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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特色簡介
您一定要知道的一所優質「具有國際特色的產業型科技大學」：
一、 高苑科技大學是全國唯一的「具有國際特色的產業型科技大學」
1. 高苑科技大學的定位：貼近產業和產業無縫接軌，培育學生畢業即具有百分百就業
能力。
2. 高苑科技大學是全國唯一座落在「科學園區」內的產業型科技大學，為學生 HOLD
住就學即就業的機會。
3. 高苑科技大學是全國首創的校內設有公部門「就業服務站」的科技大學，免費媒合
廠商求才、學生求職。
4. 培育光機電整合、扣件研創、綠色技術、商業管理、數位資訊等產業界所需人才
5. 重視產學合作成立五大研究中心，促進產業技術升級及人才培育。
6. 媒合學生前往日本及歐美國家實習或就業。

二、高苑科技大學是一所「科技與人文並重、學術與產業結合」的一
流科技大學
1. 高苑科技大學首創「一生六師」(班級導師、業界導師、課程教師、課程業師、 職涯
導師與實習場域導師)，與產業界一同培訓每一位在校同學。
2. 多年來，高苑科技大學師生在國際發明展中，勇奪近 650 面金、銀、銅牌與特別獎。
3. 高苑科技大學為一所「教學卓越型」科技大學，榮獲教育部獎助 2013 至 2019 年度
教學卓越及高教深耕計畫共計二億六千六百萬元(含學校配合款)。
4. 高苑科技大學辦學績優，全體單位均高分通過教育部校務評鑑。
5. 校內新設卓越園區為全校師生與員工提供一座優質的教學實習場域及聯誼 交流園
區；以戶外教學、分組討論、班級會議、野餐休憩方式實施多元教學，以烤肉聯誼、
火鍋餐敘方式培養情感交流。
6. 高雄捷運岡山路竹延伸線預定直達本校門口設站(RK5)，搭乘捷運通學，安全、快捷
又輕鬆。

三、高苑科技大學悉心輔導僑生，畢業後順利升學或就業
1. 高苑科技大學對僑生之照顧無微不至，包括生活上的適應、課程的輔導，及工讀的
安排等等，讓同學們很快就能融入此大家庭，2012 年畢業的越南籍黃玉嫦同學，在
學期間成績優異，同時考取台北科技大學等五所國立研究所，最後選擇就讀國立成
功大學土木研究所，另一位馬來西亞籍的陳自慷同學亦高中國立交通大學土木研究
所，2014 年已順利畢業，返回僑居地為跨國大企業服務。
2. 從 2015 起，勞動部放寬僑生的畢業就業門檻，該年的畢業僑生全數申請留台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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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絡資訊
本校研發處國際交流中心
電話:+886-7-6077914 或+886-7-6077225
傳真:+886-7-6077788
電子信箱:oia@cc.kyu.edu.tw
聯絡人:謝芬英 主任
網址: http://www.oia.kyu.edu.tw/
綜理臺灣之僑務相關事宜
僑務委員會
電話: +886-2-2327-2600
電子信箱: ocacinfo@ocac.gov.tw
網址: http://www.ocac.gov.tw
簽證與其他相關業務
外交部領事事務局
電話: +886-2-23432885或+886-2-23432850
網址: http://www.boca.gov.tw
申請換發外僑居留證之單位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電話: +886-2-23883929或+886-800024111
網址: http://www.immigration.gov.tw

一、入學時間及修業年限
(一) 入學時間：2020 年 9 月(秋季班)及 2021 年 2 月(春季班)入學
(二) 修業年限：學士班為 4 至 6 年，碩士班為 2 至 4 年。
(三) 持英制高中(中學五年)學歷入學或於中學未修足六年者，除應修畢主修
學系應修學分數外，須至本校日間部或進修部修足 4 門課程(含國文、
英語、數學、電腦等相關課程)或 12 學分，並於大一、大二之 2 年內
修畢，始得畢業，且此加修課程不列入學期成績計算。
二、申請資格
(一) 、凡符合下列資格者，得向本校提出申請入學：
1. 海外出生連續居留迄今，或最近連續居留海外六年以上，並取得僑
居地永久或長期居留證件之華裔學生，並以當年度自海外回國者為
限。
註一：所稱海外，指大陸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註二：所謂「連續居留」係指每曆年(1月1日至12月31日)在國內停留期間不得逾120
日，否則視為僑居中斷。
註三：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留證件，得以取得僑居地公民權、永久居留權或
以其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認定之。

2. 僑生在臺就讀期間因故自願退學返回僑居地且在臺停留未滿一年者
，得予重新申請，以一次為限。惟曾在國內大專院校（含國立臺灣
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以下簡稱臺師大僑先部）註冊在學、休學、
非因故自願退學（如勤令退學）及申請保留入學資格有案者不得重
新申請。
3. 當學年度未經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管道錄取者。
4. 由僑務主管機關認定僑生身分。
5. 僑生回國就學期間，除其他法令另有規定外，不得任意變更身分。
6. 若同時符合外國學生及僑生身分資格者，請擇一身分申請，一旦提
出申請後不得變更身分。
7. 須符合教育部採認之高中、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或符合「入學大學
同等學力認定標準」第九條規定者與臺灣學制相同之同等學歷資格
者。申請學士者須具國外高中畢業、申請碩士者須國外大學畢業。
且經我政府駐外館處、僑務委員會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或僑務委
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查證屬實者。
(二)、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依本簡章之規定申請回國升學，違反規定
者，取消錄取資格;已入學者，應勒令退學並撤銷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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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大陸地區、香港及澳門等地區僑生。
曾在國內（含港澳）肆（畢）業之高中學生。
當年度已經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分發在案或個人申請錄取的僑生。
臺師大僑生先修部結業之僑生。
國內大學一年級肄業之僑生。
持偽造或冒用、變造證明文件或護照。

三、招生委員會組成方式
本僑生招生委員會置委員若干人，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
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國際交流中心主任、綜合業務組組長、及招生科系
主任擔任之。
四、申請日期及方式
(一) 申請日期
秋季班:自即日起至2020年8月31日截止。
春季班:自即日起至2021年1月10日截止。
(二) 申請方式
1. 說明會現場報名
2. 網路報名
3. 通訊報名
請至「高苑科技大學線上申請系統」填寫線上申請表，線上申請網址為：
http://ccweb.kyu.edu.tw/foreignstudent/並列印所有相關表格，於申請截止
期限內送達本校國際交流中心或郵寄至「中華民國高雄市路竹區中山路
1821 號 高苑科技大學國際交流中心 收」。請將「附表 3、僑生單獨招
生申請入學專用信封」黏貼於申請郵件上。
※注意:申請文件缺件或書寫潦草致不能辨識者，視同不合格件，申請者須
自行負責！
五、申請應繳交文件
於申請期間，應檢具下列表件，向本校申請回國就學。
(一) 繳交資料檢核表(本表請置於申請表件首頁，其餘繳交表件依本表項次
順序裝訂)
(二) 入學申請表(申請表需經申請人簽章後，貼 2 吋正面半身脫帽相片 1 張)
(三) 僑居地永久居留證件或護照影本
(四) 戶口名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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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高中或大學畢業證書影本(以同等學力資格申請者須附修業證明書)。報
名時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可先檢送應屆當學期在學證明書;但至遲必
須在入學前取得正式畢業證書(須譯成中文或英文)，並經駐外館處驗證
或經僑務委員會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
核驗)，俾供本校審查，否則將視為報名資格不符，已錄取者撤銷入學
資格。
(六) 高中或大學在校成績單影本，須註明該校所在地及學制年限，中、英文
以外之語文，應加附中文或英文譯本，並經駐外館處驗證或經僑務委員
會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核驗。
※持外國學歷、香港或澳門學歷、或大陸地區學歷申請人，須符合各項
學歷採認辦法之規定
(七) 具結書
(八) 有助於審查之資料
六、招生學系及名額
本校僑生學士班名額為 64 名，碩士班為 5 名，經海外聯招會招生之名額(含
個人申請及聯合分發)分發後產生的缺額， 得流用至本入學管道招生學系之
名額。本校各招生學系以中文授課為主、英文授課為輔，申請人應具備基礎
之中文聽、說、讀、寫能力。
招生學院

招生學系

電機工程系

機電學院

電子工程系

學系簡介
1. 近年來國內外機電產業快速發展與環境變遷，如何面對嚴
峻轉型提升、人才斷層與營運管理等問題，將是本系發展
的重點，且將本系成為一所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
軌，培養學生具備百分之百就業能力之人才培育中心。
2. 本系課程除培育學生除了具備基礎能力之外，更須具備實
務專業知能。課程共分成四個模組：機電整合、配線、單
晶片與可程式控制器四個模組課程，可輔導學生考取機電
整合乙丙級證照、工業配線乙丙級證照、室內配線乙丙級
證照等相關證照。
1. 本系之發展著重於以半導體電子、資訊通信、航空電子三
大方向，結合互動科技、創意教學及實務應用來培育智慧
自動化人才。
2. 輔導考取國際資訊證照及專業 PCB 證照，大四可以選擇業
界實習無縫接續就業，並推展與相關產業之專業教育與技
能訓練，成為南台灣地區資訊、半導體電子、通信、航電
等高科技產業的技術人才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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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與自動化
工程系(學士班)

機電科技
(碩士班)

資訊科技應用
系(學、碩士班)

建築系
(學、碩士班)

規劃與設 土木工程系
(學、碩士班)
計學院
香妝與養生保
健系
(學、碩士班)
數位經營管理
系
(學、碩士班)
應用外語系英
文組
商業暨管
理學院
應用外語系日
文組

休閒運動管理
系

1. 本系以培育 CNC 工具機、機電整合、電腦繪圖、機械設計
與機械製造等人才為發展重點。
2. 教學研究兼顧理論與實務，發展重點包括精密機械設計與
製造、扣件成形與模具設計、電腦輔助工程、熱流分析設
計、精微檢測、自動化機器設計、自動化監控及機電系統
整合等，並提供機電整合與 CNC 考照檢定場地。
本系以資訊應用及資通技術為主要發展主軸,開發行動服務相
關應用為目標。
1. 資訊應用:行動多媒體設計、手機遊戲、行動 APP、行動終
端應用及大數據分析等。
2. 資通技術:人工智慧、雲端技術、機器人、物聯網技術及智
慧生活科技應用等。
3. 與高雄軟體園區及鄰近資訊相關廠商合作,實施暑期與學
期實習,培育學生畢業即就業。
本系培育具有建築設計與室內設計專業之人才，畢業生除具有
設計與工程之專長外，另具有以下幾項特色:
1. 培育學生具有「工程實務」、「永續建築」、「建築與環境維
護及再利用」之觀念與操作技術，為本系教育之重點。
2. 因應數位(智慧化)應用、社區營造及外部環境改善之社會需
求，培育學生具備此方面之實踐力。
以土木工程師培育課程為核心，強調營建資訊、施工實務及土
木防災課程特色，並整合土木與資訊應用課程為核心，加強空
間資訊、營建電子化。
1. 培育具有香妝品專業之人才。
2. 培養具有科技背景之香妝品人才。
3. 培育具有食品與保健營養專業之人才。
4. 培養具有科技背景之保健食品人才。
培養學生統整數位經營管理的能力：數位行銷、金融科技、多
媒體設計、智慧製造、行動 APP 實作、智慧物聯網、商業智慧
決策、智慧物流、人工智慧等課程。培育學生具備數位製造業
管理、服務創新基礎知識及數位化經營管理之能力。
產業外語人才培訓+交換學生+一整年海內外實習=就學到就業
無縫接軌
1. 與來自各國外籍師生一起學習/交流，學習外語不只在教
室，更融入生活。
2. 透過多元活動的辦理及參與，養成優異的溝通協調能力。
3. 建立語文專業、輔以數位資訊、文化觀光、商業管理、服
務產業等專業外語課程、輔導考取證照、全面就業。
4. 基礎/進階語文訓練+海內外知名企業實習機制=畢業後留
用企業，延續職涯。
1. 本系教育目標主要在於「培育休閒活動規劃與領導人才」、
「培養綠色休閒產業管理人才」、「養成運動競技與健康促
進指導人才」及「落實產業實習強化專業證照考取」
。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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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

觀光事業管理
2.
系
3.
1.
2.

休閒運動事業所需之策劃、管理與指導人才，以提供休閒
運動產業人才所需。
本系課程兼顧核心、基礎、專業及實作課程，著重理論實
務化、實務理論化，配合國家發展及產業需求，強調休閒
運動管理專業領域之個案研討及實務操作，開設輔導學生
考取休閒運動管理相關專業證照課程，讓學生累積實務經
驗，接軌大四產業界實習課程，藉以培育學生職場競爭力。
就業願景:
(1)綠色休閒產業：休閒活動企劃經理人；領隊與導遊人員；
休閒旅遊解說導覽員；休閒活動指導員等。
(2)健康促進產業：；健康體適能指導員；銀髮族體適能指
導員；休閒運動設施營運經理人。
(3)運動競技產業：運動教練、裁判；職業運動員；運動賽
會活動經理人；運動場館專業經理人；運動商品銷售經理
人等。
結合校內實習旅行社、專業導覽教室、會展模擬教室與海
外交換學習計畫，以及校外產學合作旅行社、博物館與會
展中心，培養專業觀光領隊、導覽與會展專業人員（領隊
/導遊/導覽/會展）。
結合校內專業餐服教室，以及校外產學合作星級飯店，培
養觀光餐旅專業從業人員（餐服/客服/婚禮企劃/宴會企
劃）。
結合校內烘焙教室與實習咖啡廳，培養微型創業所需能力
（自行創業咖啡廳/烘焙工作坊）
以培育國家「數位內容」產業之資訊媒體傳播與行銷的人
才為目標。
發展「數位視訊」「社群傳播行銷」「網紅直播」「創意
廣告製作」「微電影製作」等專業技術領域，期望成為國
內頂尖數位創新應用專業學府。

資 訊 傳 播 與 行 3. 課程設計:著重於數位傳播工具及技術的運用，例如：攝
銷系
影、網紅、網路小編、直播、微電影、創意廣告影片、整
合傳播行銷等；課程內容包含：直播實務、數位多媒體製
作、虛擬棚實務、數位影視、傳播設計、電腦動畫、網路
行銷企劃、後製剪輯、動態攝影、節目企劃、基礎攝影、
新聞採訪寫作、社群經營管理等。課程設計培養學生成為
運用數位技術，用以達成媒體傳播與行銷之能力。
1. 統整電競產業經營、動畫製作與遊戲開發三項領域，提供
電競與動畫遊
完整跨領域專長之訓練及實習課程。課程分成遊戲創意設
戲學位學程
計、動畫美術、電競產業經營實務三個主軸，除專業師資
外，聘請產業界專家授課及座談，並導入產業界之實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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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於專業課程及專題製作中，俾使學生能具備完整的專業
知識與技能，達成無接縫就業。
2. 課程設計有：開設遊戲創意設計類、動畫美術類及電競產
業經營實務專業課程；課程規劃包含兩個階段：前三年在校
上課，第四年赴職場實習，學生透過修課、專題及實習相互
配合，強化學生於特定專長領域之競爭力，並能熟悉產業界
專案運作時之創意發想、企劃設計、製作、開發、整合及測
試所需的全方位知識，提升未來進入職場的競爭力。

注意事項: 1. 所繳各項證件如有偽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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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生報名資料僅作為本校招生作業(含公告)、學籍資料及相關統計研究使用
外，其餘均依照「個人資料保護法」相關規定處理。
七、學雜費及住宿費
(一) 學雜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學院
機電學院/規劃與設計學院

商業暨管理學院/資訊科技應用系

學費/學期

NTD 37,913

NTD 36,241

雜費/學期

NTD 12,940

NTD 7,980

合計/學期

NTD 50,853

NTD 44,221

註 1：每學期，學生另須支付學生平安保險費 586 元，及依照課程內容繳交電腦及網路通訊
使用費 935 元。入學第一學期，另有健康檢查費 450 元。
註 2：(1)第一學年第一學期，境外學士班學生得申請相當於當學期學雜費全額之獎助學金；
碩士班學生得申請相當於當學期學雜費半額之獎助學金。
(2)第一學年第二學期，境外學士班學生得申請相當於當學期學雜費半額之獎助學金；
碩士班學生得申請相當於當學期學雜費四分之一之獎助學金。

註：1 實際收費標準依教育部審定後為準。
2 領取半額獎助學金學生當學期需為系上做服務學習時數 18 小時，領取全額獎助學金
學生需做服務學習時數 36 小時
(二) 住宿費
(三)
申請住宿學生，每學期應依住宿地點繳納以下費用
宿舍地點

住宿費/學期

備註

第一宿舍

NTD 10,140

限男生、四人雅房

第二宿舍

NTD 9,140

限男生、六人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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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宿舍

NTD 11,790

男、女生分屬不同樓層
四人套房

註 1：(1)學士班學生第一學年第一學期，獎助等同於其住宿費半額之獎助學金。接續的寒或

暑假，獎助等同於其住宿費全額之獎助學金；碩士班學生第一學年第一學期及接續
的寒或暑假，獎助等同於其住宿費半額之獎助學金。
(2 第一學年第二學期及接續的寒或暑假，學士班學生獎助等同於其住宿費半額之獎
助學金；碩士班學生獎助等同於其住宿費四分之一額之獎助學金。
註 2：寒暑假依學校規定收費。

註：(1)領取半額獎助學金學生, 當學期若住第一宿舍須於宿舍服務學習 9 小時，住第二宿
舍服務學習 7 小時，住第三宿舍服務學習 11 小時
(2)領取全額獎助學金學生, 當學期若住第一宿舍須於宿舍服務學習 18 小時，住第二宿
舍服務學習 14 小時，住第三宿舍服務學習 22 小時

※上述為 2019-2020 學年度收費標準，僅供參考，2020-2021 學年度收費依
教育部核定為準。
八、錄取及公告錄取名單
僑生申請，以隨到隨審為原則，由本校國際交流中心受理，就申請資格進行
初審，並將申請人名單造冊送僑務主管機關審查僑生資格。初審合格者，再
由報名科系進行複審，複審通過名單，須經僑務主管機關僑生資格審查通過
始得入學。錄取名單公告時間如下:
秋季班: 預定於 2020 年 10 月 1 日公佈
春季班: 預定於 2021 年 3 月 1 日公佈
在本校首頁最新消息(http://www. kyu.edu.tw/)公告錄取名單。
九、註冊入學
(一) 秋季班: 2020 年 9 月 21 日至 10 月 31 日
春季班: 2021 年 2 月 22 日至 4 月 3 日
(二) 註冊相關事宜及新生入學資料，隨同錄取通知寄發申請人。錄取生應依
規定繳交學雜費辦理註冊手續，並於註冊時繳驗護照、僑居地永久或長
期居留證件、經駐外館處驗證或由僑務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核驗之高中
畢業證書或同等學力證明文件及成績單，未按規定完成註冊及繳驗相關
文件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不得註冊入學。
(三) 一旦經僑務主管機關審查不符僑生身分資格者，或當年度已經海外聯合
招生委員會分發在案或個人申請錄取的僑生，本校將逕行取消其複審及
入學資格，申請人不得異議。
(四) 僑生所繳證明文件有資格不符、偽造、冒用或變造等情事，本校將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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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其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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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依本管道入學本校之僑生，不得自行轉讀或升讀各級補習及進修學校
(院)、空中大學或空中專科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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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假日授課之班別。
(六) 僑生違反前項規定者，本校將撤銷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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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
其學位證書。
(七) 來臺入學辦理簽證時，需繳交由醫院出具之健康證明(包含麻疹及德國
麻疹抗體陽性報告或預防接種證明相關檢查)至駐外單位辦理，且於註
冊時繳交一份至本校衛生保健組，並參加本校入學新生團檢。
(八) 經本校核准入學者，新生註冊時應檢附已於國外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
六個月效期之醫療及傷害保險(須經駐外館處驗證)，在校生應檢附我國
全民健康保險等相關保險證明文件，其保險有效期須包括在臺就學期
間。如尚未投保者(限具有正式學籍者)，可於註冊時繳納保險費，委由
本校代辦投保事宜。
(九) 本簡章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本校招收
僑生回國就學單獨招生規定等相關法令或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理。
十、注意事項
海外來臺就學僑生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於抵臺居留滿 6 個月，應參加全
民健康保險，家境清寒僑生得檢附經駐外館處或保薦單位、僑校、僑團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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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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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 2020-2021 僑生單獨招生入學繳交資料檢核表
(本表請置於申請表件首頁，依項次順序裝訂於裝訂線中)
＊下表請申請人自行確認所繳各項證件:
項次

繳交表件

請勾選

一

入學申請表

二

僑居地永久居留證件或護照影本

三

戶口名簿

四

五

備註

高中或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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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譯成中文(英文證件免譯)，並經駐外館
處驗證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核驗)
高中或大學在校成績單影本須譯成中文(英
文證件免譯)，並經駐外館處驗證或僑務委員
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核驗)

六

具結書

七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料

申請人
_______
日期
______
-----------------------------------------------------------------------------------------------------------------------------------本欄請勿填寫(辦公人員用) FOR OFFICIAL USE ONLY

申請編號

初審承辦人員
簽章

初審單位
主管簽章

初審單位
備註

複審單位
主管簽章

複審單位
備註

學歷審查小組
結果

複審承辦人員
簽章
教務長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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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 2020-2021 僑生單獨招生入學申請表
申請報名學系:
姓
名

中文:

性別

年齡

英文:

自行貼妥二吋
正面半身照片

出生地
西元_____年____月____日

生日
申
請
人
資
料

身分證字號

國別
僑

國
籍

中華
民國

護照號碼

居

身分證字號

地
居留證號碼

護照號碼
僑居地電話

僑居地
地址
在臺通
訊地址

)

行動電話

(

)

在臺聯絡電話

(
(

)
)

行動電話

LINE ID

FaceBook
帳號

E-mail
(必填)
中文:
父
家
長
資
料

(

(括弧內請填國
碼、區域碼)

英文:
姓
名

中文:
母
英文:

西元_____年
出

父

___月___日

生

(存、殁)

日

西元_____年

期

母

籍

父

_______省______縣(市)

母

_______省______縣(市)

貫

___月___日
(存、殁)

在
臺
聯
絡
人

聯絡

關係

電話

姓名
email

地址

畢業學校
最

相當於國內高中三年級(FORM6)畢業學校或最

校名

後結(肄)業學校

高
學
歷

入學

西元___________年________月________日

西元___________年________月________日

畢業

西元___________年________月________日

西元___________年________月________日

注意事項

所填通訊地址、聯絡電話務必書寫清楚完整， 申請人
以利本校寄發入取通知。

簽名

以上申請人所附填寫資料均清楚完
整,並經查證屬實

僑生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申請人勿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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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 2020-2021 僑生單獨招生入學具結書
以下所陳之任一事項同意授權貴校查證，如有不實或不符規定或變造等情事，經查證屬實
者，本人願意接受貴校撤銷入學資格、開除/註銷學籍或本校畢業資格，且不發給任何有關
學分證明或畢業證書，絕無異議。

Date 日期:_____ /______/______

Signature: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

(yyyy)

(mm)

(dd)

本人保證以下事項:
1.本人為海外出生連續居留迄今，或最近連續居留海外六年以上，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
期居留證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每曆年在國內停留時間亦不超過 120 日。
2.經輔導回國就學後，在國內停留未滿一年，因故自願退學返回僑居地者，得重新申請回國
就學，並以一次為限。
3.以僑生身分回國就學期間，除其他法令另有規定外，不得任意變更身分。
4.本人不具下列任一情事，如有不實、不符規定或變造等情事，經查證屬實者，願意接受貴
校撤銷入學資格；已入學者，由貴校退學並撤銷學籍。
(1)大陸地區、香港及澳門等地區僑生。
(2)曾在國內(含港澳)肆(畢)業之高中學生。
(3)當年度已經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分發在案或個人申請錄取的僑生。
(4)臺師大僑生先修部結業之僑生。
(5)國內大學一年級肄業之僑生。
(6)持偽造或冒用、變造證明文件或護照。
5.本人所提供之最高學歷證明(高中或大學畢業證書)，在畢業學校所在地國家均為合法有效
取得畢業資格，並所持之證件相當於中華民國國內之各級合法學校授予之相當學位。
6.本人所提供之所有相關資料(包括學歷、護照及其他相關文件之正本及影本)均為合法有效
之文件，如有不符規定或變造等情事，經查證屬實即由 貴校取消入學資格，且不發給任
何相關學分證明。
7.本人取得入學許可後，在辦理報到時，須繳交經中華民國(臺灣)駐外單位或代表處驗證之
畢業證書及成績單(認證章正本)，始得註冊入學。屆時若未如期繳交或經查證結果有不符
中華民國教育部「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之規定，即由 貴校取消入學資格，絕無
異議。
8.本人不曾在臺完成高中學校學程。
9.本人以僑生身分來臺入學後未曾因操行、學業成績不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遭退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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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 2020-2021 僑生單獨招生入學考生申訴書
姓名

(中文)
(英文)

申請系所
電子信箱
連絡電話
申訴事實與理由：

申訴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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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NO:

地

中華民國 臺(灣
)

高雄市路竹區中山路一八二一號

高苑科技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國際交流中心︶ 收

址：

報考系組 學/位學程名稱：

左列各欄請考生確實檢查資料內容後再劃記﹁ ﹂ˇ符號，以利處理。

報考資料︵請考生依序整理，並以迴紋針固定於左上角︶
入
學申請表一份

僑
居地永久居留證件或護照影本
戶
口名簿影本
高
中或大學畢業證書影本
高
中或大學在校成績單影本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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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51

寄 件 人：

高苑科技大學 2 0 2 0 - 2 0 2 1 僑生單獨招生入學報名專用信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