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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單獨招收僑生及港澳學生申請入學
【重要日程表】
項 目
公告招生簡章
繳交報名資料
公告錄取名單
寄發入學許可書
開學、註冊報到

日 期
2021.11.01
2021.12.01 - 2022.07.01
2022.01.25
2022.08.01
2022.03.01
2022.08.15
2022.09.13(暫定)

備註
公告海聯會網站
網絡/紙本報名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正確開學日以學校行事曆公告為主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聯絡及報名資訊】
入學諮詢、申請來台等相關問題
國際與兩岸合作交流中心
電話: +886-5-5370988 ext 2234-2236
E-mail: cia@twu.edu.tw
微信帳號：TWUCIA
http://cia.twu.edu.tw/showindex.php
台灣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 1221 號

網路報名
Email 申請文件至 cia@twu.edu.tw，並於信件標題註明：「申請 2022 年僑生自招」。

紙本報名通訊處
ADD:No.1221, Zhennan Rd., Douliu City, Yunlin County 640, Taiwan (R.O.C.)
台灣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 1221 號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承辦人收
※申請表件請以掛號郵寄。（海外地區建議使用順豐速運、DHL、 FedEx 等快遞服務)

申請資訊公告處
http://cia.twu.edu.tw/index.php?fillI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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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球科技大學簡介
http://www.twu.edu.tw (中文網頁)
http://international.twu.edu.tw (英文網頁)
環球科技大學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年輕校園，座落於環境優美，民風樸實的中
臺灣，本校致力推動國際化優質特色校園，並且為臺灣著名之綠色環保應用本科
大學。本校目前設立「管理學院」
、
「設計學院」
、
「觀光暨健康學院」
，14 個專業
本科及 5 個研究所。校園占地 450 畝，為臺灣私立技職校院前三大；為了提倡環
保與創新理念，本校成功建構全台唯一的中水處理系統，更二度榮獲臺灣經濟部
水資源局評選為節約用水績優單位。校園設備先進，綠色環保校園猶如景觀公
園，並具最完善的專業設備、建築以及宿舍。本校奉教育部核定自 2010 年 8 月
1 日起改名為「環球科技大學」。2011 年環球正式成為教學卓越大學，連續四年
獲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獎助，2014 年獲教育部科技大學評鑒卓越表現
肯定新興私立科大評鑑成績第一、公私立科大第四。
本校目前設有三個學院，分為管理學院、設計學院、觀光暨健康學院。
（一）管理學院 College of Management
管理學院目前設置「企業管理系」
、
「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
、
「行銷管理系」
、
「企
業管理系中小企業經營策略管理碩士班」
、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以及「東南亞
經貿與數位金融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本院結合資訊、行銷、經營管理、金融會
計四大領域之資源，提供一個整合型數位化企業經營運作環境。本院並以「創業
管理」教育作為發展主軸，以實踐式商管教育，培育具創業精神的中小企業營運
實作人才」為目標，提升學生經營管理的能力並配合企業實習及參訪，提供學生
『做中學、學中做』的學習環境。

（二）設計學院 College of Design
設計學院目前設置「視覺傳達設計系」
、
「數位媒體與產品設計系」
、
「時尚造型設
計系」及「文化創意設計碩士班」。本院以「文化創意」及「地方產業特色」為
主軸，同時結合五系核心能力，即「流行生活商品設計」
、
「視覺形象設計」
、
「設
計創作」、「多媒體動畫科技整合」及「整體造型暨形象設計」，完整訓練具創意
研發、設計技能及企劃與執行能力之人才，建構一完整的設計產業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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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光暨健康學院 College of Tourism and Health Science
觀光暨健康學院設置「觀光與生態旅遊系」、「觀光與餐飲旅館系」、「應用外語
系」
、
「餐飲廚藝系」
、
「生物技術系」
、
「幼兒保育系」
、
「運動保健與防護系」
、
「生
物技術系碩士班」及「觀光與生態旅遊系環境資源管理碩士班」
。本院結合存誠、
務實、創意、樂活之經營理念，及成為身心靈健全兼具健康服務產業實務專業知
能之企業良才為目標，本院發展願景以培養具國際觀之觀光餐旅文化專業知能及
健康照護服務精神與內涵為主軸，同時整合本院各系所核心能力，落實觀光餐旅
與健康照護產業服務能力，提升學生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能力。

僑外新生歡迎式活動

環球科技大學校園景色

僑外新生接機服務

環球科技大學圖書館

臺灣文化參訪活動

斗六人文觀光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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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 學年度單獨招生僑生系所、名額及資訊
學院
設計學院

觀光暨健康
學院
管理學院

科系

學系網址

名額

視覺傳達設計系文化創意
http://dvcd.twu.edu.tw/index.php/zh/
設計碩士班
數位媒體與產品設計系
https://dmpd.twu.edu.tw/showindex.php
餐飲廚藝系

http://culinary.twu.edu.tw

運動保健及防護系

http://shp.twu.edu.tw/showindex.php

幼兒保育系

http://web.twu.edu.tw/~eche/showindex.php

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

http://www.iecm.twu.edu.tw/iecm/index.php

※各系招生名額則依教育部公佈之訊息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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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僑生及港澳學生申請入學重要期程及申請文件(單獨招生)
項目
申請入學
截止日期

準備申請
文件

日期

備註

2022.07.01 前

申請入學簡章可至以下網址下載
http://cia.twu.edu.tw/index.php?fillID=21
1.確認申請學生本身是否「具僑生資格」。
2.申請人至多可同時申請兩個學系。

2022.07.01 前

繳交資料：
1.入學申請表(附大頭照 1 張)
2.身分證明文件
(1) 僑生(非港澳地區)
本項招生對象不包含緬甸、泰北地區之僑生。
僑生提供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如僑居地身分證或
護照、中華民國護照暨僑居身分加簽)。
(2) 港澳生
港澳護照或永久居留資格證件、在港澳或海外連續居留之
原始證明文件(出入境證明文件)，若港澳生目前僑居地為
大陸或大陸地區出生者，另須檢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
行證』(回鄉證)之個人資料頁影本。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則須提供港澳護照與永久居
留資格證件及外國護照。
3.學歷證明文件(在學證明書或中學畢業證書)*
4.中學成績單(中學最後三年成績單)*
5.推薦信函
6.留學計畫書
7.切結書
8.報名資格確認書(港澳生填寫)
9.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如 DSE 成績*、考試證照等)
以上*號註明之項目需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驗證。
所有經當地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驗證文件及其他申請資料

遞交申請
文件

2022.07.01 前
(以郵戳為憑)

請於截止期限前以 Email 或郵寄至：cia@twu.edu.tw
環球科技大學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台灣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 1221 號
※收到申請資料後，會以電子郵件通知收件人審核進度。
1.如因表件不全致延誤報名者，概由考生自行負責。報名繳

進行入學
資格及書
面資料審

第一梯次

查

第二梯次

2022.01.14

交之資料文件一概不予退還。
2.申請資料彙整後，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將資料送各系進行書

2022.07.05

面資料審查入學資格，再提供招生委員會決議錄取名單。
3.錄取名單函報教育部及僑委會複查僑生及來台就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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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錄取
名單

第一梯次

2022.01.25

每梯次入學審核完畢立即電話或電郵告知同學，並且寄發入
學通知書；錄取名單將隨後公告於網站上。

第二梯次

2022.08.01

外國學生
註冊/報到

2022.09.09-09.10 (暫定)

外國學生
新生訓練

2022.09.11-09.12 (暫定)

學期開始

2022.09.13 (暫定)

http://cia.twu.edu.tw

繳費註冊、申請居留證、校園導覽、入住宿舍、選課輔導、
認識環境、日用品採買、新生座談會

正式開課 (開學日以實際學校行事曆公告為主)

※申請時程及開學日期仍依學校公佈之訊息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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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資格
（一）凡符合下列資格者，得向本校提出申請入學：
1.身分資格
(1) 僑生
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 6 年以上，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
長期居留證件之華裔學生。
(2) 港澳生
香港或澳門居民，具有港澳永久居留資格證件，且最近連續居留境外 6 年以上
之華裔學生。
(3)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連續
居留香港、澳門或海外 6 年以上之華裔學生申請入學大學校院，於相關法律修
正施行前，其就學及輔導得準用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規定。
2.學歷(力)資格
(1)具高中畢業資格者，得申請入學本校學士班，惟不含師大僑生先修部結業
僑生。
(2)具學士學位者，得申請入學本校碩士班。另符合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
認定標準之規定者，得以同等學力申請本校學士班或碩士班。
3.為利本校審核上述資格規定，請申請的同學務必填具「切結書」
、
「報名資格確
認書」(如附表)，惟錄取後，其身分仍未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規定，
得取消入學資格，不得來台就學。錄取生若經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審查不符僑生
或港澳學生身分資格者，本校將取消錄取及入學資格，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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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費及相關費用
(一)學費－以下資料為各科系學雜費用收費標準，僅供參考：
每學期費用
(台幣 NTD$)

系所別

僑生及港澳學生
(入學第一學期享有
半免獎助學金)

僑生及港澳學生獎助學金
(每一學期提出申請)

視覺傳達設計系文化創意設
計碩士班
25,500
數位媒體與產品設計系
給予半免獎學金後之 1. 僑外生入學獎學金
餐飲廚藝系
(入學即半免／第一學期)
應繳學費
運動保健及防護系
2. 海外優秀學生助學金(半免)
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
3. 海外菁英學生助學金(全免)
22,500
給予半免獎學金後之
幼兒保育系
應繳學費

(二)其他費用
其他費用/每學期(以新台幣計)
項目

費用(台幣 NTD$)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950

學生團體保險費

775

健康檢查費

650

學生會費

300

新生體驗營費用

500

醫療保險費用

3,000

居留證 ARC 費用

2,000

宿舍費(一學期≒4.5 個月)

12,500

住宿保證金

5,000

合計

25,675

註記:以上費用為初步估計費用，實際費用以繳費通知單為主。
(三)生活費用
生活費每月平均大約新台幣 7,000 元至 8,000 元，得視每人的生活方式而有
所不同。書本及學習材料費依照所修習的課程與出版商的訂價而有不同。
(四)書籍及學習材料費用
依各專業系所規定繳交相關費用。

六、環球科技大學僑外學生獎助學金
(一)僑外學生入學獎學金：
凡獲得環球科技大學入學許可的外國學生，經獎助學金資格審核通過可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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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第一學期 50%學費抵免之入學獎助學金。
(二)僑外學生助學金：
1. 海外優秀學生助學金（大學部新生或已在學之學生一學期學費半免助學
金）：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5 分(含)以上，操行成績 82 分(含)以上者。
2. 海外菁英學生助學金方案(一學期學費全免助學金)：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90 分(含)以上，操行成績 88 分(含)以上，且班級成績前 10%者，可申請
次一學期海外菁英學生助學金。
3. 上述學生須分別經系主任(或所長)推薦。
※以上獎助學金依「環球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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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校宿舍
僑外學生應遵守宿舍管理規範，並依規定申請僑外學生外宿或校外租賃。
僑外學生寒、暑假留宿宿舍收費標準：NT$300 元/週、1,200 元/月、2,400 元/暑
假，光纖網絡使用費及水電費另計。
註記:以上費用為初步估計費用，實際費用以宿舍通知單為主。

◎學生宿舍概況
四人一間，套房設備，有肢障生專用寢室（有緊急求救按鈕）
格局

一、各樓層設有飲水機、緊急逃生緩降機、每間房間均設有冷氣。
二、提供投幣式洗衣機、乾衣機、脫水機(免費)、販賣機及公用電
腦服務。

價格

住宿費學期 12,500 元（包含基本水、電費）＋住宿保證金 5,000
元（一學年住滿後退還）

網路

提供 ADSL 寬頻網路中華電信 T1 專線（請自備網路線）

一、校內備有四間餐廳(兩間學生餐廳)及一間 7-11 便利商店。
二、校內備有健身房。
餐飲及生
三、每學期舉辦 2～3 次住宿生康樂聯誼活動，並設有交誼廳、讀
活服務
書中心，提供住宿生間聯誼、收看電視、打撞球、閱讀的環
境。
宿舍分配
方式

一、海外僑外新生優先提供宿舍。
二、舊生採線上登記再進行抽籤，中籤者(含備取者)統一公告於學
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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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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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簽證資訊
簽證在意義上為一國之入境許可，同樣地，來台灣就學也需要簽證。一旦同
學通過環球科技大學的入學審核，學校會寄給同學一份「入學許可通知書」，這
份「入學許可通知書」乃是做為申請來台簽證的主要證明文件。僑外學生來台就
學，須辦理來台簽證：
居留簽證：係屬於長期簽證，如果您在台灣停留的時間將超過 180 天(6 個
月)，您需要申請以就學為目的的居留簽證，並於入境後 15 天內，向居住地的內
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外僑居留證(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一) 學生來台就學，須辦理來台簽證類別(visa type)：「居留簽證 Resident
Visa」，非「觀光簽證 Visitor Visa」。
(二) 學生持「居留簽證 Resident Visa」入境後 10 日內，須立即申辦外僑居
留證(ARC，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方可繼續居留於台灣，違者將處以
罰緩。
※香港學生申請簽證處：
1.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香港）
香港金鐘道 89 號力寶中心第 1 座 11 樓 1106 室
總
機：(852) 2523-4429
傳
真：(852) 2810-0591
港澳人士赴臺簽證：(852)2525-8316 電郵：hkg@mofa.gov.tw
服務信箱：service@teco.org.hk
2.海華服務基金 (代辦)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101 號海防大廈 701-703 室
（港鐵尖沙咀站 A1 出口過海防道即達）
※澳門學生申請簽證處：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澳門)
澳門宋玉生廣場 411-417 號皇朝廣場 5 樓 J-O 座
總 機：(853)2830-6282
港澳人士赴臺簽證：(853)28306289
※海外申請簽證處：
臺灣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國外資訊)
https://www.boca.gov.tw/np-2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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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僑生及港澳學生申請入學申請表(單獨招生)
TransWorld University

此處貼最近三個
月內二吋相片
Attach a recent
bust photograph
taken in the last
3 months here

Application Form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dmissio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 Cross-strait Affairs
No. 1221, Zhennan Rd., Douliou, Yunlin, Taiwan 640
TEL：+886-5-5370988 ext. 2230~2236 FAX：+886-5-5377886
http://www.twu.edu.tw
Email: cia@twu.edu.tw
申請人須以中文正楷詳細逐項填寫一式兩份，請寄至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地址如上。表格下載:http://mail.twu.edu.tw/~cia/

TO THE APPLICANT: Read carefully and complete in DUPLICATE. Type or print in English or Chinese and
mail to us. at the above address.
一、申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申請人姓名
Applicant's
Nam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中文 In Chinese)

性

(英文 In English)

別 Sex

(month)
□男 Male

(day)

(year)

□女 Female

住 址
□□□□□
Home Address
現在通訊處 □□□□□
Mailing Address
電 話
Telephone No.

行動電話
Cellphone No.

E-mail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國 籍
Nationality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身分證號碼
Personal ID
Number

Facebook 臉書帳號
/ WeChat 微信帳號
□□□□□

在台通訊處
(無則免填)
Mailing Address
in Taiwan
(If any)
在台聯絡人 姓名 Name
(無則免填)
Contact Person
in Taiwan
(If any)

□同意申請「環球海外優秀學生獎學金」
Apply for TransWorld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cholarship
□同意本校使用您的個人學生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Accept for using your data only for academic purposes
為確定您的港澳生身分資格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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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傳輸
到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教育部、內政部移民署，提取
您的出入境紀錄。並由教育部、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進
行港澳生身分審查。

與申請人關係
Relationship

二、父母資料 Information of Parents
父親姓名(中英文)
父親國籍
Father's Name
Father's Nationality
父親地址
Father's Address
母親姓名(中英文)
母親國籍
Mother's Name
Mother's Nationality
母親地址
Mother's Address

連絡電話
Telephone

父親生日
Date of Birth
父親電話
Father's Phone No.
母親生日
Date of Birth
母親電話
Mother's Phone No.

三、教育背景 Educational Background

學程 Degree
高中 High School
大學/學院
University/College

學校名稱
Name of Institute

學校所在地
主修學門(科系)
City and Country
Major

副修學門
Minor

就學期間
Duration of
Study

學位/證書
取得學位日期
Degree/Diploma/ Date of Degree
Certificate
Granted

課外活動
其他訓練
Activities / Other
Training
工作經歷
Previous
Employment
著作
Publications

出版日期 Date

四、擬申請就讀之系(所)學位或課程 Which department/graduate institute and what degree/non-degree program do you wish to apply
at TransWorld University?

系（所）
Department/Graduate
Institute
學位/課程
Degree/Non-degree

預定入學日期
Semester of Expected
Enrollment
□學士 Bachelor Degree

_________
(month)

________
(year)

□插班大學 Transfer

五、中文語文能力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學習中文幾年 How many years have you formally studied Chinese?
學習中文環境（高中、大學、語文機構）Where did you learn Chinese? (high school, college, language institute)
您是否參加過中文語文能力測驗
何種測驗 What kind of test?
Have you taken any test of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
分數 Score
□是 Yes □ 否 No
自我評估 Self Evalu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佳 Good
□佳 Good
□佳 Good
□佳 Good

聽 Listening
說 Speaking
讀 Reading
寫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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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Poor
□差 Poor
□差 Poor
□差 Poor

□不會 Not at all
□不會 Not at all
□不會 Not at all
□不會 Not at all

六、財力支援狀況：在本校求學期間費用來源 Financial Supports : What is your major financial resource while you study at TransWorld
University?
□個人儲蓄
□父母支援
Personal Savings
金額 Amount of Dollars
Parents Supports
金額 Amount of Dollars
□獎助金
□其他
Scholarship(s)
來源及金額 Source(s) & Amount of Dollars
Other
來源及金額 Source(s) & Amount of Dollars
七、健康狀況 Health Condition
□尚可 Average
□佳 Good
如有疾病或缺陷請說明之 Please describe any health problems or defects you have

□差 Poor

繳交資料紀錄表(申請人務必就已繳交之資料，在下面表格之繳交註記欄內打✓)
註記

繳交資料項目

錄取後
抵台繳交
錄取後
抵台繳交

份數

入學申請表(附貼二吋半身照片)

1

最高學歷之外國學校畢業証書影印本，並附該證書經公證之中文或英文翻譯本及該學程之全部英文成績英譯本

1

推薦函

1

中文或英文留學計畫書

1

切結書

1

報名資格確認書
健康證明書(包括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驗報告、胸部 X 光檢查報告、腸內寄生蟲糞便檢查報告、梅毒血清檢查報
告、麻疹及德國麻疹抗體陽性報告或預防接種證明、漢生病)

1

自行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六個月效期之醫療及傷害保險

1

※以上資料由本人填寫，且經詳細檢查，在此保證其正確無誤。
I have carefully reviewed the above information and hereby pledge that all of it is correct.
申請人簽名
日期
Signature
Date
本欄請勿填寫(辦公室用) FOR OFFICE USE ONLY
申請編號

初審簽章

備註

1

附錄二
環球科技大學港澳及僑生學位生申請入學
推薦函
致推薦人，
被推薦人目前申請就讀環球科技大學，感謝您撥冗填寫本推薦函，請詳實填寫本
函，以利審核工作進行。如有需要，可自行增加版面，謝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被推薦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申請入學系所：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您是何時認識被推薦人？您如何認識被推薦人？

2. 請簡述被推薦人的學習過程與學習能力。

3. 請敘述被推薦人的特質與優異事蹟。

4. 請敘述被推薦人的個性、興趣及特質。

5. 請評估被推薦人的學習動機或發展潛力。

6. 其他意見：

推薦人：
服務單位：
推薦人簽名：
如果我們有其他問題，可否與您聯絡？

職稱：
電話/Email：
日期：
□是
□否

附錄三

環球科技大學留學計畫書
TransWorld University Study Plan
姓名

Chinese：

性別

Name

English：

Gander

申請系所
Academic
Program
Applied

FaceBook
臉書帳號

畢業學校
School
Name

微信帳號
WeChat

一、自我介紹 (Self-introduction)：

二、選擇環球的原因 (Statement of Purpose)：

男(Male) 女(Female)

三、讀書規劃 (Study Plan)：

四、畢業後的期許 (Career Plan)：

五、其他(Others)：

附錄四

切 結 書
本人

（請填寫姓名）為

（請填寫僑居地、香港或澳

門）居民， 欲申請於西元 2022 年申請赴臺升學。因本人申請時（請依下列切結事項勾
選）：
□ 符合環球科技大學「招收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規定」
□ 尚未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二條有關「最近連續居留境外六年以上」
及第三條所定連續居留海外期間之資格規定。
□ 尚未符合「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第二條有關「最近連續居留境外六年以上」
及第三條所定連續居留海外期間之資格規定。
本人同意至西元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應符合上述所定連續居留港澳或海外期間之資
格規定，若經查證不符本項規定之報考資格，則應由環球科技大學撤銷原錄取分發資格。

此致
環球科技大學

立切結書人：
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西元

年

月

日

（本人已確實瞭解切結書所提及之內容）

說明：

依據「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香港或澳門（以下簡稱港澳）居民，最近連
續居留港澳六年以上，並有港澳永久居留資格證件者，得申請來臺灣地區就學。但申請
就讀大學醫學、牙醫及中醫學系者，其最近連續居留年限為八年以上。
港澳居民經分發在臺灣地區就學，因故自願退學返回港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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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一次為限。
港澳居民連續居留港澳期間，其每曆年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不得逾九十日。

港澳生專區

附錄五

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供 111 學年度適用）
本人
（請填寫正楷中文姓名）為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於西元 2022
年赴臺就學。本人確認報名時符合下列各項勾選情況（請就以下問項逐一勾選）：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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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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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否；本人無葡萄牙護照、英國國民（海外）
護照或香港、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
3□是；本人具有葡萄牙護照，且首次取得葡萄
牙護照日期為：1999 年 12 月 19 日(含)前取
得（錄取後需檢附澳門特區政府身份證明局
開立之「個人資料證明書」始得申辦赴臺就
學簽證）。
4□是；本人具有____________________（請填
寫國家）護照或旅行證照，同意於錄取分發
後放棄外國護照或旅行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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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具有葡萄牙護照，且首次取得葡萄牙
護照日期為：1999 年 12 月 20 日後取得，
兼具澳門永久居留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
籍，且最近連續居留香港、澳門或海外 6
年以上。

3□本人具有___________________（請填寫
國家）護照或旅行證照，兼具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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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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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