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教育部 104 年 10 月 13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50134257 號函核定之本校自行招收港澳生招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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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程表
第二階段申請

日期

通訊報名

2021 年 06 月 01 日(一) ～07 月 14 日(三)

資格及文件審查

2021 年 07 月 15 日(四)～07 月 30 日(五)
2021 年 08 月

公告錄取名單

（若教育部及僑務主管機關延後核復考生身分資
格，將另行通知放榜時程）

寄發入學通知書

2021 年 08 月中下旬

錄取生通訊報到截止日

2021 年 09 月 06 日(一)

開學

2021 年 9 月 13 日(一)(暫定)

聯絡資訊
美和科技大學招生諮詢（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電話：+886-8-7799821 分機：8177 / 8794
傳真：+886-8-778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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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信箱：meihoiec@gmail.com
網址：http://www.meiho.edu.tw

□申請流程

確定申請資格及申請系所

備齊申請所需繳交文件

E-mail、Fax或郵寄申請文件

請參考簡章第 5 頁。
請至本校網頁查詢各系所課程、師資等相關資料。

繳交文件包括：(1)資料檢核表；(2)入學申請表
C001~C002；(3)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
(4) 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僑居地身分證影
本或護照影本或中華民國護照及僑居身分加簽影
本）；(5)在學證明書、中學畢業證書或同等學力
中學成績單；(6) 其他有利審查之資料(非必要)。

申請文件請於截止期限前
Email： meihoiec@gmail.com 或
Fax: +886-8-7782663 或
郵寄：請將報名封面(簡章最後頁)，黏貼於申請郵
件信封上。

資格及書面資料審查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收到申請文件時，會即刻以
email 方式通知申請人，並進行資格及書面資料審
查。

審查結果通知

公告錄取名單 (依教育部函覆考生資格時間，另行
通知） 。
寄發入學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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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簡章
壹、招生依據
依教育部 106 年 09 月 05 日修正之「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106 年 07 月 07 日修
正之「香港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辦法」及 106 年 12 月 13 日修正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暨教育部 104 年 10 月 13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50134257 號函核定之本校自行招收僑生及港
澳生申請入學招生規定。
貳、修業年限
大學部：以4年為原則，未能修足應修學分者，至多得延長 2年修業年限。
參、申請資格
一、凡符合下列資格者，得向本校提出申請入學：
(一) 海外出生連續居留迄今，或最近連續居留海外 6 年以上，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
長期居留證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香港或澳門居民，具有港澳永久居留資格
證件，且最近連續居留港澳或海外 6 年以上；並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
規定，未持有外國護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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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最近連續居留海外或港澳期間之計算，係以本簡章申請時截止日為計
算基準日往前回溯推算 6 年。但計算至西元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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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月 31 日之港澳或港澳
居留期間加以查察，如未符合連續居留年限規定者，將撤銷錄取分發資
格。
註三：「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規定，所稱香港居民，係指具有香港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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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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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護照但係於葡萄牙結束治理前於澳門取得者。
註四：申請人如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不以連續居留中斷論；其在國內停留期
間不併入海外居留期間計算(也就是海外連續居留時間須往前推算)。請
於報名時檢附 證明文件一併繳交，以利審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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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參加僑務主管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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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未滿二年。
3. 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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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來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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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國內停留
未滿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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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在國 內停留未滿一年，並以一次為限。
因前項第六款、第七款事由在國內停留者，其跨年連續在國內停留不得
滿一年，合計不得逾二次。
註五：僑生身分認定，由僑務委員會為之；港澳生身分認定，由教育部為之。
註六：若同時符合外國學生及僑生身分資格者，請擇一身分申請入學，一旦提
出申請後不得變更身分。
(二) 僑生或港澳生在臺就學因故自願退學，且在臺灣地區停留未滿一年者，得重新
申請來臺灣地區就學，並以一次為限。惟曾在臺灣地區大專院校（含國立臺灣
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以下簡稱臺師大僑先部）註冊在學、休學、非因故自願
退學（如勒令退學）及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有案者不得重新申請。
(三) 在當地華文中學、外文中學畢業或相當於國內高級中學畢業取得畢業證書（以
同等學力資格申請者須附修業證明書），且經我政府駐外館處、僑務委員會港
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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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一：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或畢業年級高於相當國內高級中學學校之
國外同級同類學校肄業並修滿相當於國內高級中學學校修業年限以下年
級，符合下列資格之一者，或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
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類學校畢業生，得以同等學力資格申請大學
校院：
1. 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
2. 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
3. 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
上述休學、退學或重讀年數之計算。自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所附具
歷年成績單所載最後修滿之截止日期，起算至報考當年度註冊截止日為
止。
註二：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學學校二年級之國外同級同類學校畢業生就
讀本校，應加修至少 12 個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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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令退學並撤銷學籍。
(一) 已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經核准有案且尚未取得他國國籍者。
(二) 持偽造或冒用、變造證明文件或護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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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招生系所及名額
大學部
系所名稱

網址

護理系

http://c002.meiho.edu.tw/bin/home.php?Lang=zh-tw

食品營養系

http://fsn.meiho.edu.tw/bin/home.php?Lang=zh-tw

社會工作系

http://c013.meiho.edu.tw/bin/home.php

招生
名額

50

伍、應繳交資料
請於規定報名日期前，Email、傳真或郵寄以下資料：
一、 申請入學資料檢核表。
二、 入學申請表（附件 C001～C002）。
三、 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
四、 經駐外館處、僑務委員會港澳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
查證屬實之外國學校(港、澳、大陸地區除外)最高學歷或同等學力證明文件及
成績單(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加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五、 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僑居地身分證影本或護照影本或中華民國護照及
僑居身分加簽影本）。
六、 其他有利審查資料(非必要) (如：語文能力證明、競賽成果、自傳、讀書計畫、
推薦函等)。
陸、審查方式及錄取通知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收到申請文件時，會即刻以 email 方式通知申請人。申請文件彙整後，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會先進行申請資格審查，再送各系所初審，最後經校級招生委員會
議決議錄取及公告。
柒、注意事項
一、所繳交之申請文件，無論錄取與否一概不予退還。
二、請仔細核對報名文件，本校收件後，不接受任何理由要求更改申請資料等情事。
三、所繳文件如有偽造、冒用或變造等情事，撤銷其錄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撤銷
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畢業後始發現者，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追
繳或註銷其學位證書。
四、依據教育部規定，僑生及港澳生不得申請就讀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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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如有其他特殊狀況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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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各系收費標準

學系別
護理系

食品營養系

社會工作系

收費別
日
間
部

學費

38,454

37,165

36,937

雜費

16,165

12,557

8,541

學雜費合計

54,619

49,722

45,478

致美軒(女生宿舍)四人套房 12,000元
致和軒(男生宿舍)四人雅房 9,000元

住宿費
網路使用費

每學期100元

電腦實習費

每學期 900 元。(未排定使用電腦教室之班級不收電
腦實習費)

學生平安保險費

每學期 825 元

註：以上為 109 年度收費標準，當年度實際收費標準依註冊繳費單為準。
學雜費專區：http://b012.meiho.edu.tw/files/11-1012-345.php?Lang=zh-tw
玖、獎學金及其他相關資訊
一、本校現有僑生獎助學金：
美和科技大學提供的入學獎助方案：（請參閱本校國際及兩岸交流處網站）
網址：http://b010.meiho.edu.tw/files/11-1010-218.php?Lang=zh-tw
1.

僑生減免住宿費實施要點

2.

獎勵僑生暨港澳生入學辦法

二、政府提供之獎學金：（請參閱海外聯招會網站）
網址：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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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美和科技大學僑生暨港澳生申請入學資料檢核表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pplication Document Checklist
※已備妥之文件請註記『V』，並置於審查資料第一頁。

*Please mark “V” in the space after confirming the Required Documents and include this checklist along
with other Required Documents (put on 1st page )
註記『V』
Mark “V”

備 核 資料
Required Documents
C001 僑生暨港澳生入學申請表
C001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dmission Application Form
C002 美和科技大學住宿申請表
C002 Student Dormitory Application Form
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
Confirmation for the qualification of Hong Kong or Macao Resident
經我國 (R.O.C.) 駐外館處等驗證之外國學校(港、澳、大陸地區除外)最高學歷
畢業證書影本（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加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A photocopy of the applicant’s highest degree diploma (foreign school out of Hong
Kong, Macau and China), verified with official stamps by the R.O.C. embassies,
consulates, missions abroad or by other notary institutes authoriz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O.C.
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僑居地身分證影本或護照影本或中華民國護照及
僑居身分加簽影本）
Residing permanently or long-term residence permit

其他有利審查資料(非必要)
Other favorable documents for reviewing (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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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1 僑生暨港澳生自行入學申請表
請貼 2 吋近照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dmission Application Form

Attach recent
photograph here

Meiho University

※請以中文或英文正楷逐項填寫 Please fill in Chinese or English
※推薦人 Referee(若為本校學生 Student from Meiho University)：
Number
)

/ 學號

(班級 Class：

A. 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申請人姓名
Name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國 籍

僑居地
Residing
in
出生日期

Nationality

出生地點

身分證字號

永久地址
Permanent
Address

Passport

□男Male
□女Female

性 別

Date of
Birth
yyyy/mm/d
d

Place of Birth

護照號碼

ID. No.

Gender

No.
婚姻狀況
Marital
Status

電 話
Telephone No.

現在通訊處

E-mail

Mailing
Address

(中文 Chinese)
緊急聯絡人
Contact
person in
case of
emergency

(英文 English)
與申請人關係

電 話

Relationship

Telephone No.

地 址
Mailing Address

B. 擬申請就讀之學系 Department Applied
學系
Department

第一志願
First choice

第二志願
Second choice

第三志願
Third choice

第四志願
Fourth choice

C. 教育背景 Educational Background
學位
Degree

學校名稱
Name of School

學校地點
Location

主修學門
Major

高級中學
High School
大學/學院
University/College
其他訓練或經歷
Other Training or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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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修學
門
Minor

修業年限
Duration of
Study

學位/證書
Diploma /
Certificate

取得日期
Date of
Degree
Granted

D. 中文能力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學習中文時間?
How long have you studied Chinese?
學習中文地點（高中、大學、語文中心）?
Where did you learn Chinese? (high school, college, language
center)
是否參加過中文能力檢定測驗?
Have you ever taken any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是 Yes □否No

檢定名稱
Name of the test
分數
Score

自我評估Self Evaluation
聽Listening

□優Excellent

□佳Good

□尚可Average

□差Poor

說Speaking

□優Excellent

□佳Good

□尚可Average

□差Poor

讀Reading

□優Excellent

□佳Good

□尚可Average

□差Poor

寫Writing

□優Excellent

□佳Good

□尚可Average

□差Poor

E. 英文能力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英語是您的母語嗎?
Are you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是Yes

如果不是，您是否參加過英文能力檢定測驗 ?
If not, have you ever taken any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是 Yes □否No

□否No

檢定名稱
Name of the Test
分數
Score

自我評估Self evaluation
聽Listening

□優Excellent

□佳Good

□尚可Average

□差Poor

說Speaking

□優Excellent

□佳Good

□尚可Average

□差Poor

讀Reading

□優Excellent

□佳Good

□尚可Average

□差Poor

寫Writing

□優Excellent

□佳Good

□尚可Average

□差Poor

F. 住宿調查 Accommodations
是否申請學校宿舍？Do you need to apply for an on-campus dormitory？
□是

YES

□否

NO

請填寫住宿申請單(C002)
Please fill out the dormitory application form (C002)

註：學校並無提供公寓式或男女同房之宿舍
PS. The University has no dormitory or flat for families or cou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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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切結書 Declaration
申請人

（姓名）為

（國別）之僑生/港澳生

申請 110 年度（西元 2021 年） 來臺就讀美和科技大學，本人同意下列事項：
1. 至入學止符合：
□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二至四條所明載之僑生資格規定。
□ 「香港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辦法」第二條至四條所明載之港澳生資格規定。
□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所明載之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資格規定。

2. 申請所填各項資料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皆為本人所有且屬實無誤。
3. 授權貴校查證上述所陳之任一事項，經查證如有不實或不符規定等情事，本人願接受貴校撤銷錄
取或學籍處分，絕無異議。
此致
美和科技大學

申請人簽名 Applicant’s signature

申請日期 Application date

(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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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2 美和科技大學住宿申請表
C002 Student Dormitory Application Form
是否需要申請宿舍? Do you need to apply for an on-campus dormitory？
□

請填寫下方申請表 Please fill out the application form.

是 YES
請說明在台居住地方 Please clarify the residence in Taiw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
否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Applicant

申
請
人

相片黏貼處
Photo

姓名：
Name: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男性
□女性

Guardian

監
護
人

生日：
Date of Birth
僑居地：
Home Country

yyyy/mm/dd

就讀系所：
Department
電話：
Phone:

姓名：
Name

Male
Female

關係：
Relationship

手機：
Mobile Phone
電話：
Phone

手機：
Mobile Phone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學 生 簽 名：
Student’s signature：

日期：
Date：
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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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供
本人

110 學年度適用)

為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於西元2021年赴臺就學。本人確認報名時符
（請填寫姓名）

合下列各項勾選情況（請就以下問項逐一勾選）：
一、本人具有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證件：
□是；本人具有
（請填寫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二、以簡章報名截止日往前推算，本人符合下列最近連續居留境外註 1 之年限規定：
註1：所稱境外，指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至「連續居留」係指每曆年（1 月1 日至12 月31 日）來
臺停留時間不得逾 120 日。

□最近連續居留境外 8 年以上。
□最近連續居留境外已滿 6 年但未滿 8 年。
□最近連續居留境外未滿 6 年。
□計算至西元 2021 年 8 月 31 日止始符合最近連續居留境外滿 6 年（申請就讀大學醫學系、
牙醫學系及中醫學系者須滿 8 年）。
三、承上題，最近連續居留境外期間曾否在臺灣停留超過 120 日？
□是；本人另檢附
證明文件。
□否。
四、確認您的報名身份是「港澳生」或「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只能填寫一種）
□港澳生(以下 4 擇 1)
1□本人具有 英國國民海外 護照。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以下 3 擇 1)
1□本人具有英國護照，兼具香港永久居留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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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否；本人無葡萄牙護照、英國國民（海外） 護 2□本人具有葡萄牙護照，且首次取得葡萄牙護
照或香港、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
照日期為：1999 年12 月 20 日後取得，兼具澳
門永久居留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
3□是；本人具有葡萄牙護照，且首次取得葡萄牙
連續居留香港、澳門或海外 6 年以上。
護照日期為：1999 年12 月19 日(含)前取得（錄取
後需檢附澳門特區政府身份證明局開立之「個人
資料證明書」始得申辦赴臺就學簽證）。
4□是；本人具有
（請填寫國家）
3□本人具有
（請填寫國家）護照
護照或旅行證照，同意於錄取分發後放棄外國護
或旅行證照，兼具香港、澳門永久居留資格，
照或旅行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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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就讀大學醫、牙
及中醫學系者須滿 8 年）。
(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本人確認前述填報資料均屬實，如有誤報不實致報名資格不符情事，其責任自負，絕無異議。

立聲明書人：
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西元
年

12

月

日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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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日期

申請編號

[ 學校專用 For Office Use ]

申請系所名稱
Department

請填寫以下空格並將本表貼於報名信封上，以限時掛號郵寄。
Please fill in the blanks below, attach this form on the envelope, and send by registered mail.

91202 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 23 號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ffairs (ICSA)
Meiho University
No.23, Pingguang Rd., Neipu, Pingtung, Taiwan, R.O.C.

To:

電話 Phone number

國家 Country

地址 Address

姓名 Name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