數
學與演算」，以及「計算機系統」等三⼤基礎課程為主軸，規劃能深植電腦科學與資訊⼯程之觀念與學理的基礎課程。
為落實這三⼤領域的基本訓練及配合資訊相關產業現況與⼈⼒需求，另外規劃了「軟體系統」、「多媒體與嵌⼊式系統」
與「網路系統」等三個專業領域，結合基本課程，提供基礎理論與實作應⽤兼備的訓練與發展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
等。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
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87303 國⽴臺北科技⼤學 化學⼯程與⽣物科技系 Chemical Engineering &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創⽴於西元1917年，歷史悠久且教學品質卓越，以培養專精務實，具⽣物科技素養之化學⼯程師為⽬標。
課程及教師研究之⽅向為四⼤領域：化學程序⼯程、⽣化與⽣醫⼯程、材料與奈⽶⼯程、光電能源與環境。
本系除加強傳統化⼯教育，以提升化學⼯業⽣產、操作及設計之技術⽔準外，並因應化⼯之新領域，配合未來產業發展特
⾊，重點發展⽣物科技、奈⽶科技、材料⼯程、半導體製造科技、特⽤化學品、分離程序、清潔⽣產、燃料電池、先進⾼
分⼦材料、相平衡、電化學、程序⼯程等。 辨⾊⼒異常者，不宜申請本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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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
等。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
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87306 國⽴臺北科技⼤學 ⼟木⼯程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木系教學⽬標為培育⼟木⼯程專業技術⼈才，使能從事⼟木⼯程有關之規劃、調查、測繪、設計，施⼯、檢驗及維護管
理等專業⼯作，進而培養學⽣具有⼟木專業領域之進修研究能⼒。
本系未來之教學及研究．將繼續著重於結構、⼤地、營建、管理、⽣態與防災資訊、⽔資源等⽅向發展，期能培養專業技
術⼈才，以改進⼟木⼯程環境，提昇⽣產⼒及⼯程品質。
本系畢業之學⽣可從事⼟木建築⼯程之規劃設計、監造及施⼯、交通運輸、⽔利⽔保⽣態⼯法、防災規劃等⼟木相關領
域，歷屆系友在⼯程界獲得極⾼之評價。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
等。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
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87305 國⽴臺北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主要以製造與供應鏈、產業電⼦化與資訊應⽤及管理科學與決策等三個學術領域為主要發展⽅向，研究及發展重點包
括：
1. ⽣產管理與製造服務：強化創新設計與研發管理流程，以因應⼤量客製化之⽣產環境，並考量整個供應鏈之配銷通路體
制，提升製造業及其上下游產業之整體競爭⼒。
2. 管理科學與決策：結合決策原理、決策過程與決策⽅法的⼀⾨綜合性科學，結合計量⽅法來建構適合的決策系統，以最
佳化為⽬標協助管理者制定相關決策。
3. 產業電⼦化與資訊應⽤：因應國際化、全球化及網路資訊科技的發達，進⾏產業電⼦化與資訊的蒐集分析與應⽤，可節
省採購時間、成本，並提⾼客⼾的服務及滿意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
等。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
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87302 國⽴臺北科技⼤學 經營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經營管理、創新與創業的結合為發展重點，在此發展主軸之下，本系以⾏銷管理、財務管理組織與策略管理及服務
與科技管理等肆個學術領域為系所主要發展⽅向並形成特⾊。
1. ⾏銷管理：主要以⾏銷管理、消費者⾏為、服務管理、⾏銷決策分析、品牌與通路策略、策略⾏銷等為發展⽅向。
2. 財務管理：著重於管理經濟學、財務管理、公司理財、⾵險管理、投資決策分析、⾏為財務與企業投資融資及避險決策
之訂定。
3. 組織與策略管理：以組織⾏為、⼈⼒資源管理、組織理論與管理、任⽤管理、策略管理等為主。
4. 服務與科技管理：主要以專案管理、營運模式與供應鏈管理、客⼾關係管理、計量管理與決策、服務設計等為發展⽅
向。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
等。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
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87309 國⽴臺北科技⼤學 資訊與財⾦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Financ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錄取分數為全國科技⼤學商管第⼀名，也是國內第⼀個培養兼具資訊技術與財務⾦融管理⼈才的科系。課程教學以理
論與實務兼顧的⽅式進⾏，使學⽣⼀⽅⾯具備獨⽴開發、管理資訊系統的能⼒，⼀⽅⾯對財⾦管理具備相當的知識。
研究⽅向與特⾊有三：
1. ⾦融科技：主要是應⽤資訊科技，讓⾦融服務更完善、更有效率。
2. 資訊管理：結合企業⽬標建構資訊系統，並應⽤資訊技術於管理實務之上。
3. 財務⾦融管理：主要以⾦融市場與機構管理、財務管理與資訊應⽤、投資決策管理、⾦融⾵險管理、財務計量分析。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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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
(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87311 國⽴臺北科技⼤學 ⼯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Product Design Program)
系所分則
系上分為「產品設計」及「家具與室內設計」兩組，採精兵制小班教學。除通識教育課程外，專業科⽬分兩組教學。
共同必修課程 設計圖學、設計概論、⼈因⼯程、平⾯設計、試作技術、⽴體設計、專題設計。
產品設計組必修課程：設計素描、透視圖學、⾊彩學、設計素描、⼯業設計史、⾏銷學、產品設計、製造程序、設計表現
法、設計⽅法、⼯程材料與實習、產品設計、設計⼯學、產品開發、商品計畫、設計管理。
本系學⽣作品年年皆奪得德國紅點與iF國際設計⼤獎，使本校成為全台設計國際排名領先學校。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
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本系必修課程含⼯廠機具操作，視障及四肢殘障者請⾃⾏評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
等。 4. 作品集(必)：不限形式，以能突顯⾃⼰具本系相關背景為佳。 5.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
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6.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87310 國⽴臺北科技⼤學 互動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組 Department of Interaction Desig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Group)
系所分則
互動設計系的規劃，跨設計、科技、媒體/視傳三領域，有鑑於⽬前業界對「互動介⾯及網站設計」、「互動程式設計」、
及「互動創意與學習設計」等⼈才的需求孔急，故本系以互動設計(Interaction Design)為發展的主軸，結合資通訊技術
（ICT）產業與創意產業，發展前瞻性跨產業的關鍵能⼒。互動設計系的設置不但能符合國家未來產業發展的需求，而且
能提供上述所需⼈才的培養與訓練。
視覺傳達設計組⼈才培育⽬標以數位內容研發為主，結合互動裝置數位內容應⽤，培育職場最需要的⼈才：互動視覺傳達
設計師、圖形使⽤者介⾯(GUI)設計師、互動網⾴設計師、⾏動裝置互動電⼦書設計師、數位教材設計師等業界需求⼈才
之優秀青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
等。 4. 作品集(必)：不限形式，以能表現⾃⼰具本系相關背景為佳。 5.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
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6.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87313 國⽴臺北科技⼤學 應⽤英⽂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本系為達專業⼈才培養之⽬標，⼤學部課程分為以下五⼤主軸：1. 基本英⽂能⼒課程 2. 應⽤語⾔學專業課程 3. ⽂化⽂學
專業課程 4. 專業英⽂與多元應⽤課程 5. 第⼆外語課程 希望以紮實穩固的英語⽂能⼒，強化專業語⾔與⽂學⽂化應⽤知
識，培養深度思考、分析、批判及多元⽂化溝通智能，輔以實務導向之科技經貿英⽂課程，培育出具廣度及深度之英語⽂
專業⼈才。 課堂作業多以激發學⽣創造能⼒、反思能⼒和解決問題能⼒為主；課堂討論活動則著重培養學⽣之溝通能⼒與
專業英⽂能⼒；實務課程以實習演練充實學⽣對產業發展的認知，培植其就業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有排名及百分⽐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
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以內，請⽤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
學習規劃等等，⼆⾴以內，請⽤英⽂書寫。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1)英⽂能⼒證明，如全⺠英檢、TOEFL iBT、TOEIC等。
(2)錄製⼀段約3分鐘的英⽂⾃我介紹影⽚。

國⽴雲林科技⼤學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72
聯絡電話 886-5-5372637
地址 640301 雲林縣⽃六市⼤學路3段123號
網址 https://www.yuntech.edu.tw/index.php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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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5-5372638

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dx.yuntech.edu.tw/index.php?
⾦ 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61&Itemid=627
宿舍 1.第⼀年保障住宿，第⼆年起須參加在校⽣抽籤。 2.⼤學部為四⼈⼀室。
⼀、本校備有學⽣宿舍。⼆、本校訂有學⽣英語能⼒要求實施辦法及服務學習實施辦法。三、在交通⽅⾯，無論是
⽕⾞或⾼速公路⾄本校均⾮常便利，另本校每⽇有8班次校⾞提供全校師⽣往返⽃六⽕⾞站接送服務。四、110學年
備註 度學雜費之收費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109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學費：⼯業類
NT$16,979；商業類NT$16,833。雜費：⼯業類NT$10,866；商業類NT$7,349。五、本校對於經濟上有困難同學
除有急難救助外，尚有校內外獎助學⾦、⼯讀機會可供申請。
87209 國⽴雲林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本系以培養電⼦⼯程及前瞻科技專業⼈才為主要⽬標，著重基礎理論與實務教學。
2.發展⽅向包括：晶⽚設計、半導體、⼈⼯智慧、軟硬體系統、⾞⽤電⼦、⽣醫感測、光電應⽤等領域。
3.課程規劃強調實務與理論結合，教育學⽣具備積極創新、多元思考及處理問題之能⼒，培養學⽣成為具有實務能⼒之電
⼦⼯程相關產業之專業⼈才。
4.報考學⽣須具備⾼中以上數理基礎及中⽂聽、說、讀、寫與表達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請說明未來研究⽅向，字
數不限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專⻑證明、特殊能⼒等
87210 國⽴雲林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軟體為主，硬體為輔，強調資訊技術在「多媒體系統」、「嵌⼊式系統」及「電腦網路系統」之應⽤整合學習，並
以「智慧⽣活」為發展主軸，持續發展影像辨識、機器學習、⼤數據分析、AI、資訊安全、物聯網與嵌⼊式系統設計技
術，強化「資訊智慧服務」，培養具實務能⼒之優秀資訊⼯程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
現)證明(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7205 國⽴雲林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 Departmen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 須具備數理基礎。
2. 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基礎。
3. 本系課程需操作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須有能⼒即時移動遠離危險現場，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
本系旨在培養學⽣具備基礎數理及⼯程專業能⼒，使符合產業界需求之環安衛⼈才，及培養關懷環境及持續終身學習精
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選) 5. ⾃傳(選)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87207 國⽴雲林科技⼤學 營建⼯程系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基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87201 國⽴雲林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所劃分為⾏銷管理、組織與⼈⼒資源管理、策略管理、科技管理及國際企業等五⼤專業學程，採取哈佛個案式教學，
提供海外移地教學與4+1碩⼠學位之機會，增強國際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87202 國⽴雲林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有完善之課程規劃，強調實務與理論結合，⾸重基本資訊技術之教授，訓練學⽣具有開發資訊系統之能⼒，培養學⽣
明瞭如何應⽤資訊科技與管理理論，以提升企業營運之效率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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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
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8. 學術著作(選) 9. 進修計畫書(選) 10.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11. 作品集(選) 12. ⾃傳
(必) 13.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87203 國⽴雲林科技⼤學 會計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本校管理學院於2014年通過AACSB國際認證，2019年通過再認證，此認證實質肯定本系多年來投⼊教育與學術研究之努
⼒。本系共12位專任教師並延聘產學專家擔任兼任教師，專⻑領域包含財務會計、成本與管理會計、審計、稅務法規及信
息審計等。融合信息技術、法律與專業軟體（ERP、統計分析及審計）於會計專業課程，並定期舉辦研討會及專題講座，
培養專業研究與教學能⼒之會計與產業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中⽂能⼒證明 (如中⽂檢定、曾修習之中⽂課程)，或是中⽂程度簡述。
87208 國⽴雲林科技⼤學 創意⽣活設計系 Department of Creative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以發⾃⽇常⽣活的多元地⽅價值及創意發展為核⼼，佐以專業知識的訓練及⼈⽂知識的涵養，培養⼀群懂⽅法、具創
意、有理想、尊重多元⽂化，擅⻑運⽤⽇常⽣活⽂化進⾏地⽅設計、⾏銷與經營的「協調者」「整合設計者」，成為時時
以地⽅發展及⽂化傳承為⼰任的「創意⽣活設計與地⽅營運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 6. 作品集(必)
87204 國⽴雲林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1.本系培養⼤學部學⽣具備專業外語能⼒及職場知能，課程著重「跨領域」與「跨⽂化」之應⽤，因此培育出涉外基礎⽂
創商務⼈才及基礎語⾔教學⼈才，並積極擴展國際化腳步，達到「⼊學及⼊⾏，畢業即就業」之國際化專才。
2.聽、說、讀、寫及表達能⼒為學習外語之基本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英⽂⾃傳 4. 讀書計畫書(選) 5.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87206 國⽴雲林科技⼤學 ⽂化資產維護系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有完善之課程規劃，強調實務與理論結合，設⽴的⽬標在於培育具有寬闊⽂化視野、⽂化資產維護技術、⽂化資源紀
錄與應⽤、建築襲產與聚落保存及⽂化資產經營能⼒之跨領域統整⼈才，課程並規劃融⼊漢學、材料科技知識學習，增進
學⽣多元能量。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 5. ⾃傳(必)

國⽴虎尾科技⼤學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78
聯絡電話 886-5-6315108
傳真 886-5-6310857
地址 632301雲林縣虎尾鎮⽂化路64號
網址 https://www.nfu.edu.tw/zh/
承辦單位 綜合教務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課外活動指導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nfuosa.nfu.edu.tw/scholarship-news.html
本校備有學⽣宿舍，並保障新⽣住宿；依⽬前住宿辦法，僑⽣及港澳⽣第⼀年住宿免費，第⼆~四年半價，未盡事
宿舍
宜悉依本校學⽣宿舍相關規定辦理，詳情逕洽本校⽣活輔導組，網址：https://nfuosa.nfu.edu.tw/life.html
國⽴虎尾科技⼤學創⽴於1980年，已有近40年的歷史，本來為國⽴雲林⼯專，是過去台灣三⼤⼯專之⼀，於2004
改名為現在校名。⽬前本校有四個學院：⼯程學院、電資學院、管理學院、⽂理學院，共有21個系組，18個碩⼠
班，3個博⼠班，學⽣約8,500⼈。本校的優點：1. 歷史悠久，辦學績優(持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與典範科⼤
備註
補助。2. 因為是公⽴學校，因此學費較低廉。3. 依⽬前住宿辦法，僑⽣第⼀年住宿免費，第⼆~四年半價。4.本校
居雲林縣中⼼位置之虎尾鎮市區，交通⽅便，距雲林⾼鐵站15分鐘，78號快速道路5分鐘，中⼭⾼15分鐘，客運⾞
站就在學校旁邊。
學校
基本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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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87803 國⽴虎尾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主要⽬標在於培育現代化電機⼈才以因應科技產業發展所需，依此宗旨本系教學著重理論之傳授與實務之研修，透過專業
理論研究與實務技術訓練，培養學⽣具備系統設計、整合、開發與修護之能⼒，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與強化電機專業技術
之訓練，冀期能養成⾃我學習的精神，持續提昇專業學養，以成為⾼級電機⼯程技術⼈才貢獻國家社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1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1份 5. 專
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1份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份 7. 學術著作(選)：1份（作品集、論⽂、專題
研究成果報告）
8. 進修計畫書(選)：1份 9.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10. ⾃傳(必)：中⽂⾃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
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11.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必)：1份 （含申請動機） 12. 語⽂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選)：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
⽂⾃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87802 國⽴虎尾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所研究領域依教師專⻑領域，分成積體電路設計與製程、微電⼦與光電⼯程、通訊系統等三⼤⽅向。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1份 4. 師⻑推薦函(選)：1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明、得獎證明等(選)：1份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1份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份 8. 學術著作
(選)：1份（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9. 進修計畫書(選)：1份 10.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11. ⾃傳(必)：(1)中⽂⾃傳(必)：1份（含學⽣⾃述/個⼈
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2)英⽂⾃傳(選)：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12. 讀書計畫書(選)：(1)中⽂讀書計畫書(選)：1
份 （含申請動機）
(2)英⽂讀書計畫書(選)：1份 13.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
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87801 國⽴虎尾科技⼤學 多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主要⽬標在於以設計為基礎，電腦為媒體，美學為導向，運⽤先進的數位科技，引領學⽣整合應⽤以成為兼具藝術⽂化素
養與電腦尖端科技技能的新媒體專業經營管理⼈才，開拓數位內容創意設計的新紀元，主軸發展重點，包括：數位影⾳設
計、數位遊戲設計以及數位典藏設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1份 4. 師⻑推薦函(必)：1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明、得獎證明等(選)：1份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1份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份 8. 學術著作
(選)：1份（作品集、論⽂、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9.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10. ⾃傳(必)：(1)中⽂⾃傳(必)：1
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2)英⽂⾃傳(選)：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11. 讀書計畫書(必)：(1)中⽂讀書計畫書(必)：1
份 （含申請動機）
(2)英⽂讀書計畫書(選)：1份

國⽴臺灣科技⼤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71
聯絡電話 886-2-27301190
地址 10607台北市⼤安區基隆路四段43號
網址 http://www.nt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及研教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詳情逕洽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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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本校創⽴於西元1974年，為臺灣第⼀所技術職業教育⾼等學府，設置6個學院(⼯程、電資、管理、設計、⼈⽂
社會、應⽤科技等)、24個系所(如簡章所列)，近年辦學成就卓越，於2019亞洲⼤學排名第61名(全臺灣第四)；
2020年QS世界⼤學排名251名(全台灣第五)；德國iF國際設計獎世界⼤學積分(2010⾄2015年)，連續5年蟬聯全球
備註
第⼀。 ⼆、本校位於台北市⽂教區，鄰近公館捷運站，交通便利及⽣活機能優越。本校與臺灣⼤學、臺灣師範⼤學
組成「國⽴臺灣⼤學聯盟」，共享教學資源，學⽣可跨校選課。 三、對於經濟上有需要之學⽣，本校提供各類獎助
學⾦(含清寒僑⽣助學⾦)或校內⼯讀機會。
87101 國⽴臺灣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本系於 1998 年成⽴，⽬前設有碩⼠班、⼤學部四年制、⼆年制，碩⼠在職專班等四種學制。為因應全球化社會發展趨
勢，本系訂定的教育⽬標為培養英語⽂教學、口筆譯及專業英語⽂⼈才，並以多元化、專業化、國際化、與實作化為系所
發展重點特⾊。系上學⽣有機會出國修讀雙聯學位、擔任國際交換⽣、或在國內進⾏跨校及跨領域學習，根據⾃已興趣，
培養多元的語⾔應⽤能⼒，發展卓越。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或⾼級
⽂憑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學
⽣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能⼒、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5. ⾃傳(必)：中⽂及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
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及英⽂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說
明或相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證明)
87102 國⽴臺灣科技⼤學 ⼯業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教授及研究⼯業管理相關應⽤科學與技術，培養企業發展所需之經營與管理⼈才為宗旨。最⼤特⾊在滿⾜企業經營
效率化、資訊化及全球化的需求，⽬前所提供的課程涵蓋傳統產業轉型與ｅ化的解決⽅案，亦提供傳統製造業邁向服務業
化的重要經營策略與概念。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或⾼級
⽂憑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學
⽣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能⼒、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5. ⾃傳(選)：⾃傳(包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
未來期望/照⽚)
87103 國⽴臺灣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學⽬標，在於因應我國產業發展之需要，配合技職教育體系之發展，培育企管專業⼈才。在課程的規劃與發展
上，係以企業策略與管理、組織與⼈⼒資源管理、⾏銷管理為重點，再結合財務會計及電腦資訊等相關理論與應⽤課程，
期望培植本系畢業⽣成為全⽅位的經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或⾼級
⽂憑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學
⽣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能⼒、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
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87104 國⽴臺灣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學研究⽬標強調「資訊技術」與「管理技能」的整合應⽤，配合國家產業電⼦化推動政策，培養優秀的資訊管理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或⾼級
⽂憑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學
⽣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能⼒、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5. ⾃傳(必)：⾃傳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國⽴臺中科技⼤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82
聯絡電話 886-4-22195755
地址 40401臺中市北區三⺠路三段129號
網址 http://www.nutc.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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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境外學⽣住宿保障：境外新⽣享有優先住宿分配,就學期間符合相關規定者即可續住。
【⼀】 本校⺠國8年創⽴，迄今餘百年歷史，奉准⾃⺠國100年12⽉1⽇由前身「國⽴臺中技術學院」與「國⽴臺中
護理專科學校」合併，改名為「國⽴臺中科技⼤學」。 【⼆】 本校設有6個學院：商學院、設計學院、語⽂學院、
資訊與流通學院、中護健康學院及智慧產業學院，涵蓋22個系所。採⽤專業理論與實務技能並進之教學策略，推動
實習課程，多軌並進培育各領域之⼈才。 【三】 「語⾔中⼼」建有多媒體語⾔教室及數位網路平台⾃學中⼼，提
供全⽅位學習環境，並辦理各項提升學⽣外語能⼒之檢定活動及實⾏輔導機制。 【四】 設⽴「英⽂能⼒畢業⾨檻
備註 及輔導辦法」，學⼠班學⽣達到學校規定⾨檻⽅得畢業，確⽴本校學⽣之英⽂能⼒。
(https://language.nutc.edu.tw/ezfiles/33/1033/img/304/107020477.pdf) 【五】 提供僑⽣在臺⽣活暨獎助資
訊，⿎勵優秀僑⽣、協助經濟弱勢僑⽣安⼼求學。 (https://oia.nutc.edu.tw/files/13-1074-44662.php) 【六】
本校宿舍約1400多床位，優先提供境外新⽣申請。 【七】 本校畢業校友達⼆⼗餘萬⼈，為培育技術⼈才之重要搖
籃。依國內具公信⼒機構之歷年調查，在「畢業⽣表現」、「企業主最愛校系」、「學校聲望」、「畢業⽣⼯作表
現符合企業所需」中均名列前茅。
88212 國⽴臺中科技⼤學 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中⽂系所簡介：
【教育⽬標】
本系因應產業發展需要與致⼒推動知識理論應⽤化為發展⽅向，並以培養具備國際觀、科技運⽤能⼒的國際貿易與企業經
營之專業⼈員與助理⼈才為教育⽬標。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由本系專、兼任教師配合業界實務專家授課指導。
【教學特⾊】
⼀、 注重學⽣外語能⼒及重要職業證照之獲取。
⼆、 培養學⽣具有⽴即的就業能⼒。
三、 培育學⽣成為產業發展所需的質優專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得獎、競賽、公
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4. ⾃傳(必)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基礎中⽂聽、說、讀、寫能⼒相關證明⽂件

88209 國⽴臺中科技⼤學 會計資訊系 Dep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致⼒於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及資訊科技能⼒的中⾼階會計專業⼈才為⽬標。依據產業及職場⼈⼒需求，課程內容按照其
教育⽬標而設計，藉由各種必修及選修課程，提供學⽣專業及跨領域學習的管道。本系教學特⾊包括：1.強調專業核⼼課
程，整合會計、財務、資訊、稅法及管理等主要相關領域。2.培養學⽣獨⽴思考與分析的能⼒。3.結合理論與實務，透過
參與實習及取得有⽤的證照以提升學⽣的⼯作能⼒及就業⼒。4.加強學⽣的外語能⼒及職業道德教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影本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NOTE(1)、本系⼆技課程均為進階會計專業課程，如考⽣不是會計相關領域或未曾修習會計相關課程，宜慎重考慮就讀本
系之適切性，避免影響未來學習成效。
NOTE(2)、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
位。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與排名。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得獎、競
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88203 國⽴臺中科技⼤學 保險⾦融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surance and Finance
系所分則
本系秉持「務實致⽤、創新精進」的教育理念，以培養優秀保險與⾦融專業⼈才為宗旨，致⼒於提升學⽣之專業學能與⼈
格素養，並為國家社會培育術德兼修之保險⾦融管理專才。教學宗旨在於培育能擔負政府⾦融機關之各項任務及公、⺠營
企業保險⾦融能⼒的中、⾼級實⽤專業⼈才為⽬標。本系所設定的學⽣職場培育⽬標為：傳授紮實的保險及⾦融理論與知
識，養成多⾯向的學習習慣，將⼤學部學⽣培育為『專業、敬業、樂業的保險與⾦融產業中⾼階層保險⾦融管理專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附
有排名。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得獎證明或其他有利⽂件。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有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
2、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5. 相
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8201 國⽴臺中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的教育⽬標訂為：「培育專業實務、創新思維、國際視野的企業管理⼈才」。在本系的總體教育⽬標上，本系期望能
將⼤學部學⽣培育為「企業基層的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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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1. 最⾼學歷證明(必)：
(1) 最⾼學歷畢業證書影本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侵權，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畢業證書影本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
業證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
等。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基礎中⽂聽、說、讀、寫能⼒相關證明⽂件。
88206 國⽴臺中科技⼤學 商業設計系 Department of Commercial Design
系所分則
【教育⽬標】
1. 培養數位內容、跨領域與多媒體展⽰⼈才。
2. 培養⾏銷傳播、國際競賽與創新創業⼈才。
3. 培養印刷出版、視覺影像與廣告包裝⼈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NOTE-1】、凡辨⾊⼒異常或視⼒有嚴重障礙，以致影響學習及作業者，不宜。
【NOTE-2】、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侵權，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
學位。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前⼀階段稱績單⼀份。 3. 作品集(必)：作品集電⼦書（影像、
繪圖、各式媒體作品均可，12件以上，20件以下，可含其他有助於審查之⽂件五項以內，完成作品集pdf，上傳issuu或
google雲端硬碟分享，或dropbox分享)
88204 國⽴臺中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特⾊：針對資訊領域未來發展趨勢，以「商業管理」、「資訊系統」、「雲端網路」、「多媒體」四⼤主軸之規劃、
設計、應⽤與管理之核⼼能⼒，以培育資訊與管理特⾊⼈才。⽬標為培養學⽣資訊理論、訓練學⽣資訊系統實作能⼒，以
及在多元化企業經營模式下，提昇學⽣繼續升學與職場就業能⼒。本系師資堅強，軟硬體設備⿑全，相關課程與畢業相關
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im.nut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1) 申請者須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
(2)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前⼀階段歷年成績單與排名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例：當地會考成
績、其他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88205 國⽴臺中科技⼤學 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為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優秀流通專業⼈才，落實技職教育之⽬標。課程規劃包括基礎商學、共同專業、以
及兩⼤核⼼專業「物流管理」及「商店經營管理」領域課程，並且融⼊資訊科技應⽤課程；同時並輔導學⽣考取國際證
照、實務專題製作、校外實習、以及企業參訪，增加學⽣實務知識和經驗。碩⼠班分為「物流運籌」及「經營管理」兩領
域課程，培養並強化學⽣理論邏輯、整合能⼒、創新研究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如: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1) 申請者須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
(2)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如學術作品、競賽成果、證照影本等。
88211 國⽴臺中科技⼤學 應⽤⽇語系 Dept. of Japanese Studies
系所分則
【教育⽬標】
本教學單位包含五專、⼆技、四技、研究所四⼤學制，教學資源整合完善，以培養優秀且多元之對⽇商務⼈才為職志。為
擴⼤學⽣學習機會，本系所亦強化與政府產業界及⽇本姊妹校合作。
【教學特⾊】
1.⽇語為主，商業和英語為輔三合⼀課程。
2.⽇本研習、留學、實習、企業參訪。
3.產學合作及業界師資輔助教學。
4.輔導取得相關證照。
5.激發學⽣潛能。
本系師資專⻑涵蓋⽇本語教育、⽇本經濟、⽇本⽂學、⽇英語溝通技巧、中⽇口筆譯、⽇本社會、⽇本政治與外交等領
域。
【畢業規定】
須通過「⽇⽂檢定證照(或⽇⽂能⼒測驗)」以及「商學相關檢定證照」，詳⾒網⾴公告(網址:http://jl.nutc.edu.tw/)。餘
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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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1. 最⾼學歷證明(必)：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
者取消學位。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得獎、競賽、公平考
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語⾔類競賽證明、各類檢定通
過證書影本等。
88210 國⽴臺中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系所分則
⼀、本系⽬前設有⽇間部四技4班、⼆技2班、五專5班、進修部四技。
⼆、本系之教育⽬標為培養學⽣英語聽說讀寫能⼒，具備經貿商業專業知識與技術，觀光休閒旅遊休閒⼈才，以及培養學
⽣具備中英⽂化之素養與專業知識之⼈才。
三、畢業規定：須通過「英⽂檢定證照」或英⽂能⼒測驗，詳⾒網⾴公告(網址: http://fl.nut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2. 副
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歷年成績單。
88208 國⽴臺中科技⼤學 ⽼⼈服務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Senior Citizen Servic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宗旨為進⾏教學、研究與服務，並培養基礎專業服務⼈才。教師執⾏整合性和跨學科的⽼⼈相關議題之教學、研究與
社會服務，並培養具有宏觀視野、跨領域知識背景及協調能⼒的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2. 副
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
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語⽂與專業證照。
88213 國⽴臺中科技⼤學 商業經營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教育⽬標】
本係教育⽬標為培育「智能與資訊兼備的商業經營決策(MIT)專才」，MIT專才為本系培育三⼤類⼈才⽬標的英⽂⾸字⺟
縮寫：M (Management)係指具備智慧商業經營管理的基礎知識⼈才；I (Information) 係指具備智慧商業資訊管理的專
業素養⼈才；T (Technology) 係指具備智慧商業科技管理的應⽤技能⼈才，除專業技能培育外，同時希冀學⼦能兼具⼈
⽂素養、國際觀與倫理品德。
【教學特⾊】
1. 跨領域學習：配合⼈⼯智慧應⽤服務產業需求提供「智慧⾏銷」、「⾦融科技」及「智慧商業管理」三⼤主軸課程，培
育學⽣資訊科技與商業管理跨領域能⼒。
2. 適性教學：以學⽣需求為出發點，打造俾利學⽣畢業後就業與升學之教學環境。
3. 專屬獎學⾦：提供專屬獎學⾦⿎勵學⽣學習。
4. 雙師輔導：提供學校與業界雙導師之⽣涯輔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如: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1) 申請者須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
(2)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
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如學術作
品、競賽成果、證照影本等。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學校代碼
85
聯絡電話 886-2-28227101ext.2733
傳真 886-2-28206729
地址 11219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365號
網址 http://www.ntunhs.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教育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udent.ntunhs.edu.tw/files/13-1002-15374.php
⾦
學校
基本
資料

宿舍 僑港澳⽣保障住宿、優先分配住宿及在學期間優先申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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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本校創⽴于1947年，是臺灣專⾨培育國家護理與健康科技⼈才之國⽴⼤學。本校配合⼈在⽣命週期所呈現不同階段
的健康照護需求，培育從出⽣到終⽼階段所需相關護理、健康照護⼈才。⽬前設有護理學院、健康科技學院、⼈類
發展與健康學院，下設⼗⼆系⼗⼆研究所和⼀中⼼。 ⼀、辦學績效 1.本校畢業⽣就業率達95%，排名全國之冠。
2.本校護理系獲選為臺灣黃⾦科系第⼀名!! 3.榮獲教育部評選為教學卓越⼤學 4.榮獲教育部評選為典範⼤學 ⼆、教
備註 學特⾊ 1.提供多元學習管道/專業機構實習機會 2.提供學⽣取得國際專業證照與國家證照 3.培養學⽣專業與實務能
⼒，畢業等於就業 4.開設海外研修課程，提升學⽣國際競爭⼒ 三、僑⽣就學優惠條件 1.學費：國⽴⼤學收費，每
學期約新臺幣2~ 3 萬元。 2.設置僑⽣獎學⾦與優先⼯讀機會。 3.住宿：保障住宿優先權，住宿費每學期臺幣 8,000
- 18,000元。 4.交通: 位於台北市中⼼，步⾏5分鐘即可達捷運站。 5.國外學習：提供海外研修課程與國際雙學位課
程，提供出國獎學⾦補助。
88502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嬰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Infant and Child Care
系所分則
為培訓⾼品質的嬰幼兒教保⼈員，以因應家庭、社會及國家的育兒需要，本系旨在於培養理論與實務能⼒兼備，具邏輯、
省思、關懷以及創新能⼒之幼兒教保專業⼈才，進而提昇幼保專業品質。依此⽬標培育學⽣下列專業知能： 1. 嬰幼兒照顧
及教育專業相關知能 2. 教保服務⾏政經營管理相關知能 3. 良好⼈際溝通與⾃我成⻑之能⼒ 4. 嬰幼兒教保研究發展之相關
知能 5. 具備嬰幼兒教保專業倫理與精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影本(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
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參與、學⽣幹部證明、⼯作經
驗等證明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成果作品、特殊才能及體適能檢測成績證明書等 5.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傳(必)：中⽂⾃傳，A4格式，請
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選擇嬰幼兒保育系就讀的原因，1200字以內 8.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A4
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未來的抱負，1200字以內
88503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護理系 School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護理系(所)強調「以⼈為核⼼」的健康照護理念，配合⽣命週期中之不同的健康照護需求，並結合跨領域合作以發展創新
護理科技及健康照護模式，融合專業核⼼價值包括關懷、專業倫理、批判性思考、⾃主學習、基礎⽣物醫學科學、護理技
能、溝通與合作、克盡職責、管理與領導、研究及國際視野的教育理念於教學中，以培育稱職的護理師及進階護理專業⼈
才。 本系(所)擁有50多位博⼠層級護理師資，皆兼具國內外學經歷及豐富之實務經驗，連結教學、實務及研究。課程規劃
在⼤學部著重學⽣的多元發展與⽣涯規劃，除培育就業職場的⼈⼒需求，實施以能⼒為導向的課程，提供多個情境模組選
習，設置多元學習管道，以增廣學⽣國際視野，例如實施國際雙學位學程，交換學⽣及海外⾒習等。 ⽬標 （⼀） 運⽤專
業知能及批判性思考提供護理照護。 （⼆） 展現關懷的照護⾏為。 （三） 展現溝通與合作的知能。 （四） 展現克盡職責
的態度與⾏為。 （五） 展現專業倫理素養於護理實務中。 （六） 展現終身學習的⾏動。
報考資格:護理專科(含)以上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影本(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護理專科歷年
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領導經驗、社團表現、⼯作經驗等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或競賽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護理師執照 8. ⾃傳(必)：中⽂⾃傳，A4
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護理系就讀的原因，1200字以內。 9.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書，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護理系就讀的原因、未來的抱負、規畫，1200字內。
88504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期照護系 Department of Long Term Care
系所分則
培養訓練⻑期照護學⽣畢業時成為⻑期照護之實務⼯作者、經營管理者、政策參與者相關⼈才，且具備下列能⼒： 1.統合
⻑期照護基礎及專業知能。 2.提供專業性服務、教學及研究。 3.執⾏⻑期照護個案及機構監督與管理。 4.認識⻑期照護體
制建構重要性。 5.倡議⻑期照護相關政策與法令。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歷證書或同等學歷證明影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專科歷年成績
單(含班級排序)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参與表現、⼯作
經驗、志⼯服務等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或競賽成果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傳(必)：中⽂⾃傳，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學原因，⼀千
字以內。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A4格式，未來抱負，1200字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英⽂檢定成績。
88505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分重視學⽣的多元發展與⽣涯規劃，與健康事業相關機構合作開設4類學程健康保險管理學程、健康照護品質管理
學程、醫療資訊管理學程及計量與資料處理學程。同時為提供本系師⽣優良的教學、研究及服務環境，建⽴本系特⾊，除
擁有兩間設備新穎的資訊專業教室外，更設⽴計量統計諮詢暨研究室、健康資訊研究室及健康環境研究室。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香港副學⼠（或⾼級⽂憑）- 第 15 ⾴ -

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歷證書或同等學歷證明影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專科成績單(含
班級排序)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参與表現、⼯作經驗、
志⼯服務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或競賽成果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英⽂檢定證
明 6. ⾃傳(必)：中⽂⾃傳，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就讀原因，⼀千字以內。 7. 讀書計畫書
(必)：中⽂讀書計畫書，A4格式，就讀原因、未來抱負，⼀千字以內。
88506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護理助產及婦⼥健康系 Department of Nurse-Midwifery and Women Health
系所分則
護理助產及婦⼥健康系包含學⼠與碩⼠層級，為因應我國醫護教育政策及本校中⻑程計畫，強調「以⼈為核⼼」的照護，
配合不同⽣命週期中之不同的健康照護需求，發展因應現代婦⼥需求，培育婦⼥⽣命週期中所需之健康照護⼈才，包含助
產與具性別意識及切合婦女的需要之照護能⼒，並融合專業核⼼價值，包括關愛、專業倫理、批判性思考及⾃我主導學
習、基礎⽣物醫學科學、護理技能與溝通與合作、克盡職責、管理與領導、研究與國際視野等核⼼素養的培育培訓護理專
業及進階護理專業⼈才，以符合我國健康照護體系就業市場所需之助產及婦⼥健康照護專業⼈才。
報考資格:護理專科(含)以上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護理專科副學⼠或
⾼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
殊表現)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或競賽得獎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臺灣護理
師證書影本 7. ⾃傳(必)：中⽂⾃傳，⾃傳、學經歷、陳述申請該系原因，1000字以內。 8.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
計畫書，註明申請系所，報讀原因，未來規劃及抱負，1000字以內。
88507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 Department of Allied Health Education and Digital
Learning
系所分則
本校以「邁向健康照護與管理特⾊的優質科技⼤學」為發展願景，希冀培育學⽣有「健康科技專業知識、獨⽴思考批判創
新、中外⽂及國際視野、資訊科技應⽤能⼒、團隊合作溝通管理、博雅涵養⽣命關懷、終身學習永續發展、良好的健康體
適能」等⼋項核⼼能⼒，達成培育優質健康與管理的專業⼈才，因此，本系配合學校發展規劃以及因應數位學習時代的趨
勢，於⺠國105年5⽉奉教育部核准通過增設「醫護教育暨數位學習系」，並將⾃⺠國89年奉准設置的「醫護教育研究所」
改名為「醫護教育暨數位學習系碩⼠班」，走向系所合⼀，有效整合運⽤各⽅資源。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在學證明等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或⾼級⽂憑在校歷
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社團、幹部等資料。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特殊表現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或競賽成果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證明 8. ⾃傳(必)：中⽂⾃傳，⾃傳、報考系
所、報考原因 ，A4格式，1000字內。 9.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劃書，讀書計畫，對未來學習計畫、抱負等(A4格
式、1000字以內)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或英⽂能⼒證明⽂件

國⽴⾼雄餐旅⼤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83
聯絡電話 886-7-8060505
地址 81271⾼雄市小港區松和路1號
網址 http://www.nkuh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傳真 886-7-8060980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詳洽本校學⽣事務處
⼀、新⽣註冊時⼀律參加體檢並⾃備體檢費。⼆、男⼥兼收，原則上僑⽣優先住校。 三、本校實施勞作教育，學⽣
需依本校服儀規定穿著制服，髮⾊須為⾃然髮⾊，否則須予回復處理，不得染⾮⾃然髮⾊或剪燙奇異髮型，校內全
⾯禁菸，違者依本校校規處理。 四、採三明治式教學：(1) 畢業前實施「校外參訪研習」，該研習為必修1學分課
程；須⾄校外參訪，參訪費⽤⾃理約新台幣72,000元，分期攤繳，請參閱國際事務處校外參訪網站或洽分機17202
洽詢。(2)學⽣需⾄餐旅業界實習六個⽉，實習期間仍須繳交學費全額，雜費五分之四。 五、 學雜費之繳交標準，
備註 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其餘代辦費另計，有關學雜費之繳交標準請參閱本校「學雜費專區」資訊。 六、
基於產業特性須具備溝通互動、旅遊服務、⾷品安全，需具備口語表達、⼈際互動、溝通協調、情緒控管、良好體
能及移動能⼒。 七、注重外語及專業能⼒提升，本校學⽣於修業年限內，除需修滿各系畢業學分數外，尚須通過相
關畢業條件之規範。 ⼋、開設教育學程，培育中等學校餐旅師資。 九、以上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外籍⽣⾃⼊境當⽇起，無投保⾄少六個⽉效期之醫療及傷害保險，請⾃健康中⼼加保。⼗⼀、來台滿6個⽉，
僑⽣及外籍⽣依法規⼀律須強制參加「全⺠健康保險」，請⾄健康中⼼申請。

88301 國⽴⾼雄餐旅⼤學 餐飲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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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以產業創新、務實致⽤為核⼼的發展⽅向與重點，培育具備實作⼒、就業⼒與競爭⼒的餐飲服務業優質管理⼈才為主要教
學⽬標。教學以做中學、學中做為藍圖，強調邊做、邊學、邊修正的實務技能學習模式。提供學⽣參與海外實習或英美雙
連制學習，強化外語應⽤能⼒，務求符合國際化⼈⼒需求發展的趨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式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式、歷年成績單正本⼄
式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相關有利審查之證明。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各種證照、檢定合格證明或結訓
證明等能⼒證明⽂件

國⽴勤益科技⼤學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81
聯絡電話 886-4-23924505
傳真 886-4-23939845
地址 41170臺中市太平區坪林⾥中⼭路⼆段57號
網址 http://www.ncu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sa.web2.ncut.edu.tw/files/14-1003-41385,r470-1.php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本校為臺灣中部地區唯⼀典範科技⼤學，連續12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辦學績效卓著。⼆、學校地
備註 址：(41170)臺中市太平區坪林⾥中⼭路⼆段57號 三、電話：04-23924505 四、網址：http://www.ncut.edu.tw
五、本校男⼥兼收。
學校
基本
資料

88101 國⽴勤益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規劃涵蓋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網路多媒體暨遊戲機、智慧機器⼈等三⼤學程，主要培育學⽣成為理論與實務並
重之電⼦相關領域之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
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例
如：推薦函、證照、社團參與、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成果作品報告等)。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
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國⽴臺北商業⼤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學校代碼
84
聯絡電話 886-2-23226050
傳真 886-2-23226054
地址 10051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段321號
網址 https://www.ntub.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企劃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境外學⽣服務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stud.ntub.edu.tw/p/403-1007-966-1.php?Lang=zh-tw
臺北校區於107學年啟⽤學⽣宿舍，地點位於新北市中和區（近華夏科技⼤學），從南勢⾓搭乘捷運⾄學校約40分
鐘⾞程。⽬前宿舍設有雙⼈房與四⼈房，並優先提供境外⽣⼊住。每房均有書桌椅、床舖、⾐櫃、共⽤衛浴設備、
宿舍 冷氣機，房間內電費（含房間內冷氣）另計。 桃園校區設有學⽣宿舍，寢室為四⼈⼀室套房，提供床組、⾐櫃、鞋
櫃、書桌椅、照明、冷氣、電扇、網路及衛浴設備等，宿舍聘有輔導管理員24小時值勤處理住宿⽣各項事務。學⽣
居住便利且舒適，建築物重視通⾵及採光，設有開放式綠化中庭，可提供明亮清靜的住宿環境。
1.⼆年制修業年限不得少於⼆年，修業期滿及格者，授予學⼠學位。 2.各系男⼥兼收。 3.本校設有財經學院、管理
學院、創新設計與經營學院。 4.110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109學年度第1學
期收費標準：臺北校區⼆技學費14,980元、雜費6,540元、電腦及網路通訊使⽤費400~600元；桃園校區⼆技學費
14,980元、雜費10,800元、電腦及網路通訊使⽤費400~600元，對經濟上有困難之學⽣，學校提供僑⽣各類獎助學
備註
⾦、僑⽣學習輔助⾦、急難救助⾦等協助措施。 5.本校實施學⽣英語能⼒及專業能⼒畢業⾨檻。 6.本校⽬前有臺北
校區(財經及管理學院)及桃園校區(創新設計與經營學院)兩校區，臺北校區位於臺北市中正區，除有多線公⾞往
來，並近捷運善導寺站(約4分鐘路程)，距臺北⾞站步⾏約15分鐘，交通便利，臺北校區設有宿舍(位於新北市中和
區)，桃園校區亦提供完善的宿舍設施。
學校
基本
資料

88401 國⽴臺北商業⼤學 會計資訊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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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會計資訊系提供會計專業之最佳技職教育訓練。⽬前⽇間學制包括五專、四技、⼆技、碩⼠班，進修學制包括四技、⼆
技。⼤學部每班⼈數在40⼈以下。課程規劃有紮實的專業核⼼課程、產業需求之學程課程、多元化專業選修課程、證照輔
導課程、及跨學系選課規劃。向勞動署申請之就業學程（電腦審計學程），採外加資訊技術課程⽅式（包括四⼤會計師事
務所職場體驗）加強最新資訊技術，以因應就業市場強勁需求。開設6或9學分「專業實務實習」(industrial placement)
課程，畢業前安排學⽣⾄企業或會計師事務所實習。與財務⾦融系合辦「銀⾏業稽核學分學程」，⿎勵跨領域修習相關學
分學程，建⽴第⼆專⻑。與CIMA、AIA、ACCA簽約引⼊國際專業證照課程。
本系強調專業證照與競賽。在校⽣考取專⾨技術⼈員普通考試記帳⼠考試⼈數及⽐率全國居冠。本系為強化學⽣獨⽴思考
與整合能⼒、表達溝通能⼒、團隊合作及職業道德與服務精神的養成，輔導學⽣成⽴會計辯論社群、資訊以及稅務社群，
培育學⽣專業⽐賽與個案分析等訓練。第27屆會計菁英盃辯論⽐賽奪得冠軍並代表台灣赴青島參加2015海峽兩岸⼤學會計
辯論邀請賽，本系學⽣與厦⼤、上財、東財、央財、中⼭、中南財、西安交⼤等⼤陸15所知名⾼校會計系代表隊競逐。勤
業眾信稅務達⼈挑戰賽台灣稅法⽐賽連續兩年奪得冠軍，全國⼤專院校電腦稽核個案競賽連續兩年獲得第⼀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
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8.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88408 國⽴臺北商業⼤學 財政稅務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授與財政和稅務知能，以培育具財政稅務理論與實務兼顧之⾼階專業⼈才。中⽂能⼒聽、說、
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
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
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傳
(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
機）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學校代碼
90
聯絡電話 886-6-2664911
傳真 886-6-2668920
地址 71710台南市仁德區⼆仁路⼀段60號
網址 http://www.cn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ica.cnu.edu.tw/USER/Userfile/file/ff170624165213687887.pdf
宿舍 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本校緊鄰台南機場、⾼鐵台南站及奇美博物館，鐵公路交通便捷。三、教學與⽣活設施完善，
擁有圖書資訊⼤樓、學⽣活動中⼼、體育館、游泳池、SPA館等。四、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住校。
備註 設備新穎完善，男⼥學⽣宿舍共計約有五千個床位，宿舍及所有教室均備有網路及冷氣空調設施。五、校址：台南
市仁德區⼆仁路⼀段60號。六、有關本校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www.cnu.edu.tw。七、電
話：06-2664911。
學校
基本
資料

89001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化粧品應⽤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Cosmetic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1993年，為國內最早成⽴之化粧品專業科系，畢業⽣數千⼈，任職於化粧品各相關產業。本系辦學績效良好，
在94學年度及99學年度皆經教育部科技⼤學評鑑為優等。本系⽬前有30位專任教師，教師⼈數為全國化粧品相關科系之
冠，專業領域涵蓋化粧品製造、化粧品評估(物性、安全性與有效性評估等)、化粧品原料開發、化粧品⾏銷、專業美容保
養與彩粧等⽅⾯。本系於2003年奉准成⽴化粧品科技研究所，亦為國內最早成⽴的化粧品專業研究所，多年來培養許多化
粧品產業⾼階⼈才。化粧品科技研究所於2013年更名為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班。⽬前更與奇美醫院及嘉義
基督教醫院合作，由該院遴選優秀醫師⾄本系任教，提供學⽣更扎實的專業訓練。為了開拓學⽣國際視野，本系近年來積
極與中國⼤陸及其他國家進⾏學術交流。2011年與泰國King Mongkut'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onburi
(KMUTT)簽訂研究所雙聯學制與碩⼠雙聯學位，可同時擁有兩校畢業證書;與⽇本東京農業⼤學及星加坡理⼯⼤學均簽訂
合作協議書;並與韓國昌信⼤學建⽴學⽣交流管道。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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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南臺科技⼤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87
聯絡電話 886-6-2533131
地址 710301台南市永康區尚頂⾥南台街1號
網址 https://www.st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傳真 886-6-2546743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請有意願申請住宿之境外學⽣⾃⾏上網⾄本校新⽣專區登記，再由⽣輔組確認後請學⽣預先繳床位費後，再統籌安
宿舍
排。
南臺科技⼤學秉著「發展科技與⼈⽂並重的多元學習學程，培養學養兼具的優質⼈才」及「⽴⾜台灣、放眼世界的
國際化佈局」的理念進⾏辦學，並以成為國際頂尖科技⼤學為⽬標。 商管學院各系皆已通過AACSB認證，⼈⽂社
會學院於台灣教育部科⼤評鑑中皆獲得通過，⼯學院全數系所及數位設計學院通過IEET⼯程及教育認證。2018獲
備註 教育部⾼教深耕計畫補助，核定⾦額達1億7,276萬元，為私⽴科技⼤學最⾼、全國科⼤第六；2019年再度獲得補助
⾦額1億8,357萬元 。 2006~2017連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8億1,381萬元，累計補助全國科⼤第⼆，私⽴
科⼤第⼀；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學計畫」私校最⾼補助累計5.22億元，全國私⽴科⼤第⼀，在全國科⼤中亦名
列第五。
88705 南臺科技⼤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Recreation, and Tourism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育⽬標在於培育休閒產業管理⼈才，結合理論與實務並⾏之教學，對觀光旅遊以及遊憩活動等提供完整之教育訓
練。並利⽤實務專題製作及各項競賽與專業證照取得，訓練學⽣能運⽤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培養休閒管理服務之專業
技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副學⼠畢業證書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在校成績單(含班排名或系排
名)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4. ⾃傳(選)：⾃傳
88703 南臺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秉持「愛」與「榜樣」的教育信念，建構教保專業知識內涵、專業技能以及專業倫理信念，期望培育具備幼兒教育與
保育之專業教保⼈才為⽬標。本系畢業學⽣可在幼兒教育機構、幼兒保育機構、早期療育機構、托嬰中⼼、課後照顧機
構、兒童相關產業就職。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副學⼠畢業證書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學成績單（含班排名或系排
名）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報告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件 5. 相
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技能檢定證照 6. ⾃傳(選)：⾃傳及讀書計畫以中⽂撰寫600字以內 7. 讀書計畫書(選)：⾃傳及
讀書計畫以中⽂撰寫600字以內
88706 南臺科技⼤學 資訊傳播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資訊傳播系的教學規劃涵蓋「數位媒體製播」及「多媒體與特效」兩⼤領域，除強調現代化科技傳媒的學術訓練和專業精
神之外，期望培養學⽣具有「專業素養、國際視野、社會關懷」之⽂化內涵與數位化專業媒體的實務製播能⼒，期望學⽣
成為兼具⼈⽂關懷、創意思考與專業技能的新媒體尖兵。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副學⼠學位證書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在校成績單（含班排名或系排名）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選)：專題報告或成果作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技能檢定
證照
88709 南臺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活設計組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Creative Lifestyle
Design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配合政府⽂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培育國家未來進⾏相關⽂化及創意的產業⼯作者，⽬的是為落實國家「⽂化」中既
有存在的⽂化新型態，透過創意與藝術的訓練將⻑年的⽂化累積，轉變成智慧財產的形成與應⽤，進⾏未來作為創作財富
與就業的潛⼒，並促進整體⽣活環境的⾏業;本系透過⽂化空間體驗與⽂化商品開發之訓練(⽣活體驗、場域設計、⽂化資
產、活動管理等多⽅⾯整合型體驗設計)進⾏培育全⽅⾯的⽂化創意的藝術設計⼈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副學⼠學位證書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在校成績單（含班排名或系
排名）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技能檢定證照 5. 作品集
(必)：⾄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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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88710 南臺科技⼤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Dep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產品設計專業⼈才，以設計促進產業升級」為設⽴宗旨，專注於產品設計之教學與研發⼯作，契合業界需求
以產品設計、製造⼯藝以及使⽤者體驗之介⾯互動設計為主要發展⽅向。學校辦學優良且⼤⼒⽀持，本系專兼任教師皆為
設計背景並具豐富業界資歷，系上空間及各項設計專業軟硬體兼備，配合紮實設計課程規劃及產學型設計訓練，為臺灣設
計實務導向之產品設計優質系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副學⼠畢業證書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學成績單（含班排名或系排
名）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報告或成果作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技能檢定證照 6. 作品集(選)：學⽣作品集 7. ⾃傳(必)：⾃傳(600~1000字)

景⽂科技⼤學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B3
聯絡電話 886-2-82122000
傳真 886-2-82122199
地址 23154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網址 https://www.j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學服務中⼼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教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203.64.67.223/rule/rules/A003-107-5-22-1hg.pdf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其他
⼀、男⼥兼收。 ⼆、本校教學設備完善，所有教室皆有e化週邊及投影機設備。專業教室設有軟硬體廣播系統以提
升教學品質。校園並建置有無線上網及教室有線網點設備。 三、本校備有冷氣、網路等設施完善之學⽣宿舍，遠地
新⽣優先申請。 四、有關本校之各類教學資源概況及各項獎學⾦之提供，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http://www.just.edu.tw。 五、本校⽇間部學雜費為國內所有私⽴科技⼤學及技術學院中收費最低，2020年⼯學
院49,628元、商學院43,160元。 六、本校交通便利，有新店客運「綠10」經新店捷運線⼤坪林站4號出口及指南客
備註
運「897」經中和新蘆線景安站⾄本校校⾨口，另開⾞由安坑交流道經由安⼀路到本校僅需5分鐘。 七、世界第⼀
所ISS國際安全學校認證通過之科技⼤學。國際化成果豐碩，屢獲教育部海外國際遊學志⼯、海外體驗學習獎助學
⾦等經費補助。 ⼋、2020《1111⼈⼒銀⾏》企業最看好年輕潛⼒⼤學，北區第⼀。 九、教育部2014年⾸次辦理之
科技⼤學認可制評鑑，本校校務類、專業類系所全數通過。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佳者為宜。 ⼗⼀、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學校
基本
資料

8B309 景⽂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系所分則
1.培育具國際觀之⾼階視覺傳達設計⼈才。
2.培育學⽣具多元設計領域之專業能⼒。
3.提昇學⽣職場就業之競爭⼒。
4.培育虛⼼學習、品德端正及具⼈⽂藝術素養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式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式、歷年成績單正本⼄
式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在校表現優良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
料 5. 作品集(必)：作品集及作品著作權切結書 6.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學計畫書
8B303 景⽂科技⼤學 旅遊管理系旅⾏業經營管理組 Department of Travel Management Division of Travel
Industr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培育旅⾏業經營管理⼈才。
2培育導遊領隊⼈才。
3培育旅遊活動企劃⼈才。
4培育旅遊運輸服務⼈才。
5培育旅遊⽬的地經營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式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式、歷年成績單正本⼄
式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在校表現優良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
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學計畫書
8B310 景⽂科技⼤學 應⽤外語系⽇⽂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Japanese Divis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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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養具備外語聽、說 、讀、寫、譯五種技能之⼈才。
2. 培養具備國際視野、跨⽂化溝通技巧之⼈才。
3. 培養具備跨國企業之商務運⽤能⼒之⼈才。
4. 培養具備外語教學能⼒之⼈才。
5. 培養具備外語知識與⽂化素養並能學以致⽤之⼈才。
6. 培養具備觀光產業之專業知識與服務技能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式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式、歷年成績單正本⼄
式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在校表現優良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
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學計畫書
8B308 景⽂科技⼤學 應⽤外語系英⽂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English Division
系所分則
1.培養具備外語聽、說、讀、寫、譯五種技能之⼈才。
2.培養具備國際視野、跨⽂化溝通技巧之⼈才。
3.培養具備跨國企業之商務運⽤能⼒之⼈才。
4.培養具備外語教學能⼒之⼈才。
5.培養具備外語知識與⽂化素養並能學以致⽤之⼈才。
6.培養具備觀光產業之專業知識與服務技能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式、歷年成績單正本⼄式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
式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在校表現優良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
料 5. 讀書計畫書(選)：中⽂留學計畫書
8B301 景⽂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管理組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Management
Division
系所分則
1.培育餐飲專業⼈才。
2.培育具國際觀⼈才。
3.培育具創造思考知能的⼈才。
4.培育敬業樂群的專業⼈才。
5.培育具倫理道德的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式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式、歷年成績單正本⼄
式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在校表現優良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
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學計畫書
8B302 景⽂科技⼤學 旅館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te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養理論與實務結合的優質觀光旅館專業⼈才。 （1）具備旅館後場操作、前檯執⾏能⼒。 （2）具備會議展覽企劃與執
⾏能⼒。 （3）具備外語溝通基本能⼒ （4）具備管理學、會計學、財務報表分析、⾏銷學基本知能。 （5）具備電腦運
⽤、電⼦商務等知能。 （6）具備⼈際溝通、消費者⾏為等專業知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式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式、歷年成績單正本⼄
式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在校表現優良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
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學計畫書

輔英科技⼤學 Fooyi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92
聯絡電話 886-7-7811151
傳真 886-7-7830546
地址 83102⾼雄市⼤寮區永芳⾥進學路151號
網址 http://www.fy.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暨⼊學服務中⼼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ntlstudent.fy.edu.tw/files/13-1059-7853.php?Lang=zh-tw
宿舍 新⽣保障住宿,其他
學校
基本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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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 1958年成⽴，台灣領先發展的醫護優質品牌科技⼤學，世界網路⼤學排名(Ranking Web of Universities)
排名台灣科⼤Top 10，醫護專業排名Top 3，教育部評鑑訪視全部通過，⼯程相關系科IEET國際認證，近萬名學
⽣規模。 ⼆、 台灣唯⼀具有附設醫院之科技⼤學，設置國際⽔準之健康照護、醫學檢驗、物理治療、美容、⾷品
營養、幼兒保育、環境檢驗等醫護與技能檢定中⼼。 三、 本校與多個上市產業合作，上百間多元實習訓練機構，
備註 提供國內國外有薪實習機會。業界雙師教學，讓你理論與實務兼備。 四、 台灣教育部公佈⼤學畢業⽣就業率，輔
英全台第3，90%雇主對畢業⽣所學滿意。護理師、助產師、物理治療師、醫檢師、職業安全衛⽣管理等專⾨技術
⾼考證照，輔英考證通過率⾼於台灣各⼤學平均值，護理師、營養師、⼯礦技師等更榮獲榜⾸。 五、保證⾼額獎學
⾦，⼆技個⼈申請第⼀志願錄取本校享第⼀學期學雜費全免，第⼆學期後依成績可續享學雜費半免或全免（獎學⾦
詢問⽅式：E-MAIL：OIA@fy.e du.tw；聯絡電話：+886-7-781-1151，分機：2402。
89203 輔英科技⼤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ealth-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以「管理職能」、「健康照護」、「基本能⼒」與「博雅涵養」為課程重點；專業核⼼課程分為健康照護知能與健康
事業管理兩個課程模組。教學⽅⾯透過產學合作、策略聯盟、實務參訪、實習課程、⾼齡學分學程、就業學程、證照輔
導，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課室教學與臨床實習並重，以培育具備健康知能及資料分析能⼒之健康機構(包括醫療院所、連
鎖藥局、健身中⼼、⻑照機構等)經營企劃幕僚及管理幹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件 4. ⾃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9204 輔英科技⼤學 ⾼齡及⻑期照護事業系 Department of Gerontological and Long-Term Care Business
系所分則
因應⼈口⽼化及⻑期照護趨勢，本系以⾼齡全程、全⽅位健康照護為主軸，提供⾼齡健康促進、預防及延緩⽼化、失智及
失能照護、以及社會與產業趨勢和需求之相關課程，培育學⽣成為活躍⽼化之樂齡健康專業⼈才，且具⻑期照護全⽅位多
元照護能⼒，⽇後並能成為⾼齡⻑照事業體之管理⼈才，以提供⾼齡及⻑期照護者更⾼品質的照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1份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正本1份 3.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件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89205 輔英科技⼤學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1.師資數為技職系科最優：
(1)本系五年制專科創始於1988年，1997年開設全國技職校院第⼀所⼆技醫事技術系，⾄2019年本系專任師資共21名，具
醫學檢驗背景者15名，其他為⽣物醫療背景。
(2)本系五專、⼆技、碩⼠班依教育⽬標和畢業⽣就業所需之職能，規劃並開設三個專業課程模組，和兩個學分學程。
(3)因應研發為⼤學院校教師之基本職責，也為教學創新之碁⽯，本系特依專任師資研究專⻑，組成四個研發團隊，分別是
「⽣物醫學團隊」、「分⼦⽣物技術團隊」、「分析檢驗團隊」，以及「中草藥理傳統醫學團隊」。由研發團隊執⾏的研
發成果，陸續融⼊教學課程，除增進同學對專題研究的興趣外，從中培養同學的團隊精神、獨⽴思考，與研究執⾏的能
⼒。
2.深耕學⽣實務專題能⼒：
本系為增進同學對⽣醫檢驗實務專題能⼒的培養，開設「醫技專題實務」課程。課程由專任教師廣泛介紹⽬前⽣醫檢驗領
域常⽤的技術與應⽤外，也加⼊教師各研發團隊，參與專題研究。⾃1998年起，本系舉辦學⽣專題研究競賽迄今已有21年
之久，並邀請校外學者專家進⾏優等論⽂的評選，為全國醫檢系科⼤學部⾸創之每年例⾏學術活動。同學因研究成果優異
而參加研究所甄試錄取者眾，畢業後在研究執⾏能⼒、團隊精神，與批判思考能⼒之表現，更為業界與學術單位所肯定。
3.課程多元具就業競爭⼒：
(1)本系以成為「迎合醫檢產業發展需求的實務教學與研發學系」，課程規劃的設計上，以增進同學⽣醫檢驗實務能⼒培養
為⽬標。
(2)拓寬學⽣視野，強化學理與技術為⽬標，紮實同學的學習與提⾼就業競爭⼒。
A.強化⾃主學習⼒：開設「醫技實務專題製作」課程，強化學⽣團隊合作與⾃主學習⼒，並產出成果。
B.課程多元：開設「臨床醫學類」、「⽣物醫學類」，以及「醫檢管理類」三個模組。
C.證照考取：兩年課程中學⽣可以考取電腦或化學丙級證照，選讀學分學程並取得睡眠腦波技術認證。
D.強化實務⼒：參與國內實習或海外實習，強化與拓寬個⼈學理技能與視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1份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正本1份 3.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件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89206 輔英科技⼤學 保健營養系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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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本系秉持「營養預防、保健養⽣」之教學⽬標，配合產業界之需求，培育學⽣成為兼俱紮實營養知識和嫻熟專業技術的保
健營養專業⼈才。⽬前畢業⽣分佈於營養、⽣技、醫藥、護理、餐飲與⾷品等健康促進專業領域。
1.預防保健與營養照護：
本系秉持「營養預防、保健養⽣」之教學內涵，配合當前產業界之需求，培訓具有紮實營養知識、嫻熟專業技術與重視⼈
道關懷的學⽣。藉由理論與實務並重，培育南台灣最佳的營養與保健⾷品專業⼈才。
2.強化專業技能與提升學理養成：
(1)教學特⾊為理論與實務結合，透過產學合作、專題製作、業界實務參訪、實作課程，培養學⽣構思與團隊合作能⼒，增
進職場技能與優勢。
(2)精⼼規劃慢性病飲⾷、特殊營養品與保健⾷品研發所需的專業課程，再輔以⾷品衛⽣檢驗與營養分析技術和健康餐飲設
計等相關課程。課程搭配實務實習，使學⽣達到實務與專業結合，符合就業市場需求。
3.專業技能與職場結合：
(1)開設專業技能課程，包含：營養模組-強化營養與醫學健康之整合，培養營養產業相關⼈才，輔導證照為專技⾼考與公
職「營養師」。保健⾷品模組-培育保健⾷品及衛⽣檢驗產業⼈才，輔導證照為「保健⾷品⼯程師」、「⾷品分析與檢驗技
術⼠」等。健康餐飲模組-培育健康餐飲產業⼈才，輔導證照為「中餐烹調技術⼠」、「烘焙技術⼠」、「HACCP」衛管
⼈員等。
(2)配合營養師考試與專業實務能⼒養成之需求，規劃醫療院所、團膳機構、公私⽴⾷品研究發展、營養⽣醫所之實習課
程，提升學⽣對職場之認識與實務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朝陽科技⼤學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86
聯絡電話 886-4-23323000
傳真 886-4-23742317
地址 413310臺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網址 http://www.cyu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csc.cyut.edu.tw/p/404-1008-20519.php?Lang=zh-tw
宿舍 新⽣保障第1學年住宿床位
⼀、 本校榮登2020年英國泰晤⼠⾼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全球最佳⼤學排名1000+、全球最佳年輕⼤
學排⾏榜400+、亞太地區最佳⼤學排名300+、世界⼤學影響⼒排名301-400、全球新興經濟體⼤學排名401-500、
亞洲地區最佳⼤學排名400+、全球電腦科學領域排名600+，7項排名均為臺灣唯⼀進榜之私⽴科⼤。 ⼆、僑⽣及港
澳⽣⼊學後，得向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申請獎助學⾦。依本校海外華裔學⽣暨外國學⽣獎助學⾦設置辦法，每名
學⽣得依成績申請成績績優獎學⾦，⾄多可享學雜費全額補助 。 三、⾸次抵臺提供接機服務並保障第1學年宿舍床
位。 四、 協助境外學⽣辦理就學期間之新⽣接機、⼊住宿舍、註冊說明、體檢、居留證件申辦、⼿機⾨號申辦、
聯誼活動、參與社團活動、參加校外活動及銀⾏開⼾等各項作業。 五、 提供新臺幣8,000餘萬元獎助學⾦，如策略
備註
聯盟⼊學獎學⾦、海外遊學、交換學⽣、學⾏優良及波錠獎學⾦等。 六、 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佔95%，博⼠學位師
資佔83%，師資結構領先臺灣私⽴學校，且優於部份臺灣國⽴⼤學。 七、 《Cheers雜誌》國際及兩岸交流能量調
查排名，「赴海外交換學⽣⼈數」TOP 20，連續3年蟬聯私⽴科⼤第⼀。 ⼋、 本校設計學院連續兩年勇奪德國紅
點⼤獎最⾼榮譽(Best of the Best)。 九、 國家圖書館公布台灣最具影響⼒學術資源統計，本校學位論⽂被引⽤次
數連續7年蟬聯全台科⼤之冠，論⽂書⽬被點閱總次數及論⽂全⽂下載次數皆為私⽴科⼤第⼀。 ⼗、本校與國際學
府簽訂交換學⽣及雙碩⼠，提供學⽣取得本校與國外名校碩⼠學位之機會。 ⼗⼀、實施勞作教育，培養學⽣愛護校
園與關懷社區精神。
學校
基本
資料

88605 朝陽科技⼤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Service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專業特⾊：
本系以「綠⾊旅遊」、「運動休閒」、「餐旅管理」為發展主軸，透過2個中⼼與8個專業教室，培養學⽣學術與實務
能⼒，未來將持續充實專業教室軟硬體，輔導學⽣取得休閒相關證照並提升市場競爭⼒。
⼆、課程特⾊：
配合健康、永續、環保與樂活之休閒⽣活理念，依據發展主軸，將課程模組化，課程講授並配合專題演講、產業講
座、校外參訪、業界⾼階管理幹部之協同教學及實做演練等⽅式進⾏，強化學⽣實務能⼒及職場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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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作品集(選)：作品集

3. 其他有利審查之

5.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8614 朝陽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專業特⾊：
本系以培養「⾏銷、流通與連鎖企業管理之專業⼈才」為教育⽬標。課程結合教學三部曲之創新教學模式、競賽、證
照、專題與實習等，並建置多元實驗室，引領學⽣掌握業界現況與產業需求。本年度已建置全通路⾏銷專業實驗室，以協
助台灣連鎖產業未來科技化發展。
2.課程特⾊：
本系以「善⽤⾏流技術，融⼊連鎖實務」為主軸，⾏銷管理領域以產品與品牌、定價、通路與促銷為主，重視企劃與
市場開拓；流通與連鎖管理領域以符合連鎖產業潮流與精神，整合商流、物流、⾦流與資訊流技術，提升連鎖企業競爭優
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
(選)：⾃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8602 朝陽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系所分則
⼀、專業特⾊：
本系秉持培養實務專業⼈⼒之技職教育精神，辦學宗旨在於養成兼具「專業實務」與「思考創造」之優質視覺傳達設
計⼈才。故本系教學以精緻、務實、創意為原則，強調「畢業即就業，上班即上⼿」的專業知能，並同步輔以⽂化與⼈本
思維，以培育未來設計產業中具實務作業與構思創新能⼒的領導者為⽬標。故本系之辦學定位：以兼擅「實務技能、思考
創新、⼈⽂深度與專業倫理」設計⼈才養成的⼤學應⽤系所」。並據此擬定發展計劃：
1.推廣優質的形象特⾊
2.拓展教學與創研視野
3.導⼊產學實務的⼈才訓練
4.提升教學資源的效能價值。
⼆、課程特⾊：
本系依據視覺傳達設計領域之未來發展，規劃下列⼆個專業模組：
1.視覺企劃設計模組：培養視覺創作與傳達設計的專業能⼒、設計企劃與執⾏的專案能⼒及設計溝通與管理的專責能⼒。
2.數位媒體設計模組：培養當代動畫、多媒體與相關數位媒體之專業的執⾏能⼒及整合電影、⼿繪、美術、設計、⾳樂與
數位媒體美學競爭⼒之數位⼈才。
配合上述專業訓練規劃，並結合實務操作之⼯作室教學模式，提供充⾜的教學軟硬體，例如各項動畫數位媒體設施，以及
影像、美術、平⾯設計之專業空間資源。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作品集(必)：4件作品集(項⽬：1. 作品名稱 2. 媒材 3. 尺⼨ 4. 年代 5. 作品說明)
⼈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傳(選)：⾃傳（含學⽣⾃述/個

88607 朝陽科技⼤學 ⼯業設計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系所分則
1. 專業特⾊：
著重實務與理論結合之「作中學」教育特⾊，學⽣在設備與管理完善的⼯廠與實驗室、具實務經驗的教師與聚焦的專
業課程安排下，完成⼯業設計師的⼈格培育。
2. 課程特⾊：
實施因材施教理念的專業課程規畫，學⽣可依個⼈興趣與性向選擇「⼯業產品設計」與「⽂化創意設計」等兩⼤領域
的專業課程編組修習。此外，更透過「校外實習」、「產學雙師」、「企業講座」與「服務學習」等特殊課程安排，提昇
學⽣實務職能及開拓學⽣視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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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作品集(選)

5. ⾃傳(選)

88609 朝陽科技⼤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nd Urban Design
系所分則
⼀、專業特⾊：
本系設有專業設計教室及植栽實習苗圃，實踐景觀設計教學的理論與應⽤，透過設計、種植及管理等系列性的實作教
學，強化學⽣的設計實務與專業整合能⼒。
⼆、課程特⾊：
本系課程規劃以「設計課」為各年級核⼼課程，採小組教學，並以「做中學」為主要教學模式，強化設計及實務能⼒
之訓練；專業課程則強調「景觀」及「都市」兩⼤領域知識的建構與整合；低年級著重實作與⼿繪基礎，⾼年級強化進階
理論及銜接數位與多媒體之電腦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
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5.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作品集(選)：4件作品集(項⽬：1. 作品名稱 2. 媒材 3. 尺⼨ 4. 年
代 5. 作品說明) 8. ⾃傳(選)：⾃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選)：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88603 朝陽科技⼤學 傳播藝術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rts
系所分則
1. 專業特⾊：培育具備獨⽴思考與創新能⼒的影視創作⼈才。教師群擁有豐富的學識與實務經驗，訓練學⽣紮實的影視製
作技能，並與各⼤傳播媒體接觸，安排校外媒體參訪，使學⽣瞭解傳播產業，增進實務經驗，成為理論、實務兼顧的傳播
專業⼈才。
2. 課程特⾊：涵蓋影視、新聞紀實與⾏銷傳播，分為核⼼、發展與功能三⼤類。核⼼課程為傳播核⼼理論與⼈⽂素養課
程；發展課程銜接核⼼課程，培養學⽣影像與⽂字創作能⼒；功能課程則進階到傳播實務操作與應⽤。
3. 畢業出路：
（1）報考相關研究所；
（2）電視台、傳播公司、製⽚廠、電影公司、報紙雜誌社、廣播電台、通訊社、廣告代理商、⼀般公司之企劃、營銷與
公關部⾨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作品集(選)：作品集
5.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8611 朝陽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專業特⾊：
本系重視教保理論實務連結，邀請幼兒園、托嬰中⼼及嬰童產業機構進⾏產學雙師協同課程與產學合作，提供學⽣多
元實習與就業機會。近年薦送學⽣前往印尼、⾺來西亞海外實習，數⼗名系友受聘新加坡幼兒園任教；本系⾃從朝陽正式
加⼊歐洲ETEN國際會員組織，即展開與丹⿆、荷蘭、美國等國家進⾏師⽣學術交流，深耕台灣放眼國際。
⼆、課程特⾊：
本系課程包含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與四種專業選修課程，包括嬰幼兒照護與早期療育、蒙特梭利教育、幼兒表現藝術、
幼兒語⽂等。因不包含完整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故不發給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證明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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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作品集(選)

5. ⾃傳(選)：⾃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8612 朝陽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 專業特⾊：
三⼤發展特⾊主軸(1)商務智能;(2)⼤數據分析與⼈⼯智慧;(3) 3D互動多媒體。Elsevier期刊資料庫統計，本校「電腦
科學」與「決策科學」複合領域期刊論⽂之綜合影響⼒全球第⼀。
2. 課程特⾊：
主要培養「企業e 化技術與管理」⼈才，課程概分三⼤課群，(1)商管知能課群：培養商管領域應⽤知識；(2)資訊技術
課群：培養企業 e 化所需資訊技術；(3)多媒體應⽤技術課群。規劃3學期實務專題必修課程及安排業界實習，強化系統開
發相關技能、增強實務經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作品集(必)：1件作品集

5. ⾃傳(選)：⾃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8613 朝陽科技⼤學 資訊與通訊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專業特⾊：
重視學⽣實務課程的訓練，藉由參與研究與產學合作計畫，來訓練學⽣獨⽴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並具備整合網
路、通訊及系統相關技術，使師⽣成為能解決產業遭遇問題之技術研發⼈才。
⼆、課程特⾊：
以網路管理與規畫、⼿機程式設計、嵌⼊式系統及通訊系統技術等四種核⼼課程為基礎，發展物聯網、雲端服務與⼿
機等相關資通訊系統應⽤，使成為網路⼯程師、⼿機程式設計師、嵌⼊式系統⼯程師或通訊系統⼯程師等；課程設計另有
三學期之實務專題製作、專題成果展⽰及程式能⼒檢定。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A4
聯絡電話 886-6-2535643
地址 71002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529號
網址 http://www.tut.edu.tw
承辦單位 招⽣組

傳真 886-6-2541309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成⽴於1964年，經數次改制並於2010年10⽉1⽇正式更名為“台南應⽤科技⼤學”。 (⼆)校園幽美典雅，
學⾵溫馨和諧；位處⾼速公路交流道旁，交通便捷，⽣活機能健全，是全國最具代表的「⽂創教學型科技⼤學」。
(三)本校設有設計、藝術、旅遊、⽣活科技及管理等5個學院，包含6所23系及2學位學程，全校師⽣約13,000⼈。
(四)學校特⾊： 1.教學卓越：教學優良榮獲教育部獎勵2013-2020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及⾼教深耕計畫，8年共約3億2
備註 仟萬元。 2.評鑑優良：教育部「106學年度科技⼤學評鑑」校務類「通過」，「107學年度⼤專院校教學品保服務
計畫」22系所認可「通過」。 3.⽂創領航：以⽂化創意融⼊教學，學⾵⾃由活潑，重視創意發想。 4.多元價值：
德、智、體、群、美、技六育並重，強調服務學習，培養體魄品德。 5.務實致⽤：強調實務學習，就業導向教學，
與職場⼯作無縫接軌。 6.國際視野：營造國際化學習環境，促進師⽣國際交流，提升學⽣國際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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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403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re
系所分則
1.招收對幼兒相關領域有興趣之學⽣，致⼒培養具有專業素養、職業道德及服務精神之幼保專業⼈才。 2.具中⽂聽、說、
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8A404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餐飲系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Services
系所分則
1.招收對餐飲相關領域有興趣之學⽣，培育成為具有餐飲經營管理及廚藝製作與設計開發之專業⼈才。 2.具中⽂聽、說、
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本系需餐飲設備之實務操作及配合⾄業界實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8A406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旅館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te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招收對旅館服務產業有興趣之學⽣，致⼒培養具有國際視野、職業道德與服務技能與態度之專業旅館管理及服務⼈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須配合⾄業界實習之課程。就讀學⽣須訂製制服及廚藝制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嶺東科技⼤學 Ling Tu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A1
聯絡電話 886-4-23892088
傳真 886-4-23845208
地址 408213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1號
網址 http://www.lt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admin.ltu.edu.tw/News/NewsContent?gpid=50&mid=6032&cid=15822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有關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ltu.edu.tw）。
備註
⼆、報考本校視覺傳達設計系，須具備辨別顏⾊能⼒。
學校
基本
資料

8A102 嶺東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系所分則
配合國際發展與時代趨向、脈動及契合企業⼈才需求。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科技與美學藝術合⼀之「創意設計加值」與
「品牌整合設計」之創新與整合型專業⼈才。須具備辨別顏⾊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書、在校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專科畢業證書、
修業證書、在校證明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A4格式，請由左⾄右橫式格式書寫，500字以上。 4. 師⻑推薦函(選)：
師⻑推薦函⼀封。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如社團參與、相關
證照或學⽣幹部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7. 作品集(必)：⾜以
清楚呈現⾃身之各類能⼒的相關作品或累積成果。 8. ⾃傳(必)：個⼈⾃傳及學習經歷。 9. 讀書計畫書(必)：含報考動
機、學習⽬標及未來學習計畫。

中臺科技⼤學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

學校代碼
A3
聯絡電話 886-4-22391647
地址 40601台中市北屯區廍⼦路6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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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資料

網址 http://www.ctust.edu.tw
承辦單位 招⽣及國際合作中⼼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新⽣保障住宿 ● 宿舍床位：本校居安樓宿舍以四技及⼆技新⽣為主，本校房型有5⼈套房、6⼈及8⼈雅房，並設有
身⼼障礙寢室，為協助⼤⼀新⽣適應新的學習環境，避免因對學校周遭不熟悉致校外租屋不便，將保留床位予⽇間
學制⼤學部⼀年級新⽣，但須依規定時間内⾄教學務系統之學⽣宿舍管理系統中提出各項申請，如⼤⼀新⽣申請⼈
宿舍 數超過保留之床位數，將以抽籤籤號之排序依序核准住宿資格。舊⽣住宿資格每學年以抽籤決定。公共設施 ● 公
共設施：⼀樓會客⼤廳、⼆樓多功能廳視聽休閒區、三樓會議討論區、四樓視聽休閒區、五樓閱讀區、五樓閱讀
室，投幣式洗⾐機及烘⾐機、脫⽔機、飲⽔機、電鍋、微波爐。 ● 寢室設備：床、⾐櫃、書桌、冷氣、宿舍網路
(需⾃備網路線)。相關寢具⽤品請⾃⾏購買。
1.本校男⼥兼收，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聽、說、讀、寫之能⼒。2.備有男、⼥⽣宿舍，僑⽣優先住校。 3.
本校設有海外僑⽣社包含新⽣座談會、社團活動、獎助學⾦、居留證及出⼊境輔導、保險等相關僑⽣輔導機制，請
備註 參閱本校學務處網站http://stuaff.ctust.edu.tw。4.本校教學資源、學系概況、⼆技⽇間部畢業相關規定等事宜請
參閱本校網站http://www.ctust.edu.tw。5.校址：40601台中市北屯區廍⼦路666號，電話：886-4-22395079教
務處招⽣及國際合作中⼼。
8A301 中臺科技⼤學 ⽛體技術暨材料系 Department of Dental 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Science
系所分則
旨在培養學⽣能獨⽴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並能不斷⾃我充實之能⼒，以培育口腔義⿒、矯正裝置物之設計製作及材料研發
之專業⼈才，使之成為⽛醫師之最佳夥伴。⾊盲及上肢障礙者，請審慎選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推薦
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8A302 中臺科技⼤學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具⼈⽂素養及⾃我成⻑能⼒的基礎護理專業⼈才。 視⼒、聽⼒、肢體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推薦
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8A303 中臺科技⼤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以培育醫事放射師為主要⽬的。（⼆）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修業年限四年、⼆年級時需⾄
醫院⾒習1個⽉，四年級需⾄醫院實習7個⽉，成績及格才能畢業。（三）視覺、⾔語、聽⼒、⾏動、精神有障礙及辨⾊⼒
異常者，對於有關醫學影像課程之實驗、學習將有困難，臨床醫學影像常需辨⾊、臨床⼯作需搬抬病患、⻑時間站⽴及走
動，故有上述不便者不適合於選填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推薦
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8A304 中臺科技⼤學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培育優秀的醫事檢驗及⽣物醫學研究儲備⼈才。以實作課程及專題研究，加強務實訓練，提升學⽣就業競爭⼒，並強化研
究能量，成為學理及技術兼備之醫技專才，服務於各⼤醫療機構並擴展⾄健康醫療產業，醫事檢驗師、⽣技產業研發⼈
員、健康醫療產業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
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書⾯審查之參考資料

中國科技⼤學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98
聯絡電話 886-3-6991111
傳真 886-3-6991110
地址 台北校區：11695台北市⽂⼭區興隆路三段56號；新⽵校區：30301 新⽵縣湖口鄉中⼭路三段530號
網址 http://www.cute.edu.tw

承辦單位 新⽵校區教務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ccnt1.cute.edu.tw/intel/page05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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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 台北校區提供校內⼥⽣宿舍；新⽵校區提供校內男⼥宿舍，詳情請洽本校。
◎辦學績效： ★2018-2020獲教育部⾼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7,260，7,210、7,360萬元。 ★2006〜2017年連續12
年榮獲教育部獎勵⼤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額逾4億元。 ★2020獲1111⼈⼒銀⾏調查「企業最愛⼤學」全國技專
校院第8名。 ◎產學鏈結：專業理論與產業實務結合的教學模式，透過產學合作的建⽴，培育實務與理論兼具之菁
英⼈才。構建「證照路徑圖」結合專業課程教學，培育學⽣專業證照能⼒。 ◎競賽獲獎：輔導學⽣參與國內外競
賽，平均每年獲獎600⼈次 ★「2020 Taiwan Top Star視覺設計獎」榮獲3座新⼈獎、1座評審特別獎。 ★「教育
部2020全國學⽣圖畫書創作獎」榮獲⼤專組優勝⾸獎。 ★「2020韓國設計⼤學K-DESIGN AWARD」榮獲視覺傳
達設計類WINNER獎。 ★「2020第六屆探索台灣120h永續好⾏競賽」榮獲全國第1名。 ★「2020年德國紅點設計
備註
獎」榮獲16個獎項，全國第1。 ★「2020⾦點新秀設計獎」共有66項作品⼊圍，⼊圍總數名列全國第⼆。社會設計
類獲「2020全國⾦點新秀設計獎」肯定。 ★「2020新⼀代設計產學合作專案」榮獲⾦獎。 ★「2019全國技專校院
學⽣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榮獲1⾦1銀2銅1佳作。 ◎特⾊學程：配合產業脈動，開設「綠建築」、「結構物安全與
防災」、「⽂化創意設計」、「⾦控營運管理」、「資產管理」、「微型創業」、「全球運籌管理」、「IoT 科技
應⽤」、「資訊安全」等特⾊學程，培育學⽣第⼆專⻑。 ◎獎助學⾦(兩校區) ：就讀新⽵校區或未於新⽵校區設置
系所之台北校區僑新⽣⼊學第⼀年，學雜費收取依國⽴科技⼤學為標準。在校僑、港、澳⽣則以前⼀學期學業成績
平均或班級名次作為申請標準。
89809 中國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資訊管理系成⽴於1984年，致⼒於培育具有創意思考及跨領域能⼒的資訊管理專業⼈才。本系課程分為三個模組：「系統
與網路管理」、「網站資訊系統開發」及「⼤數據分析與線上⾏銷」。本系教師傳授學⽣專業的資訊技術，強調學⽣正
向、健康的態度，教導學⽣簡報與⾃學能⼒，讓學⽣畢業後有充分的能⼒與信⼼進⼊職場。本系與知名的企業合作，例如
中⼭科學研究院、研揚科技、精誠資訊等，提供有薪酬的實習機會給學⽣。表現好的學⽣多數能在畢業後轉為正職。本系
也通過IEET(IEET為華盛頓、⾸爾、以及NABEEA等協議的會員)的認證，證明本系的教學品質受到國際認可，所發的⽂
憑也被美國、加拿⼤、⽇本、⾺來西亞等國家承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89805 中國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資訊⼯程系成⽴於2002年，本系之教育⽬標為培育職場需求之資訊專業⼈才、建⽴具備實務執⾏能⼒、培養團隊合作敬業
態度。課程規劃著重：「智慧型數位化科技」結合「雲端⼤數據應⽤」及「物聯網整合技術」⼆⼤領域。
近年來，本系以智慧物聯網技術與應⽤(AIOT)為發展特⾊，不僅有優秀專業師資，充⾜的設施與實驗室，提供學⽣「做中
學」並時引進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提昇學⽣就業競爭⼒。本校獲得研揚科技公司董事⻑莊永順捐贈中國科技⼤學⼀億元，
協助中國科⼤創新轉型為特⾊科技⼤學，培育更多優秀技職⼈才，成為技職校院典範楷模。學⽣畢業後可取得資訊⼯程學
⼠學位，並從事資通訊領域相關熱⾨⼯作，如：物聯網、雲端及巨量資料科技應⽤、軟體開發、AIOT及⼤數據等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必)
89801 中國科技⼤學 室內設計系(新⽵分部)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系所分則
中國科技⼤學室內設計系成⽴於2002年，⽬前為全國最⼤設計相關系所，⽬前學⽣數超過1100⼈。教學⽬標分為：「室內
空間規劃與設計」、「室內裝修與管理⼯程」、「空間陳設藝術與家飾」、及「智慧⽣活空間與科技」，積極訓練學⽣成
為室內設計專業，為室內設計業界培育⼈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作品集(選) 7. ⾃
傳(必) 8. 讀書計畫書(必)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89802 中國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新⽵分部)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以設計、美學、⼈⽂藝術為基礎。系所發展⽅向依據數位時代之⼈才發展⽅向，規劃「視覺企劃設計」、「數位影像
設計」、「跨界⽂創設計」三種課程模組，以符合現今視覺傳達設計相關產業之專業⼈才需求。⽬標在於培育具有視覺傳
達設計能⼒的專業⼈才。 並以⼈⽂藝術為內涵、應⽤數位科技為基礎進而整合具各設計領域的統合能⼒。學⽣將具備視覺
傳達設計核⼼領域之廣告企劃設計、市場⾏銷、包裝設計、編輯設計、展⽰設計、媒體設計及網⾴、動畫等專業知識與實
務製作技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參與、學⽣幹
部、證照、競賽成果、語⽂能⼒、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4. 作品集(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選)
89804 中國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新⽵分部)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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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銷與流通管理系成⽴於2002年，本系⾃成⽴以來，致⼒於為企業培育具跨境及虛實整合能⼒之⾏銷與流通專業⼈才。本
系課程分為三個課程模組：「數位⾏銷與企劃模組」、「電商與流通管理模組」及「物流與運籌模組」。三個模組皆透過
循序漸進之課程安排，著重基礎學科之能⼒養成，強調實務能⼒之訓練，並透過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合作，引進業界最
新的觀念與技術。學⽣畢業後可取得⾏銷與流通管理學⼠學位，從事⾏銷、流通和物流業的⼯作，或是現階段最熱⾨的電
⼦商務、⾏銷企劃或廣告⽂宣等相關的⼯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E5
聯絡電話 886-3-2118999 轉5533
地址 33303桃園市⿔⼭區⽂化⼀路261號
網址 http://www.cg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傳真 886-3-2118305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提供宿舍
⻑庚科技⼤學「辦學最優 評鑑⼀等 全國第⼀」 設有6系(護理系、⾼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所)、呼吸照護系、幼
兒保育系、化妝品應⽤系、保健營養系)及3研究所(⾼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所)、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護理研究所
碩⼠在職專班)。 【學費合理，獎助學⾦資源多】 •學院部各系每學期學雜費約新臺幣46,000元。 •與⻑庚醫院等
醫療單位合作，每年提供數百名「免學費及雜費」之公費⽣名額，與職場無縫接軌。 •⿎勵學⽣專⼼向學，提供豐
富校內⼯讀助學⾦、⽣活助學⾦及獎助學⾦申請。 【全體住宿，⽣活環境優質】 •提供優質住宿環境，四⼈⼀室
備註
全套衛浴、無線上網等設備，住宿費每學期約新臺幣8,100元。 •鄰近⻑庚醫療院區，校醫駐校⾨診服務，便利師
⽣就醫。 【交通便捷，⾷⾐住⾏樣樣全 】 •校園周邊⽣活資源豐富，鄰近臺北都會區，⾞程約30分鐘。 •鄰近桃
園國際機場，⾞程約30分鐘，便利學⽣返鄉。 【務實教學，學⽣職場競爭⼒強】 •全校學⽣100%⾄企業實習，與
台塑關係企業、⻑庚醫療體系等240個產業單位合作。 •建置「臨床技能中⼼」(Clinical Competence Center)、
全臺灣唯⼀3D數位解剖教室，增進學⽣務實致⽤能⼒。 •簽訂國外姐妹校(系)共35所，接軌國際。
8E501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護理系旨在培育具備紮實專業知能之護理實⽤⼈才，且能為病⼈/家屬及⺠眾所「信任」之「稱職優質」護理師。
1.本系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之課程設計，須完成醫療機構實習，考⽣宜考慮完成學習之可⾏性。
2.⼼理、⾔語、視覺、聽⼒及⾏動，⾜以完成臨床實習課程。
3.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
4.本系設⽴於林口校本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正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護理科系副學⼠或護理⾼級⽂
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
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
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
望/照⽚)
8E505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護理系(嘉義分部) Department of Nursing, CHIAYI CAMPUS
系所分則
護理系旨在培育具備扎實「專業知能」並「敬業樂群」之護理實⽤⼈才，進而培育「稱職」且能為病⼈、家屬及⺠眾所
「信任」之優質護理師。
1.⽣理、精神、⾔語、視覺、聽⼒及⾏動⾜以完成臨床實習課程。
2.本系課程設計落實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安排醫療機構實務實習。
3.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正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護理科副學⼠或護理⾼級⽂憑
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
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
或檢定證明 7.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E503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所) Department of Gerontology and Health Car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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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2.本系培養學⽣成為「具備⾼齡照護與健康促進能⼒」、「具備⾼齡照護管理知能」、「認識國際⾼齡健康照護趨勢」、
「具有良好溝通之能⼒」、「具有資源分析與整合能⼒」、「具有團隊合作之能⼒」、「具有批判性思考之能⼒」、「具
有專業倫理之能⼒」、「具有⽣命關懷與服務之能⼒」之核⼼能⼒，以追求個⼈⽣命成⻑。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正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護理科系副學⼠或護理⾼級⽂
憑(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
殊表現)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E504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呼吸照護系(嘉義分部)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Care
系所分則
1.本系以健康照護為發展主軸,規劃完善的專業課程,重視實習經驗,落實技職教育,強調倫理與實務並重的特⾊。
2.培育「專業知識」與「道德品德」兼具的優質專業呼吸治療⼈才。
3.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4.本系設⽴於嘉義分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正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護理科系副學⼠或護理⾼級⽂
憑: 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
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
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
檢定證明
8E506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1.本系建構學⽣優質教保知能，更提供以下發展特⾊，增進畢業學⽣競爭⼒:(1)提供托嬰服務、兒童產業兩⼤學程選修課
程，增進學⽣就業專⻑。(2)辦理實驗幼兒園，提供學⽣優質實習、就業機構。(3)本系承辦各市政府托育評鑑、訪視輔
導、在職⼈員訓練計劃，強化產學合作，並整合於教學，提升學⽣實務能⼒。(4)海外幼保實習，增廣學⽣視野。(5)舉辦
全國教保技藝競賽，強化學⽣實務實作能⼒。
2.具中、英⽂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3.本系設⽴於林口本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正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
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5.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E502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化妝品應⽤系 Department of Cosmetic Science
系所分則
1.本系以提升健康美容產業⼈⼒素質，強調專業知識與技能並重，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的特⾊，培育醫學美容保健和⼈
體形象設計之實務⼈才為⽬標。
2.本系以⽪膚照護、美容保健為發展主軸，結合化妝品科技、⽪膚科學、美學藝術、企劃⾏銷等知能，使學⽣受到全⽅位
化妝品美容教育。
3.本系發展特⾊如下。 (1)美膚、彩妝技術實務課程採分組教學。 (2)學⽣實習列為必修課程，強化實務教學。 (3)輔導學⽣
取得美容化妝品相關證照，提昇競爭⼒。 (4)發展具社會服務內涵特⾊課程─遮瑕修容實務。 (5)每年辦理海外⾒習拓展國
際視野。
4.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5.本系設⽴於林口本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正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
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5.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崑⼭科技⼤學 Kun Sh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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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88

聯絡電話 886-6-2727175 #221

傳真 886-6-2050152

地址 710303台南市永康區崑⼤路195號
網址 http://www.ks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eb.ksu.edu.tw/DAIO000/page/41421
宿舍 僑⽣新⽣優先保留宿舍
⼀、崑⼭科技⼤學定位為「親產學之科技⼤學」，現有⼯程、商業管理、創意媒體、⺠⽣應⽤及國際等5個學院，
培育⼗萬多名優質產業界⼈才，投⼊各領域⾏業皆有優秀表現。由於臨近臺南科學園區、路⽵科學園區、⾼雄軟體
園區等科技發展重鎮，在地緣環境的利基下，依據其產業特性，發展「綠⾊科技」、「⽂化創意」、「智慧⽣活」
和「精密機械」四⼤特⾊教學與應⽤研究，並與超過1200 家廠商建⽴產⽣夥伴關係，提供學⽣多元學習與實習機
會。⼆、由於辦學績優，崑⼭榮獲教育部⾼教深耕計畫補助，每位學⽣平均受益經費為全國私⽴科⼤第⼀，更是臺
南唯⼀獲得國際競爭⼒Global Taiwan研究中⼼的技職校院，並連續⼗⼆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連續六年「教
備註
育部數位學習認證」通過數量技職第⼀、「技職⾵雲榜總積分商業及管理類」私⽴科⼤第⼀，根據Cheers 雜誌調
查，崑⼭更是企業最愛私⽴技職Top 3。學校除了強化產學實務計畫、規劃企業實習課程，也持續投⼊硬體設備的
更新，提供更優質的教學環境，達到與產業無縫接軌的⽬標，並致⼒打造數位化校園，在2015 年世界網路⼤學排
名，機構典藏科技⼤學更是全國技職第⼀。三、現有男⼥⽣宿舍共四棟現代化建築，提供2013床位，皆為冷氣房，
宿舍⼤樓公共設施完善，隨時連接網路，僑⽣新⽣優先保留宿舍。四、居⼤臺南中⼼位置，毗鄰⾼速公路⼤灣、臺
南交流道、臺南及永康⽕⾞站、⾼鐵站，市公⾞可直達，交通便利，⽣活機能完備。
88805 崑⼭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期以來推動多項產業實務導向之教學制度。 透過課程輔導學⽣考取就業相關證照，引進產業講師授課，辦理產業參
訪，及四年級半年及⼀年的企業實習機制，學⽣參與教師之產學合作計畫及參加國內外⼤型商業競賽。 以系統化制度輔導
學⽣畢業即就業的產學合⼀⽬標。
系所課程規劃除基礎能⼒及⼀般管理、更有學程專精課程。 並以實務專題參與校外競賽、就業導向特⾊專業證照、企業實
務講座、學年學期實習或海外實習等課程活動，統整理論與實務之應⽤。 ⼤學部以⾏銷企劃與零售模組、作業與運籌模組
為本系⼆⼤發展⽅向。 研究所則以經營管理、⾏銷策略為研發重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專題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88803 崑⼭科技⼤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系所分則
本系的核⼼教育為IMC整合⾏銷傳播為主，以公關以及廣告為主要之⾏銷傳播⼯具。本系的特⾊為策略企劃為體，公關活
動、廣告拍攝為⽤。歡迎所有對於⾏銷有興趣的學⽣們，⼀同加⼊「玩創意」的⾏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作品集
(必)：⾄少1件以上 5. ⾃傳(選)：中⽂⾃傳
88802 崑⼭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系所分則
提供⼀個具有宏觀的視野、前瞻性的教育理念、完善設備、師資專精的設計環境。秉持因應時代流的趨勢，講求的是提昇
科技化的設計能⼒，強調視覺美感的薰陶，著重個⼈創造⼒的啟發、培養具有整合性的設計與規劃能⼒之專業設計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必)：⾄少1件以上 5. ⾃傳(選)：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作品集

88804 崑⼭科技⼤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Department Of Motion Pictures And Video
系所分則
本系主要專注於電影、電視、動畫以及數位科技等影⾳媒體藝術形式的學習與創作、提供學⽣在⽂化思維與藝術創作上的
養分，並培育影⾳娛樂產業兼具美學創製能⼒、跨域⾏銷理念專業⼈才。 本系師資分別來⾃影視動畫領域與多媒體⾏銷領
域，並有榮獲⾦⾺獎、⾦鐘獎、⾦曲獎與國際各⼤影展得主任教；師資之學養分別來⾃美國、德國、法國、香港等之實務
與專業⼈⼠，深具國際化視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作品集
(必)：作品集或其他才藝表現⾄少1件以上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計畫、或證照等。
88801 崑⼭科技⼤學 空間設計系 Department of Spatial Design
系所分則

香港副學⼠（或⾼級⽂憑）- 第 32 ⾴ -

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1.培育空間創意設計專業⼈才。2.成為「臺灣展演環境設計與科技⼯藝應⽤的領航者」。3.開創─跨領域研發導向：以數
位技術與空間研究培養跨領域專業。4.傳承─實務教學導向：教師專業與涵養，藉由任課將經驗傳承，提升與傳承南部技
職設計⽂化教育⽔準。5.應⽤─產業資源導向：以產學實務合作，連結地⽅資源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作品集(必)：⾄少1件以上 4. ⾃傳
(選)：1份

弘光科技⼤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93
聯絡電話 886-4-26318652
傳真 886-4-26314074
地址 43302台中市台灣⼤道6段1018號
網址 http://www.hk.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csc.hk.edu.tw/page2/super_pages.php?ID=page202
宿舍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 ⼆、本校⽬前設有⼤學部19系、8研究所，學⽣⼈數近13,000⼈，⾼教深耕教育部補助1億1263
萬，連續12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補助，並且獲得典範科技⼤學補助。 三、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
備註
⾦及學⽣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hk.edu.tw）。 四、聯絡電話: +886-426318652#2234。
學校
基本
資料

89301 弘光科技⼤學 護理系 Dep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1.培育學⽣具備專業技能、⼈⽂素養及⾃我成⻑能⼒，使成為稱職且能為病⼈、家屬與⺠眾所信任之臨床實務照護⼈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
3.需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
⾃身情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護理專科⽂憑證書影本(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專科在校成績單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之能⼒証明資料(例如：社團參與、學⽣幹部、志⼯服務、技能檢定證照、專業研
習發表、競賽成果等)。 ※以上證明限副學⼠期間取得，審查資料請依序上傳。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
檢定證明
89307 弘光科技⼤學 化妝品應⽤系 Dept. of Applied Cosmetology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 2. 具辨⾊⼒、有良好體能及移動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及⾼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89306 弘光科技⼤學 營養系 Dept. of Nutrition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
2.課程設計落實理論與實務技術結合。
3. 安排學⽣⾄醫院及產業界相關機構實習。
4. 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習課程具有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因課程需要，學⽣需具有視覺、聽覺功能，需久站，具口語
表達、溝通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及具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副學⼠或⾼級⽂憑證書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或⾼級⽂憑在校歷
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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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02 弘光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寫能⼒。 2.需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
⼈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副學⼠或⾼級⽂憑證書影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或⾼級⽂憑在
校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89303 弘光科技⼤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Dept. of Health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2.本系三⼤教育⽬標
(1)培育學⽣具備「健康知識」、「基礎管理」與「應⽤資訊」的基礎技能，以培養健康事業所需之整合能⼒⼈才。
(2)培育學⽣具備「照護管理」、「醫務管理」或「服務管理」之次專業能⼒，以培養健康事業所需之實務管理⼈才。
(3)培育學⽣具備良好⼯作態度、團隊合作能⼒及國際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副學⼠或⾼級⽂憑證書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
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89304 弘光科技⼤學 多媒體遊戲發展與應⽤系 Dept. of Multimedia Gam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系所分則
1.培育多元化資訊技術與科學管理整合應⽤，並符合產業所需之⼈才。 2.培育具⼈⽂素養、團隊合作、資訊倫理與社會責
任之⼈才。 3.培育具創新思維、國際觀、終身學習與資訊實務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89305 弘光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綠⾊科技組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因應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與專業⼈⼒需求，本系主要教學研究⽅向為提升環境保護與發展綠⾊科技與再⽣能源技術，培育
學⽣具備良好專業技術與就業競爭⼒。
2.本系師資陣容堅強，教師專⻑涵蓋環境⼯程、⼯安衛、電機、機械、化學⼯程等領域，皆具有良好的專業能⼒與實務經
驗。
3.本系專業實驗室、教學研究空間與各項⾼級精密儀器設備豐富充⾜，充分提供學⽣實際操作與研究等⽤途。
4.本系積極輔導學⽣取得專業證照，專題研究⾵氣佳且表現良好，有效提升學⽣實作能⼒。
5.畢業學位國際認證，本所獲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學位受Washington Accord 其他12個會員國認可。
選系限制: 1.具基本中⽂聽、說、讀、寫能⼒。 2.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親⾃操作儀器，部分實習需透過⾊
彩判定實驗結果並觀測、辨識圖像或影像，且須有良好移動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或⾼級⽂憑及⾼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樹德科技⼤學 Shu-Te University
學
校
基
本

學校代碼 89
聯絡電話 886-7-6158000
地址 82445⾼雄市燕巢區橫⼭路59號
網址 https://www.s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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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資
料
獎
學
⾦
宿
舍
備
註

承辦單位 教務處教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國際交流事務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
https://www.oica.stu.edu.tw/%e6%a0%a1%e5%85%a7%e7%8d%8e%e5%8a%a9%e5%ad%b8%e9%87%91/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住宿費： 1. 六⼈房：每學期新台幣11,000元 2. 四⼈房：每學期新台幣16,000元
⼀、以上各系男⼥兼收，修業年限以2-3年為原則。 ⼆、僑⽣獎學⾦可申請最⾼⾦額上限為學雜費的50%。

88904 樹德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系所簡介
樹德科技⼤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為因應科技與學術之發展，配合國內產業型態轉變之需求，而於⺠國87年設⽴本系，為南台
灣第⼀所四年制視覺傳達設計系，並於100學年度成⽴碩⼠在職專班。本系所依照學校辦學理念，秉持「學術、知性、快
樂、希望」的校訓，培養兼具⼈⽂與科技，組織領導與問題解決能⼒的專業⼈才，落實設計理念與實務之平衡發展，以培
育具視覺傳達創意與企劃執⾏能⼒之⾼等設計⼈才為教育⽬標。同時，本系所亦融合設計學院「院訂特⾊指標」規劃本系
所⼤學部發展九項系所⽬標，分屬三⼤⽅針、：
(⼀)增強⼈⽂素養與強化專業能⼒： 經營團諮活動、校園設計師檢核、教師赴產業實習。
(⼆)連結產業需求與增廣國際視野： 產學合作導⼊課程、學術交流國際⾒學、參加重要設計競賽。
(三)強化菁英學⽣與輔導弱勢學⽣： 實施菁英培育計畫、實施共同評圖、弱勢學⽣輔導。
因應國家發展「⽂化創意產業」及「數位內容產業」相關⼈才培育及創新研發之需求，以「知識經濟」、「創意經濟」、
「⽂化經濟」及「美學經濟」的概念，將教學研究與服務之能量予以整合。
藉由課程的導⼊與菁英培訓計畫的實施，在「創意⽂化化」、「過程產業化」、「研發商品化」、「成果產業化」、「經
營專業化」的原則下，執⾏研發⼯作。
因應產業需求，本系發展核⼼能⼒本位課程，將學⽣專業養成與未來就業趨勢，規劃為⼆⼤模組、四⼤趨勢。
（⼀）平⾯媒體模組：
(1) 商業平⾯設計
(2) 包裝與展⽰造形設計
(3) ⽂化創意產品設計
（⼆）動態媒體模組：
(1) 影⾳多媒體動畫設計
未來發展
1.奠定國際化發展的能量及優勢的競爭⼒。
2.建構E化學習環境，整合國內外學術國際資源，尋求跨國合作，拓展設計學術交流。
3.有效運⽤產業資源，建構符合系所發展與產業升級共贏的產學合作機制。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
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
集。 6. 作品集(必)：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7. ⾃傳(必)：⾃我介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
學經驗。 8.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發展規劃。 9. 語⽂能⼒說
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如⽇韓、菲律賓、印
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能⼒如TOCFL。
88906 樹德科技⼤學 ⽣活產品設計系 Dept. of Product Desig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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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系所簡介
樹德科技⼤學⽣活產品設計系於1999年成⽴於南台灣⾼雄，以提升⼈的⽂化品味為核⼼，以「體貼⽣活、關懷⽣命、道不
遠⼈」為設計思維，將⽣活中所觸及之標準化及客製化的相關產品列為主要關⼼的議題。教學上以⼯業設計之程序⽅法為
核⼼，結合數位設計之運算技術，⼯藝設計之媒材美感涵養，亦鏈結相關產業，搭配多元的交流活動與競賽，強調學⽣實
務技能之養成，並使其具備前瞻的創新思維及優越的⼈⽂涵養。
⽣活產品設計系考量國內產業結構需求，以特⾊化、優質化、多元化、國際化為主要發展⽅向，藉由設計⼈才的培育、設
計專業的訓練、多元能⼒的養成、學術與產業的結合、設計教學之國際交流等，進⾏產品企劃、產品創新、產品開發、智
財布局等之專業知能傳授與實務執⾏，以提升產品整體價值，促進我國產業發展、產業升級及產業轉型。
為因應當代⽂化創意產業與⽣活⽤品產業的發展需求，本系除四技⽇間部及四技進修部外，於2012年設⽴「碩⼠在職專
班」，藉由⾼階專業課程的導⼊及⼯坊創作的實施，為南⾼屏地區提供在職⼈⼠進修機會，以培養中⾼階⽣活產品設計⼈
才，將專業的養成與未來的就業相結合，共創雙贏的局⾯。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
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
集。 6. 作品集(必)：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7. ⾃傳(必)：⾃我介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
學經驗。 8.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發展規劃。 9. 語⽂能⼒說
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如⽇韓、菲律賓、印
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能⼒如TOCFL。

南開科技⼤學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A8
聯絡電話 886-49-2563489#1595
傳真 886-49-2567031
地址 54243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號
網址 http://www.nkut.edu.tw
承辦單位 秘書室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中⼼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中⼼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pre.nkut.edu.tw/intro4/super_pages.php?ID=intro401
提供全⽅位的⽣活機能 A. 南開宿舍⼤樓為ㄧ棟地上⼋層、地下⼀層的新式建築，約計５３００餘坪。 B. 在⽣活機
能⽅⾯，ㄧ樓包含書店、影印店、閱覽室、教職員⼯聯誼室，地下⼀樓規劃為美⾷街，設有麵包坊、⾃ 助餐、冷熱
飲、⽇本料理麵⾷、複合式麵⾷、素⾷等共計⼗三攤位，提供不同的⽤餐的選擇，另設置學⽣育樂中 ⼼，提供休閒
活動空間。 C. 在學⽣宿舍⽅⾯，為四⼈套房式，既有880個床位挑⾼設計，使其⽣活空間更加舒適，每間寢室備有
宿舍
衛浴設備 、冷氣、寬頻網路、電話，每層樓亦均設有交誼廳、茶⽔間、洗⾐間、等公共空間。 D. 在宿舍安全⽅
⾯，進出⼤樓⼀律採⽤電⼦ＩＣ卡(學⽣證)刷卡⽅式做為⾨禁管制，且每間房間均以感應ＩＣ卡使 得進出，注重學
⽣安全之防護。 E. 南開科技⼤學之學⽣宿舍符合新穎，安全，學習，整潔，舒適的優良居住環境，歡迎⼤家申請
使⽤。
培養學⽣具有現代⼯業⾃動化的理論與實務之知識，成為智慧⾃動化產業需求的專業⼈才。課程設計主要包含1.⾃
動化機構設計製造 2.機電整合系統 3.機器⼈系統 4.微處理機系統 5.智慧⾃動化⽣產系統。並將務實、創新之辦學
理念融⼊所有課程中，積極輔導學⽣研發相關創新的專利產品、參加各項專業技能檢定與全國性專題競賽，並安排
備註
學⽣於寒暑假期與學期期間⾄企業界實習。 本系現有專業師資16位，其中包含教授5位、副教授5位、助理教授3位
與講師3位；105學年度本系學⽣參加實務專題競賽共8隊獲獎、產業實習65⼈次，並考取⼄級專業證照34張，⾃動
化⼯程師證照level_1證照16張，丙級專業證照186張，丙級資訊證照36張，英檢證照12張。
學校
基本
資料

8A801 南開科技⼤學 ⾃動化控制⼯程系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培養學⽣具有現代⼯業⾃動化的理論與實務之知識，成為⼯業界需求的專業⼈才。課程設計主要包含1.⾃動化機構設計製
造 2.機電整合系統 3.機器⼈系統 4.微處理機系統 5.福祉科技。並將務實、創新之辦學理念融⼊所有課程中，積極輔導學
⽣研發相關創新的專利產品、參加各項專業技能檢定與全國性專題競賽，並安排學⽣於寒暑假期與學期期間⾄企業界實
習。 102學年度本系學⽣參加實務專題競賽共9隊獲獎、產業實習70⼈次，並考取專業⼄級證照42張，丙級證照134張，資
訊丙級證照49張，英檢證照5張。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Taipei C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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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B8

聯絡電話 886-2-28927154

傳真 886-2-28956534

地址 11202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2號
網址 http://www.tpc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交流中⼼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交流中⼼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ieec.tpcu.edu.tw/files/11-1040-3080-1.php?Lang=zh-tw
宿舍 本校提供校內優質住宿環境，宿舍分為6-8⼈雅房及4⼈套房，境外⽣優先安排⼊住校內宿舍。
⼀、男⼥兼收，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修業年限⼆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
學位。 三、環境、教室及實驗室設施新穎、舒適。 四、美⾷街提供多樣化的餐飲選擇。 五、男⼥⽣宿舍舒適寬敞
備註
備有衛星電視、光纖網路等設施。 六、本校網⾴：http://www.tpcu.edu.tw 校址：11202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2
號 電話：(02)2892-7154轉5902。
8B803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化妝品應⽤與管理系 Dept. of Cosmetic Applications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彩妝造型」及「美容保養」之專業⼈才，辨變⾊異常、肢體及精神障礙者請慎重考慮選填本系。考⽣具中⽂聽、
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擁有最具時尚之美甲、芳療、彩妝、整體造型、美姿美儀實務操作訓練課程與設備，配合化妝品產業⼈才需求，致⼒
提升學⽣專業知識、技能與品質。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
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6.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
分依據 7. ⾃傳(必)：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04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優質餐飲專業⼈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科)為配合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教授餐飲服務及烹飪之基本知識和技能，並以培養經營餐飲事業之專業管理⼈才為
⽬標, 未來配合本系中⽂程發展計劃規劃增設研究所，並逐年增設專業實習教室與設備，及提昇師資和研究環境，以增進
教學品質，提供學⽣⼀個優質的學習場所。藉由產學合作及國際交流，提供更寬廣的學習園地，並充分發揮本⼟特⾊及中
華美⾷精華，不僅能突顯特性，更能聲譽國際。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本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可做為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
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
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05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學位學程 Degree Program of Baking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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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本學程以理論與實務結合，將專業課程類分為⼆個模組：專業實務模組和經營管理模組，培育學⽣成為全⽅位的烘焙專業
技術及經營管理⼈才
培育⽬標有三：
1. 教育學⽣烘焙之原理、應⽤及實務操作技能，並能以專業與實作經驗來解決實務或研究的問題
2. 培訓學⽣具備產品創意研發及經營管理能⼒，熟悉市場變化及烘焙產業之潮流
3. 養成學⽣進⼊職場所需之實務經驗與企業倫理觀念，並重視⼈⽂素養、語⽂能⼒、溝通技巧及領導統御之能⼒，使之成
為擁有健全⼈格及國際視野之專業烘焙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本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06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觀光事業系 Dept.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系所分則
培育觀光專業領域⼈才，歡迎有興趣之青年學⼦。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特別注重學⽣品德及倫理價值的教
育，成為術德兼備之觀光事業服務與管理⼈才。培育的特⾊在於打造觀光與餐旅產業之優質實務服務與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本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07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休閒事業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養休閒遊憩產業經營與管理和運動健康產業技術指導之專業基礎⼈才，歡迎有興趣之青年學⼦。考⽣具中⽂聽、說、
讀、寫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本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08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旅館事業管理學⼠學位學程 Degree Program of Hote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 以學⽣為主體，理論教學、實務訓練和業界實習三軌並進。
2. 以通識課程培育⼈⽂思考、美學涵養、團隊精神與重視職場倫理的⼈格。
3. 以建構專業化、產業化、全球化之學習教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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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本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10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若有機械、⾞輛相關背景者佳，其他並無限制。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在於培養務實致⽤之⼈才，能善⽤電腦為輔助⼯具，結合產業研發能量，創造⾃身研發特⾊，成為符合業界需求的優
秀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
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
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必)：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09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世界第1座機器⼈博物館。同學經由與機器⼈的互動，可以了解機器⼈原理與製作⽅法。考⽣具中
⽂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以機器⼈技術為核⼼，除電機基礎課程外，另開設電⼦、資訊、機械等各領域之課程，同學具有多元的學習選擇；並
整合本系師資，以跨領域應⽤整合為導向，⿎勵教師相互合作，組成研究團隊，爭取各項計畫案，並輔導學⽣參加國際發
明展、各項競賽、 各項專業證照、申請專利及考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本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11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機械⼯程系⾞輛組 Dept.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Division of
Vehicle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若有機械、⾞輛相關背景者佳，其他並無限制。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輛組致⼒於培養⾞輛專業⼈才，從⾞輛⼯程學⾄⾞輛的控制及檢驗，提供學⽣實際操作的機會。 本校亦與多家⾞輛廠商
合作：如法拉利、BMW等，提供學⽣許多校外實習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香港副學⼠（或⾼級⽂憑）- 第 39 ⾴ -

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本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12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培育「多媒體與網際網路應⽤」與「嵌⼊式與單晶⽚系統應⽤」之優秀專業⼈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課程以「多媒體與網際網路應⽤」與「嵌⼊式與單晶⽚系統應⽤」⼆⼤領域為課程規劃發展⽅
向，結合理論教學與實務實習之訓練，輔導取得相關專業證照，並積極⿎勵學⽣參與產學合作、校外實習、專題製作競
賽、國際發明展與申請國家專利，使學⽣具備企業所需之技術能⼒與職場競爭
⼒為教育⽬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本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14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有視覺障礙者，請慎重考慮選填本系。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重視實作經驗，除提供短期校外實習機會外，本系更積極推動職場接軌就業實習。 期望學⽣畢業後，能將觸⾓延伸⾄
平⽚電⼦出版、ＶＲ遊戲設計、電⼦製作等相關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本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13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電腦與通訊⼯程系 Dept.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甄選並培育對電腦網路及通訊領域之專業優秀⼈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專業導向：培育具有整合無線通
訊技術與電腦資訊科技的專業⼈才。
學技合⼀：理論與實務結合之認知學習，產學合作訓練之技術培養。
前瞻養成：以嵌⼊式單晶⽚應⽤的核⼼能⼒為基礎，涵養具有無線通訊的⼈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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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本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15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員)學位學程 Degree Program of MICE
系所分則
培養「會展活動企劃」、「展覽服務、商品展銷」等跨領域整合能⼒。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本學程開設會
議、展覽、獎勵旅遊兼容並蓄的特⾊課程、緊密關注會展產業之知識發展、聘請相關師資授課與指導、結合業界資源實習
與職場體驗。以實務、活潑、有效的教學⽅式，使學⽣所受之專業訓練，能夠與現代社會發展及技術進步互相結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本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16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培育術德兼備，創新務實的企業管理幹部。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課程規劃著重於管理及發展多元學習之實務經驗及整合能⼒，兼顧管理理論及實務應⽤研究， 以期能符合產業升級及
經濟發展的需求。
據此本系規劃明確之課程架構與地圖。學⽣⾃⼊學到畢業，對各年級應學何課程、應考何證照、應 具何能⼒等均⼀⽬瞭
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本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18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應⽤外語系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系所分則
培育商務外語⼈才、觀光外語⼈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提供赴國外交換留學及實習的機會。
課程多元，學⽣可適性學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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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
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
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17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養實體⾏銷、網路⾏銷、運輸物流之專業⼈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銷課程｣規劃以台上學說話、台下學企劃；｢流通課程｣規畫店前學⾨市、店後學物流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本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19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資訊科技、資訊管理、電⼦商務之專業⼈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在資訊化的 時代，資訊已成為企業
管理與營運發展的重要資源。而資訊系統是組織在激烈競爭時代要能⽣存發 展的重要武器，如何有效規劃建置與營運管
理，更是要真正發揮資訊系統在組織中的效能之重要課題，也是資訊管理系要研究探討的主題。資管系以培育從事「電⼦
商務」、「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等實務專⻑的技術與管理⼈才為教學⽬標，並以結合產業實務為主要發展⽅向。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
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
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01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演藝事業系 Degree Program of Performing Arts
系所分則
培育「表演藝術」及「演藝企製」之專業⼈才，辨⾊⼒異常、肢體及精神障礙者請慎重考慮選填本系。考⽣具中⽂聽、
說、讀、寫者為宜。
本學程培育學⽣具有「表演藝術」、「演藝內容企劃製作」、「演藝事業經營管理」等三項能⼒之演藝⼈才。
本系課程規劃：
表演藝術課程：表演技巧、肢體訓練、⾳樂訓練、演藝專題、演出實務等。
演藝企製課程：影視節⽬企劃與製作、錄⾳實務、⾳樂製作、導演與舞台實務、時尚展⽰實務等。
演藝經營課程：演藝事業經營、演藝經紀管理、演藝事業法規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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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少需⼀封推薦函 4. 專題成
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Can be used as a basis for extra points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
(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必)：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
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B802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流⾏⾳樂事業系 Degree Program of Pop Music
系所分則
本系育⽬標以「創新內容」、「企劃製作」、「經濟管理」為養成⽬標，透過課程訓練、專業倫理、校外職場體驗與實習
之情境教學過程，替學⽣規劃產業所需之相關訓練與準備，培育流⾏⾳樂創作⼈員、⾳樂⾏政管理⼈員、流⾏⾳樂相關從
業及經紀管理⼈員等才。
考⽣具備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
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
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
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本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
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
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
加分依據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8.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9.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健⾏科技⼤學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95
聯絡電話 886-3-4581196
地址 32097桃園市中壢區健⾏路229號
網址 http://www.uch.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合作處

傳真 886-3-2503900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其他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住校。三、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
備註
⽣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http://www.uch.edu.tw）
89501 健⾏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1.培育具社會⼒、專業⼒及就業⼒之基層管理⼈才。 2.培養同學正確價值觀及積極熱誠處事態度。 *本系規劃「微型創業
學分學程」、「客⼾經營管理學分學程」、「企業流程管理學分學程」三學分學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提供⾼中畢業證書
來台讀書計畫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進修計畫書(必)：簡要說明

89502 健⾏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資訊管理及資訊開發應⽤⼈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提供最⾼學歷畢業證書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說明來台讀書計畫

3. 讀書計畫書(必)：簡要

⿓華科技⼤學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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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學校代碼
D8
聯絡電話 886-2-82093211
傳真 886-2-82091468
地址 33306桃園市⿔⼭區萬壽路⼀段300號
網址 https://www.lhu.edu.tw/index2.asp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lhu.edu.tw/m/icsc/internationalstudent.html
宿舍 提供宿舍給所有境外學⽣
⼀、本校於1969創校，迄今已歷50年，於2001升格為「⿓華科技⼤學」，為北臺灣地區第⼀所奉教育部核定升格
之私⽴科技⼤學，2010年教育部技專校院評鑑結果所有科系獲評為⼀等，成績全國最優。 ⼆、本校位於新北市新
莊、迴⿓地區，近台北捷運新莊線終點站，交通便利。 三、與美、⽇等知名學校簽署交換學⽣或雙學位協議，享有
免繳對⽅學校學雜費之優惠。 四、每年遴選約100位競賽或社團績優學⽣，免費參訪國外姐妹校、研習及交流，以
備註
擴⼤學⽣國際觀。 五、本校2006⾄2017年連續12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累計獎勵⾦額達新臺幣6億6185萬
元，為台灣北區私⽴技職校院第1名，超越多所公⽴學校。 六、2012年⾄2017年連續榮獲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
學計畫」成⽴產學研發中⼼，為台灣技專校院前8名、私⽴科⼤前3名，亦為北臺灣地區私⽴學校唯⼀獲選者。七、
2018年榮獲教育部⾼教深耕計畫1億414萬元獎助，為台灣台中以北私⽴科⼤第⼀。
學校
基本
資料

8D804 ⿓華科技⼤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 Game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以結合資訊科技、⼈⽂與藝術領域專⻑，期能培育數位遊戲、電腦動畫、網路多媒體、數位影⾳應⽤等整合性技術⼈
才，以達到資訊軟體開發的理性思維與設計創意之感性訴求並重的培育⽬標。 本系已成⽴「MAC 多媒體實驗室」、「多
功能遊戲展⽰及PC遊戲教學教室」、「數位攝影棚」、「數位內容後製作室」、「遊戲設計實驗室」、「數位錄⾳室」
「遊戲測試暨專題製作室-四間」、「數位內容教學實驗室」。以發展「線上遊戲」「互動式多媒體」「虛擬實境」「3D
遊戲引擎及電腦動畫」及「⾏動內容」為主要發展特⾊。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成績單1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8D801 ⿓華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著重於管理領域之規劃、整合、執⾏與創新等能⼒之激發，結合理論與實務，並以個案研討、實作與演練⽅式，使學
⽣從中學習與體驗。 課程規劃，包括三⼤⾯： 1. 管理技能課程：⼈⼒資源、財務、⾏銷、⽣管研發等。 2. 特⾊實務課
程：電⼦商務、網路⾏銷、運籌管理、顧客關係管理等。 3. 任務導向課程：研究所升學、⾼普考、證照等。 此外，為因
應資訊網路與國際化趨勢，不僅加強學⽣語⽂能⼒與科技運⽤，同時更培養學⽣之⼈⽂素養並提昇個⼈專業能⼒，以其成
為具備宏觀與競爭優勢的企管⼈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成績單1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8D802 ⿓華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學⽣基本的財務⾦融專業知識，並加強學⽣語⽂、⾦融相關法規與多媒體領域的專業知識與技術，以期培育全⽅
位⾦融⼈才。 為因應⾦融控股公司之成⽴及⾦融業務整合之趨勢，本系開設⾦融、財務及保險三⼤領域之課程，並加強學
⽣語⽂、⾦融相關法規與多媒體領域的專業知識與技術，使學⽣於⾦融各領域可均衡發展。 1.理論與實務並重：著重財務
⾦融專業理論外，亦注重實務應⽤，強調專題製作。 2.證照制度：輔導與⿎勵每位學⽣畢業前均需取得證券、⾦融與保險
等相關證照，以跨越就業⾨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成績單1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8D803 ⿓華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本系擬定五⼤重點特⾊為現階段及未來努⼒發展之願景: (⼀)多元化學習(⼆)國際學術交流(三)多元證照(四)產學合作(五)專
業志⼯服務與實習。設計四年⼀貫之課程，以落實學⽣之基礎語⽂能⼒及溝通能⼒，第⼀、⼆學年著重基礎語⾔教育，包
括聽、說、讀、寫、譯之基礎語⾔訓練課程。專業領域分為『英語教學組』及『商務經貿組』兩學程，使學⽣應⽤語⽂於
此兩領域，以紮實⾃身之外語溝通及應⽤能⼒。第⼆外語⽂包含⽇、西、法等語⾔之學習。產學合作計畫，使學⽣獲得實
際實習機會。專業志⼯服務學習，展現學⽣⼈⽂關懷精神。而海外研習及交換學⽣機會，可擴展國際視野及培養世界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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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成績單1份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3. 師⻑推薦函(選)

4.

中華醫事科技⼤學 Chung Hwa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E1
聯絡電話 886-6-2674567-276
傳真 886-6-336-2469
地址 71703台南市仁德區⽂華⼀街89號
網址 http://www.hwai.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ioa.hwai.edu.tw/p/405-1013-37882,c1275.php?Lang=zh-tw
宿舍 國際學⽣保障四年宿舍，但須事先申請。如中途搬出，即不再給予保留。
本校成⽴於西元1968年，1999年8⽉1⽇改制為中華醫事學院，2007年2⽉改名為中華醫事科技⼤學。本校共計有3
學院，19系與4碩⼠班(10系組)。 ⼆技⼤學⽣有： 職業安全衛⽣系、護理系、醫學檢驗⽣物科技系、調理保健技術
備註
系、⾷品營養系、製藥⼯程系。 本校距離中⼭⾼速公路仁德交流道只有5分鐘，離台南⽕⾞站約15分鐘的⾞程，交
通便捷，⾵景優美。
學校
基本
資料

8E104 中華醫事科技⼤學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配合國內醫療發展之趨勢與國家醫檢⼈才之規劃以培育具醫學理論基礎及醫學檢驗技術的醫事專業⼈才為⽬標，使其
瞭解品質保證的要性，並具獨⽴思考及主動學習醫檢新知的態度。以提升全⺠健康、強化醫療檢驗品質、精進與研發醫療
檢驗設備與⽅法、創新醫療檢驗技術為職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申請⼈須檢附相同科別專科副學⼠或獨⽴學院⾼級⽂憑等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等始可申請
本系。如果原證明⽂件不是中⽂或英⽂，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申請⼈原畢業專業科別需是相同科，始可申請。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需有完整相同科別成績單正本(蓋學校章)⼀份，如果原證明⽂件不是英
⽂或中⽂，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3. 師⻑推薦函(選)：若畢業成績為全校畢業⽣前30%，請於推薦函中註明。
8E106 中華醫事科技⼤學 ⾷品營養系 Department of Food Nutrition
系所分則
訓練學⽣營養及飲⾷衛⽣多元諮詢的專業能⼒，加強學⽣在營養教育和團膳諮詢管理等專業技能，提供社會服務之功能，
培育優秀之⾷品營養與保健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申請⼈須檢附專科副學⼠或獨⽴學院⾼級⽂憑等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等其中⼀份，如果原
證明⽂件不是中⽂或英⽂,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需有完整成績單正本(蓋學校章)⼀份，如果原證明⽂件不是英⽂或中⽂,
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3. 師⻑推薦函(選)：若畢業成績為全校畢業⽣前30%,請於推薦函中註明。
8E107 中華醫事科技⼤學 調理保健技術系 Department of Acupressure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隨著⾼齡化社會來臨，養⽣保健的預防醫學是未來的主流，調理保健技術系以培養⺠俗調理、推拿整復、按摩舒壓⼈才為
主，強調養⽣保健的推廣。本系課程內容包括中西醫整合醫學理論的應⽤與臨床操作的融合學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申請⼈須檢附專科副學⼠或獨⽴學院⾼級⽂憑等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等其中⼀份，如果原
證明⽂件不是中⽂或英⽂，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需有完整成績單正本(蓋學校章)⼀份，如果原證明⽂件不是英⽂或中
⽂，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3. 師⻑推薦函(選)：若畢業成績為全校畢業⽣前30%，請於推薦函中註明。
8E102 中華醫事科技⼤學 職業安全衛⽣系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系所分則
以改善⼯作環境、防⽌職業災害、促進勞資和諧、落實⾵險管理為主要宗旨，透過校外產業實習增進實務經驗及培訓學⽣
具有現階段產業需求的技術與能⼒，加強職業倫理與社會⼈⽂藝術之教育課程內容，積極培育兼具理論與實務，保障職場
⼯作者安全與健康的專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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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申請⼈須檢附專科副學⼠或獨⽴學院⾼級⽂憑等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等，如果原證明⽂件
不是中⽂或英⽂，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需有完整成績單正本(蓋學校章)⼀份，如果原證明⽂件不是英⽂或中
⽂，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3. 師⻑推薦函(選)：若畢業成績為全校畢業⽣前30%，請於推薦函中註明。
8E108 中華醫事科技⼤學 製藥⼯程系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全國第⼀且唯⼀的製藥⼈才培育學，系以多樣化的藥劑製造及檢測設備訓練學⽣成為兼具理論與實務的製藥專業⼈才。畢
業⽣可成為藥劑、化妝品、機能性或健康⾷品製造界的研發、製造、檢驗及管理⼈才，亦可繼續攻讀相關系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必):申請⼈須檢附專科副學⼠或獨⽴學院⾼級⽂憑等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等
其中⼀份，如果原證明⽂件不是中⽂或英⽂,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需有完整成績單正本(蓋學校章)⼀份,如果原證明⽂件不是英⽂或中⽂,請
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3. 師⻑推薦函(選)：若畢業成績為全校畢業⽣前30%,請於推薦函中註明。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A9
聯絡電話 886-2-27821862
地址 11581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三段245號
網址 http://www.c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傳真 886-2-27827249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本校備有男⼥⽣宿舍。 ⼆、本校開設多種跨領域之課程，以拓展學⽣之學習領域，並舉辦各式講座、演講，開
擴學⽣宏觀視野，落實全⼈教育理念。 三、本校學⽣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並應取得該學系認定之「專業證
宿舍 照」及通過本校規定之「英語能⼒檢定」，⽅得畢業。 四、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資訊網http://www.cust.edu.tw。 五、新⽵校區校址：31241新⽵縣橫⼭鄉橫⼭村中華街200號電話：
+886-3-5935707。
⼀、本校備有男⼥⽣宿舍。 ⼆、本校開設多種跨領域之課程，以拓展學⽣之學習領域，並舉辦各式講座、演講，開
擴學⽣宏觀視野，落實全⼈教育理念。 三、本校學⽣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並應取得該學系認定之「專業證
備註 照」及通過本校規定之「英語能⼒檢定」，⽅得畢業。 四、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資訊網http://www.cust.edu.tw。 五、新⽵校區校址：31241新⽵縣橫⼭鄉橫⼭村中華街200號電話：
+886-3-5935707。
8A901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物科技系化妝品⽣技組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 &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化妝品⽣技組則以⽣物技術為基礎，增加抗⽼防皺成分之篩選與研發、美⽩化妝品之開發、⾼效滲透之微脂體包覆技術、
美妝彩繪之設計與藝術概念、整體造型創意開發、美妝產業經營與連鎖管理之建⽴等課程，並積極與⽣醫、⽣技及妝品業
界等多元化公司進⾏產學合作，除了促進研發能量，亦可使學⽣親⾃⾄職場環境，學習實務經驗使理論與實務相互配合，
達到技職教育「做中學，學中做」的⽬的，成為育成專業⽣物科技⼈才之搖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件
畢業證書中(華)⽂或英⽂譯本(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英⽂成績單
歷年成績單中(華)⽂或英⽂譯本 (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
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選) 8. 學術著作(選) 9. 進修計畫書(選) 10.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11. 作品集(選) 12. ⾃傳(必) 13. 讀
書計畫書(必) 1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致理科技⼤學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C3
聯絡電話 886-2-22580500
地址 22050新北市板橋區⽂化路1段313號
網址 http://www.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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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22588518

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本校為培育卓越商務實務⼈才之創新學習型⼤學，致⼒於培養具國際視野之商務管理、商貿外語、創新設計卓越商
務⼈才；且地處⼤臺北都會中⼼，是全臺灣交通最便利的學校。本校注重品德教育，獲頒教育部學務⼯作之最⾼榮
譽「友善校園」榮銜，且多次榮獲教育部「品德教育」、「服務學習」、「⽣命教育」等績優學校，更是佛光⼭
「三好典範校園」學校。在專業能⼒培養⽅⾯，本校連續9年專業證照考取數全臺第⼀，深受學⽣及家⻑喜愛，故
近6年新⽣註冊率保持在95％以上，更是培養諸多政府與企業領袖、國會議員的優秀學府。 在教學品質及學術聲望
⽅⾯，本校2017年評鑑，全校各系、碩⼠點、⾏政類全數獲得通過，並連續10年（2008-2017）榮獲「教學卓越計
畫」⼤學，其中2018年榮獲⾼教深耕計畫新臺幣6,571萬元補助，2019年再獲教育部肯定為優等⼤學，增加新臺幣
1,000萬元補助。另外2007-2019年期間榮獲教育部頒發「品德教育績優學校」、「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
「體育績優學校」、「勞作教育」、「服務學習」績優學校、「友善校園」榮銜及星雲⼤師教育基⾦「三好校園典
範學校」。2019年時報週刊與1111⼈⼒銀⾏調查，「企業最滿意⼤學」項⽬，繼2016年、2017年、2018年連續第
四年榮獲臺灣私⽴科技⼤學組第1名。 國際認證與競賽⽅⾯，本校創新設計學院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6
年認證、商務管理學院通過 ACCSB 5年認證、商貿外語學院通過台灣評鑑會5年認證。學⽣參加國際競賽優異表現
備註 如下： 1.連續9年專業證照考取數全臺灣第1名。 2.2015~2017年榮獲「亞洲會展青年競賽」2次冠軍、1次亞軍。
3.2015-2016獲10項德國紅點設計獎 其中3項為最佳設計獎 （Best of the Best），2020再獲5項設計獎。 4.2018年
世界盃電腦技能⼤賽榮獲世界冠軍。 5.2019年榮獲國際iF設計⼤獎。 6.榮獲⽇本、⾺來西亞、莫斯科、波蘭、烏
克蘭等多項國際發明展⾦牌、銀牌獎。 畢業⽣出路⽅⾯，⽬前與美國舊⾦⼭州⽴⼤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合辦五年⼀貫碩學⼠MBA雙聯學制，與愛爾蘭的愛爾蘭國家學院（National College of
Ireland）、泰國的宣素那他皇家⼤學（Suan Sunandha Rajabhat University）合辦學⼠學位雙聯學制，與美國
的西南明尼蘇達州⽴⼤學（Southwest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MBA雙聯學制將於2021年正式推⾏。與英
國的密德薩斯⼤學（Middlesex University)、桑德蘭⼤學（University of Sunderland）、澳洲科廷⼤學
（Curtin University）雙聯學制皆將陸續開展，未來將提供更多學⼠雙學位、碩⼠雙學位等多元升學途徑。 國際
化程度⽅⾯，⽬前與中國⼤陸、美、⽇、澳，以及東協國家越南、泰國等105所學校締結交流協議，積極推動國際
及兩岸合作。 港澳⽣輔導機制⽅⾯，學校針對境外⽣設有專屬「⼤天使」的輔導機制，各班亦有導師可協助學業輔
導，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則設有專⼈負責港澳⽣辦理居留證、⼊出境、獎學⾦申請等等，使學⽣無後顧之憂，安⼼求
學。
8C301 致理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開設財⾦CEO課程，邀請產官學⼤師蒞校講授國際財⾦資訊。協助學⽣發展核⼼能⼒以利未來就業，特訂定三⼤學習模
塊：理財規劃課程(培育⾦控理財專員、銀⾏/保險從業⼈員等)、投資分析課程(培育證券/期貨從業⼈員、投資分析研究員
等)、企業財務課程(培育財務管理、企業財務資源、租稅規劃等⼈才)，特別著重養成各模塊學⽣的移動⾦融服務、⼤數據
分析與社群媒體分析等三⼤能⼒。從校內學習、校企合作教學、企業⾒習、校外實習等，培育學⽣與職場「無縫接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者請提供畢業證書；未必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在學者起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
⼠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三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有參展證
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專題
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作品集(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作品集。
8C302 致理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學⽣具國際視野、創新觀念、科技應⽤、務實態度之優秀⾏銷流通整合⼈才。三⼤特⾊：1.創造學⽣佳績，具優良
「四⾼」傳統--競賽得獎數⾼、證照數⾼、就業率⾼、雇主滿意度⾼。2.落實校外實習，培養學⽣⼈際關係溝通、⼯作態度
合作、職場倫理軟實⼒。3.培養第⼆專⻑，結合會展專業證照考試、校外實習及競賽，培育會議展覽⾏銷優良⼈才；根據
「網實通路整合」趨勢開設網實通路學分學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者請提供畢業證書；未必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在學者起提供在學證明。 2. 副學
⼠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三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有參展證
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專題
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有利審查之資料。 7. 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作品集(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作品集。

明新科技⼤學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91

聯絡電話 886-3-5593142#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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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3-5577682

附錄⼀
2021 年香港學⽣來臺升讀技術校院⼆年制學⼠班校系分則及招⽣名額⼀覽表
（本表僅供香港副學⼠(或⾼級⽂憑)申請學⽣參考；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起⾄ 2021 年 8 ⽉底）
學校
基本
資料

地址 30401新⽵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網址 http://www.mus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教育與交流中⼼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教育與交流中⼼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fg.must.edu.tw/index.aspx
新⽣住宿由學校統⼀分配，學⽣無法⾃⼰挑選想住的宿舍。 所有寢室均備有床位(沒有床墊)、書桌、檯燈、椅⼦、
宿舍 ⾐櫥等固定設備，另外網路、⾃助洗⾐、交誼廳、安全維護設施也⼀應俱全，不過衛浴設備必須共⽤。另外宿舍內
沒有廚房。
本校地處新⽵縣新豐鄉，占地逾三⼗公頃，交通便捷、毗鄰⼯業區、科學園區，地理位置優越，本校成⽴超過五⼗
年，⼯學院所屬各系均通過IEET中華⼯程教育學會認證。2016年天下雜誌所屬Cheers期刊公布本校為北台灣技專
備註 校院第⼀名。本校各系男⼥兼收，宿舍內設施完善，亦定期舉辦各項活動，且境外⽣為優先住宿。 教學與⽣活設施
完善；校園網路、圖書館、游泳池、保齡球館等。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站
http://www.must.edu.tw。
89101 明新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學⽣之專業能⼒、解決問題能⼒、創新能⼒、協同合作⼒、品德⼒、執⾏⼒及⾃信⼒為⽬標主要⽬標，以期為
社會培育能勇於築夢、腳踏實地且關懷社會之管理⼈才。主要⽬標在於訓練學⽣優良之英⽂聽說讀寫技巧及應⽤能⼒，並
提供英美⽂學、語⾔學、英語教學、電影、戲劇等專業課程，培養學術及實務⼈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89104 明新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1.以新⽵科學園區為核⼼，強化香港學⽣對臺灣⾼科技產業貿易與運籌之瞭解，於學成之後參與其中。 2.透過對香港學⽣
之培育和交流，強化臺灣與香港在華⼈⽂化圈的經貿互動與合作關係。 3.配合⽂化創意及觀光服務業，培育嫻熟臺灣特⾊
競爭產業之香港學⽣，以橋接兩岸三地觀光交流及臺灣商業發展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89105 明新科技⼤學 財務⾦融系創意⾏銷組/智慧理財組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本系其宗旨在配合國家經濟發展之需要，培育具國際視野，有全⽅位財務⾦融相關知識與實務能⼒之專業⼈才。並配合國
內⾦控集團的形成與發展，訓練培養職場所需專業⼈⼒，熟悉⾦融產品、應⽤投資分析、理財規劃與證券資產分析的財務
⾦融管理⼈才。 除了教授管理基礎課程之外，依⾦融職場之需求規劃三⼤課程模組：投資理財決策模組、財務⾵險管理模
組、企業財務決策模組，且著重投資分析、財務決策、⾦融機構等三⼤類財⾦專業課程，並提供會計、外語、資訊、法律
等相關課程，以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且具備國際觀之財⾦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89102 明新科技⼤學 化學⼯程與材料科技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配合國家經濟發展與產業升級及社會需要。以培育兼具專業技能、⼈⽂素養與宏觀視野的化⼯與材料科技⼈才為本系之教
育⽬標。新⽵區域產業特⾊與學⽣就業導向規劃符合時代潮流與未來趨勢之專業課程。課程專業以化⼯技術與電⼦材料製
程技術，奈⽶材料⼯程，循環經濟與⽣化⼯程與綠⾊科技能源技術領域為發展重點，並結合明新科⼤⼯學院，訓練跨領域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89103 明新科技⼤學 光電⼯程系 Department of Opto-Electronic System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光學及光電材料與元件之理論為基礎，並強化系統機構與電⼦⼯程⽅⾯之訓練，依學⽣之興趣培養其成為熟悉四⼤
光電產業之⼯程實務⼈才：精密光學元件與數位影像系統、顯⽰元件與系統、綠能光電與光電元件、光電資訊處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台北海洋科技⼤學 Taipei University of Marin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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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D5

聯絡電話 (02)2805-9999

傳真 (02)2805-2796

地址 25172新北市淡⽔區濱海路三段150號
網址 http://www.tumt.edu.tw/bin/home.php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1. 宿舍房間形式為五⼈套房，設有獨⽴衛浴設施。 2. 房內配備：床鋪、書桌、⾐櫃、空調設備、網路節點插座。
宿舍
3. ⾨禁設置指紋辨識系統，以維護宿舍安全。 4. 各樓層亦設有交誼廳供學⽣休憩使⽤。
⼀、男⼥兼收，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修業年限兩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
學位。 三、教室均設有冷氣空調與e化教學設備，教學環境優良。 四、男⼥⽣宿舍舒適寬敞備有網路等設施。 五、
備註 設有各項獎助學⾦，學⽣可依規定辦理申請。 六、本校兩校區位於⼤台北地區交通便捷。 本校網⾴：
http://www.tumt.edu.tw/ 校本部：25172新北市淡⽔區濱海路三段150號；電話：886-2-28059999。 ⼠林校
區：11174 台北市⼠林區延平北路九段212號；電話：886-2-28109999。
8D503 台北海洋科技⼤學 海空物流與⾏銷系 Department of Air&Sea Logistics and Market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整合「海空物流營運管理」與「海空物流⾏銷業務」思維，為專⾨以海運、空運為主軸之物流與⾏銷專業⼈才培育科
系，有明顯之就業市場區隔。學⽣畢業多朝機場、港口、船公司、航空公司、國際物流公司發展，職涯規劃定位明確。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亞東技術學院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B7
聯絡電話 886-2-77387708
傳真 886-2-77386471
地址 22061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段58號
網址 http://www.oi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教務⾏政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a.oit.edu.tw/files/11-1004-3011.php
宿舍 新⽣保障住宿(碩⼠班無提供宿舍)
⼀、限副學⼠或⾼級⽂憑護理科畢業者報考。⼆、男⼥兼收。三、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備註 四、110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五、本校設有各項獎助學⾦，請⾄本校學⽣事務處課外活
動組(獎學⾦)或⽣活輔導組(助學⾦)網站瀏覽。（網址：http://sa.oit.edu.tw/bin/home.php）
學校
基本
資料

8B701 亞東技術學院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學⽣為中⼼，根據其先備知識，運⽤多元教學策略，輔以學習情境，引導學⽣主動學習及反思，協助學⽣專業能⼒
的養成及激發潛能，並持續⾃我成⻑。本系師資皆具實務經驗與證照，並持續藉由臨床實務、專業研習及產學合作等進⾏
實務增能。教學空間依專業課程設有臨床技能中⼼、實作實驗教室、互動教室及⾃學教室，可提供教師教學、產學合作、
研究、學⽣實作、實務練習及⾃學的場所。藉由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的連結，以強化學⽣專業知能，培育符合就業需求之
護理實務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 6.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 8. ⾃傳(必)：(1) 中⽂⾃傳（含學⽣⾃述/個
⼈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2) 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9. 讀書計畫書(必)：(1) 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2) 英⽂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藻外語⼤學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學校代碼

B2

聯絡電話 886-7-3426031#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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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地址 80793⾼雄市三⺠區⺠族⼀路900號
網址 http://www.wz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境外學⽣事務組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境外學⽣事務組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d021.wzu.edu.tw/category/148144
宿舍 新⽣保障住宿
⽂藻外語⼤學創⽴於1966年，由天主教聖吳甦樂會創辦，是全台灣獨⼀無⼆的外語⼤學。本校教育著重開拓學⽣多
元國際觀、培育個⼈獨特價值以及陶冶全⼈發展的品格；課程設計以外語能⼒及專業知能並重為原則，期能強化學
⽣的就業競爭⼒。⼀、本校為全台灣唯⼀外語課程以全外語授課（聽、說、讀、寫）之學府。⼆、各系學⽣除完成
備註
畢業學分外，均須通過規定之相關語⾔測驗成績⾨檻⽅可畢業。三、本校與全球逾270所學校簽訂學術合作計畫，
成績優異之學⽣可經由甄選成為交換⽣，擴充外語、⽣活及⽂化經驗。四、設有境外學⽣事務組，協助僑⽣⼊學前
的接機、校園環境介紹，以及⼊學後的⽣活輔導與⼼理諮商。
8B201 ⽂藻外語⼤學 英國語⽂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本系⼆技課程設計重點以培育外貿、翻譯及傳播管理⼈才為原則，學⽣可依其就業發展需要選修課程。必修之英⽂課程則
為加強學⽣之聽、說、讀、寫等能⼒而設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
(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EFL, TOEIC, IELTS, BULAT)
8B205 ⽂藻外語⼤學 ⽇本語⽂系 Department of Japanese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特⾊為運⽤⽇⽂能⼒，加強學⽣「⽂化溝通」、「問題解決能⼒」、「基礎就業能⼒」、「核⼼就業能⼒」訓
練。因應社會需求培養產業發展所需之專業⼈才，為加強學⽣就業及國際能⼒，四年級下學期進⾏移地學習，培養具有前
瞻性及國際觀的⼈才與世界接軌。本系相關資訊，請參閱網址：http://c025.wzu.edu.tw
應考⽣須具備JLPT⽇本語能⼒測驗N2證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
(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本語能⼒測驗(JLPT)N2成績以上

崇右影藝科技⼤學 Chungyu University of Film and Arts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E6
聯絡電話 +886-2-24237785#218、219
地址 20103基隆市義七路40號
網址 http://www.cufa.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傳真 +886-2-24284410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
本校提供宿舍 住宿設備: 1.房間有冷氣、⾐櫥、書桌、座椅、床舖（不含床墊)。 2.設有交誼廳、冰箱、每層樓設有
宿舍 投幣式洗⾐機、脫⽔機、烘乾機。 3.每個樓層設有衛浴設備。 4.宿舍為6⼈⼀間。 5.每學期(⼀學期總計18周)住宿
費為新台幣9700元。
崇右影藝科技⼤學是全國唯⼀影藝⼤學，聚焦影藝專業，建置【表演藝術學院】演藝事業系、表演藝術系、影視傳
播系、時尚造型設計系、⽂化創意研究所。 本校位於台灣北部的基隆市中⼼與⾸都台北市知名的101⼤樓僅距20分
鐘⾞程，藉由與台北⾸都相隔為鄰的地理優勢，交通便捷，可快速往返⼤台北地區，學⽣對表演藝術、影視實務、
流⾏時尚、⽂創設計之資訊管道豐富且多元，⼯讀機會多，在⺠⽣消費上也較⼤台北地區低。 在師資上聘請⼤量影
藝圈知名明星、導演、攝影師、編劇、導播、經紀⼈等擔任專兼任教師，將業界實務經驗導⼊課程，強⼒鏈結職
場，帶領認真學習有潛⼒的學⽣到影藝圈有實習演出機會。並精準輔導學⽣參加國內外競賽屢獲⼤獎，為培育優質
備註 專才之最佳搖籃，歡迎有志青年學⼦加⼊本校，抓住成為⼈⽣勝利組的機會。 本校教學舞台燈光、⾳響設備器材完
備，展演空間完善，全部開放給學⽣⾃由租借使⽤。教室全⾯e化並裝設冷氣，校園內提供無線網路環境；男、⼥
學⽣宿舍新穎、安全舒適，每間寢室均設有冷氣、Wi-Fi無線上網、多元娛樂空間，讓外⽣有如宿如居的歸屬感。
校內設有便利商店及多元化複合式餐廳，鄰近⾦融機構、商業百貨及飲⾷小吃，此外，更與聞名中外的廟口夜市僅
距3分鐘⾞程，校園周邊機能多元而便利。

8E601 崇右影藝科技⼤學 影視傳播系 Department of Film and TV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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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傳播系以【專業藝⼈演員培訓】、【影視幕後全才訓練】為本系極欲培養之⼈才，
強調「做」中學，⼤量累積實務經驗，聘請業界超強師資，強⼒連結職場。
兩⼤學習主軸：
「影視表演」 及「影視製作」
⼀、「影視表演」為國內⽬前唯⼀以“鏡頭表演 ＂為主的表演訓練科系，培訓成為全⽅位藝⼈及專業影視表演者。
幕前課程(影視表演)：
鏡頭表演、⾓⾊分析實作、綜藝表演、表演聲⾳、影視導演培訓、網紅⾃媒體訓練試鏡技巧、新媒體棚內實務、影視劇本
編創、經紀⼈培訓。
⼆、「影視製作」之學習主軸，著重影視幕後全⽅位技術及製作能⼒訓練，從劇組實務出發，實務傳授影視各類型節⽬之
製作、拍攝、燈光、後製、剪接、特效⾏銷、包裝等完整之幕後技術。
幕後課程(影視製作)：
影視導演培訓、導播實務、攝影棚多機訓練、影視技術培訓(攝影、燈光、剪輯、收⾳)、新媒體棚內實務、影視劇本編
創、紀錄⽚製作、後製動畫特效、節⽬企劃製作、經紀⼈培訓、提案⾏銷技巧、影視美術、影視三妝、錄⾳室混⾳。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B4
聯絡電話 886-3-8572158
傳真 886-3-8465413
地址 973302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段880號
網址 https://www.tcust.edu.tw/?Lang=zh-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ib.tcust.edu.tw/p/406-1012-43079,r730.php?Lang=zh-tw
1.本校建置三棟宿舍，共計2300餘床，提供同學申請。 2.宿舍分為男/⼥，⼀學期費⽤【⼥⽣】新台幣5000元，
【男⽣】新台幣6500元，三棟各安排四位舍監24小時輪值，提供安⼼學習環境。 3.室內增設冷氣機(使⽤者付費)，
宿舍
週⼀⾄週四晚間20時安排晚⾃習時段，培養規律⽣活作息。 4.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
請。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修業年限⼆年，條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學位。
三、男⼥⽣兼收。四、收費項⽬及標準均依據教育部學雜費收費標準。五、本校提供下列獎助學⾦：（⼀）績優學
備註
⽣獎學⾦：學⽣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讀學⽣獎助學⾦。六、本校學⽣依學校規定穿著制
服。七、備有宿舍，可申請住宿。
學校
基本
資料

8B401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本校⼆技護理系招收已具備醫護專科學校畢業背景之學⽣。⼆技護理系的特⾊在(1)培育具備⽣命關懷的護理專業⼈才。
(2) 培育學⽣具備獨⽴批判思考、問題解決和整合性照護能⼒。(3)結合慈濟醫療志業體資源，提供學⽣實習，強化實務經
驗。(4)透過國際交流，強化專業知能，增進國際視野。本系以華語教學為主，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修業年
限⼆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學位。收費項⽬及標準均依據教育部學雜費收費標準。本校提供下列獎助學⾦：
（1）績優學⽣獎助學⾦：學⽣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2）⼯讀學⽣獎助學⾦。本校男⼥⽣兼收。學⽣依學
校規定穿著制服。備有宿舍，可申請住宿。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2. 副學⼠或⾼級⽂憑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護理專科歷年成績單影本⼀
份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份 4. ⾃傳(必)：中⽂⾃傳⼀份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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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
報名學生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
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
（以下簡稱個資法）
，為確保您的個人資料，隱私及權益之
保護，請詳細閱讀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個資法第 8 條及第 9 條
規定所為以下「報名學生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倘您未滿 20 歲，
下列內容請併向您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告知)。

一、 機構名稱：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
二、 個人資料蒐集之目的：
1. 本會基於辦理僑生及港澳生「個人申請」、「聯合分發」就讀臺灣之大學校
院、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以下簡稱「僑先部」）招生工作相關之
註
試務（134 ，包括公示姓名榜單）、提供學業成績、考試成績、招生、分發、
證明使用之資（通）訊服務（135）、資（通）訊與資料庫管理（136）、學
（員）生資料管理（158）、學術研究（159）及完成其他海外聯合招生必要
工作或經報名學生同意之目的。
2. 本會為提供精確的聯合分發入學工作，須將蒐集之考試成績、成績等第進行
統計與分析，分析結果之統計數據或說明文字呈現，除供分發所需及內部研
究外，本會視需要公布統計數據及說明文字，但不涉及特定個人之資料。
3. 本會進行後續分發成果追蹤之相關學術研究、教育研究及統計研究分析等目
的進行蒐集。
三、 個人資料之蒐集方式
1. 直接透過書面或網路報名所填寫個人資訊或個別上傳系所審查資料時取得。
當您進行報名後，系統會保留您提供的個人資料，用來進行資格審查、聯合
分發考試及分發入學之相關作業時使用。
2. 如果您採用香港 DSE 考試成績作為成績採計方式，本會必須將您的部分個人
資料經由國際傳輸到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提取您的考試成績。
3. 如果您採用馬來西亞獨中統考成績作為成績採計方式，本會必須將您的部分
個人資料經由國際傳輸到馬來西亞華校董事聯合會總會提取您的考試成績及
成績等第。
4. 如果您採用澳門四校聯考成績作為成績採計方式，本會必須將您的部分個人
資料經由國際傳輸到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高等教育局及相關澳門院校核實您
的考試成績。
5. 為確定您的僑生及港澳生身份資格符合「僑生來臺就學輔導辦法」、「香港
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輔導辦法」之規定，您的部分個人資料將由本會傳輸到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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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委員會或教育部，以便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向內政部移民署，提取您的出
入境紀錄。並由僑務委員會、教育部及本會進行資格審查。
6. 為完成報名繳件作業，您的申請表件須依簡章規定送到受理申請單位（如：
中華民國各駐外機構、香港海華服務基金、澳門試務委員會、僑務委員會海
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僑務委員會各年度地區保薦單位、僑先部或本會等）
繳交始完成報名。
7. 當您獲得分發入學時，您的個人資料將由本會傳輸至被分發的各公私立大學
校院或僑先部。
四、 蒐集個人資料之類別
註

1. 直接蒐集之個人資料有識別個人者（C001 ）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C003）
、
個人描述（C011）、移民情形（C033）之居留證、休閒活動及興趣（C035）、
學校紀錄（C051）、資格或紀錄（C052）、應考人紀錄（C057）等個人資料
類別，內容包括：中英文姓名、性別、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護照號碼、
教育資料、聯絡電話、地址、電子郵件地址、父母親中英文姓名、考試編號
等，均為必填欄位。考試成績、成績等第則根據您所選的成績採計方式決定。
2. 採用馬來西亞獨中統考成績作為成績採計方式者，間接由馬來西亞華校董事
聯合會總會取得各科考試成績、成績等第。
3. 採用香港 DSE 考試成績作為成績採計方式者，間接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取得
各科考試成績。
4. 採用澳門四校聯考成績作為成績採計方式者，間接由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高
等教育局及相關澳門院校核實各科考試成績。
五、 個人資料處理及利用
1. 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自您報名日起至辦理考試個人資料保存期限外，以上
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利用期間。
2. 個人資料利用之地區：臺灣地區（包括澎湖、金門及馬祖等地區）、中華民
國各駐外機構、香港海華服務基金、澳門試務委員會、僑務委員會海外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僑務委員會各年度地區保薦單位或經考生授權處理、利用之
地區及成績提取或核實之單位所在地（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或馬來西亞華校董
事聯合會總會或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高等教育局及相關澳門院校）。
3. 個人資料利用之對象： 除本會外，尚包括協助完成上開蒐集目的之相關合作
單位、包含中華民國各駐外機構、香港海華服務基金、澳門試務委員會、教
育部、僑務委員會（含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僑務委員會各年度地區保
薦單位、內政部移民署、中華民國各公私立大學校院、僑務委員會印尼輔導
訓練班之委辦學校、僑先部及教育部或其授權之學術研究機構（單位）。
4. 個人資料利用之方式： 本會之試務作業、考試成績、分發結果與相關資訊之
發送通知，提供相關合作單位進行試務、錄取、分發、報到、查驗等作業，
考生（或監護人）之聯繫，基於試務公信之必要揭露與學術研究及其他有助
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必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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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若您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料，將導致無法進行報名、緊急事件
無法聯繫或錄取通知無法送達等，影響您參加招生、後續試務與入學之權益。
七、 您得於資料利用期間依個資法規定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
補充或更正；請求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請求刪除。您得以書面、傳真、
電話等方式與本會聯絡，行使上述之權利。您行使有關權利與本會之聯絡方
式為：電話：+886-49-2910900；傳真：+886-49-2911182；電子郵件：
overseas@ncnu.edu.tw。
八、 請您確認提供之個人資料，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不實或需變更者，請您立
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本會辦理更正。
九、 本會得依法令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料或相
關資料提供予相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十、 如您要求本會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料之請求，或是要求
刪除您的個人資料，本會必須同時撤銷您的來臺申請書、來臺入學分發書通
知書等。如果您已經分發來臺就學中，將一併撤銷學籍。如果您的請求，致
妨礙本會執行職務或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或導致本會違背法令或主管機關之
要求時，本會得繼續蒐集、處理、利用或保留個人資料。
註

法務部頒定個人資料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料之類別代號
https://mojlaw.moj.gov.tw/LawContent.aspx?LSID=FL0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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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年度香港副學士（或高級文憑）海外聯合招生學校通訊錄
編號

校名

地址

官方網站

電話

傳真

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06335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 43 號 http://www.ntust.edu.tw

886‐2‐27301190

886‐2‐27376661

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640301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 段 123 號 https://www.yuntech.edu.tw/index.php

886‐5‐5372637

886‐5‐5372638

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6344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一號

https://www.ntut.edu.tw/

886‐2‐27712171

886‐2‐87731879

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807618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5 號

http://www.nkust.edu.tw

886‐7‐3814526

07‐396‐1245

5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632301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 號

https://www.nfu.edu.tw/zh/

886‐5‐6315108

886‐5‐6310857

6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411030 臺中市太平區坪林里中山路二段
http://www.ncut.edu.tw
57 號

886‐4‐23924505

886‐4‐23939845

7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404348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

http://www.nutc.edu.tw

886‐4‐22195755

886‐4‐22195761

8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812301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 1 號

http://www.nkuht.edu.tw

886‐7‐8060505

886‐7‐8060980

9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00026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 321 號 https://www.ntub.edu.tw

886‐2‐23226050

886‐2‐23226054

10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112040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365 號

http://www.ntunhs.edu.tw

886‐2‐28227101

886‐2‐28206729

11

朝陽科技大學

413310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 168 號

http://www.cyut.edu.tw

886‐4‐23323000

886‐4‐23742317

12

南臺科技大學

710301 台南市永康區尚頂里南台街 1 號 https://www.stust.edu.tw

886‐6‐2533131

886‐6‐2546743

13

崑山科技大學

710303 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http://www.ksu.edu.tw

886‐6‐2727175

886‐6‐2050152

14

樹德科技大學

824005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 59 號

https://www.stu.edu.tw

886‐7‐6158000

886‐7‐6158020

15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
717301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 號 http://www.cnu.edu.tw
藥理大學

886‐6‐2664911

886‐6‐2668920

16

明新科技大學

886‐3‐5593142

886‐3‐5577682

17

輔英科技大學

886‐7‐7811151

886‐7‐7830546

18

弘光科技大學

886‐4‐26318652

886‐4‐26314074

19

健行科技大學

320312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 229 號

886‐3‐4581196

886‐3‐2503900

20

中國科技大學

116077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 號 http://www.cute.edu.tw

886‐3‐6991111

886‐3‐6991110

21

嶺東科技大學

408213 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 1 號

http://www.ltu.edu.tw

886‐4‐23892088

886‐4‐23845208

22

中臺科技大學

406053 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 號

http://www.ctust.edu.tw

886‐4‐22391647

886‐4‐22391697

23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
710302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529 號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http://www.tut.edu.tw

886‐6‐2535643

886‐6‐2541309

24

南開科技大學

http://www.nkut.edu.tw

886‐49‐2563489

886‐49‐2567031

25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 115311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三段 245
http://www.cust.edu.tw
科技大學
號

886‐2‐27821862

886‐2‐27827249

26

文藻外語大學

807771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http://www.wzu.edu.tw

886‐7‐3426031

886‐7‐350‐8591

27

景文科技大學

231307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 99 號

https://www.just.edu.tw

886‐2‐82122000

886‐2‐82122199

28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
973046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880 號 https://www.tcust.edu.tw/?Lang=zh‐tw
科技大學

886‐3‐8572158

886‐3‐8465413

29

亞東技術學院

886‐2‐77387708

886‐2‐77386471

30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
112302 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 2 號
城市科技大學

886‐2‐28927154

886‐2‐28956534

31

致理科技大學

220305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 段 313 號 http://www.chihlee.edu.tw

886‐2‐22580500

886‐2‐22588518

32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251310 新北市淡水區濱海路三段 150 號 http://www.tumt.edu.tw/bin/home.php

(02)2805‐9999

(02)2805‐2796

33

龍華科技大學

333326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 300 號 https://www.lhu.edu.tw/index2.asp

886‐2‐82093211

886‐2‐82091468

34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717302 台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http://www.hwai.edu.tw

886‐6‐2674567

886‐6‐336‐2469

35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
333324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61 號
科技大學

http://www.cgust.edu.tw

886‐3‐2118999

886‐3‐2118305

36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http://www.cufa.edu.tw

+886‐2‐24237785

+886‐2‐24284410

304001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 1 號

http://www.must.edu.tw

831301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進學路 151
http://www.fy.edu.tw
號
433304 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 6 段 1018
http://www.hk.edu.tw
號

542021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68 號

http://www.uch.edu.tw

220303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58 號 http://www.oit.edu.tw

201301 基隆市信義區義七路 40 號

http://www.tp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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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109 學年度公私立大學校院學雜費徵收標準
單位：新臺幣元

院

系

別

醫

學

系

牙

醫

學

公

系

醫學院
（除醫牙學系外各系）

工

理

學

農

院

商

學

學

文 、 法

院

院

學

院

立

私

立

38,380~39,560

59,317~72,500

35,080~36,170

65,115~65,425

26,761~31,050

46,577~58,200

23,491~29,490

44,307~56,914

22,980~30,260

47,116~55,990

20,394~28,740

38,528~53,870

20,200~25,230

29,000~85,000

備註：
一、上述各學院系之學雜費收費金額以學院為大分類，若干學校同一學院不同學
系有不同之收費。
二、本表僅供參考，實際收費金額以各校院系別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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