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港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

籍之華裔學生來台入學及轉學試辦計畫】 

招生簡章 

 
 

 

                一律採網路報名及網路上傳申請文件電子檔。 

                

 

 

 

              報名網址：http://ias.ndhu.edu.tw/ocsndhu 

              本校網址：http://www.ndhu.edu.tw/bin/home.php 

              本校地址：974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 號 

              電話號碼：+886-3-8905114 

              傳真號碼：+886-3-8900170 

 



在港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來台入學及轉

學試辦計畫重要日程表(臺灣時間) 

【108-2 春季班轉學】 

項  目 日  期 

公告簡章 2019 年 12 月 25 日(星期三) 

開放網路報名 
2019 年 12 月 26 日(星期四)09:00～ 

2019 年 01 月 05 日(星期二)17:00 

公告錄取名單 

2020 年 01 月 

經教育部審定港澳生資格後，以港澳生身

分錄取者始符合錄取資格 

寄發錄取通知書 2020 年 02 月 

開學及報到 2020 年 02 月 

 

【109-1 秋季班轉學】 

項  目 日  期 

公告簡章 2019 年 12 月 25 日(星期三) 

開放網路報名 
2019 年 12 月 26 日(星期四)09:00～ 

2020 年 01 月 09 日(星期四)17:00 

公告錄取名單 

2020 年 02 月 28 日(星期五)前 

經教育部審定港澳生資格後，以港澳生身

分錄取者始符合錄取資格 

寄發錄取通知書 2020 年 03 月 

開學及報到 2020 年 09 月 

 

【109-1 秋季班新生入學】 

項  目 日  期 

公告簡章 2019 年 12 月 25 日(星期三) 

開放網路報名 
2019 年 12 月 26 日(星期四)09:00～ 

2019 年 01 月 09 日(星期四)17:00 

公告錄取名單 

2020 年 02 月 28 日(星期五)前 

經教育部審定港澳生資格後，以港澳生身

分錄取者始符合錄取資格 

寄發錄取通知書 2020 年 03 月 

開學及報到 2020 年 09 月 

 

 



【109-1 秋季班新生入學暨轉學：外國學生】 

外國學生秋季入學請到以下網頁報名 http://ias.ndhu.edu.tw/intladmission 

項  目 日  期 

公告簡章 2019 年 12 月 26 日(星期四) 

開放網路報名 
2019 年 12 月 26 日(星期四)09:00～ 

2019 年 03 月 31 日(星期二)23:59 

公告錄取名單 2020 年 05 月 15 日前 

寄發錄取通知書 2020 年 5 月和 6 月 

開學及報到 2020 年 9 月 

 

本校聯絡資訊 

1. 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獎助學金 

國際事務處國際宣傳與招生組 洪子宸先生 

Tel：+886-3-8905114 

E-mail：admission@gms.ndhu.edu.tw 

 

2.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獎助學金 

國際事務處國際宣傳與招生組 李莉莉小姐 

Tel：+886-3-8905112 

E-mail：admission@gms.ndhu.edu.tw 

 

3. 僑生及港澳生在學生活輔導 

國際事務處國際學者與境外學生服務組 李依霈小姐 

Tel：+886-3-8905117 

E-mail：issa@gms.ndhu.edu.tw 

  



在港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來台入學及轉

學試辦計畫簡章目錄 

壹、申請流程........................................................ 1 

貳、招生名額........................................................ 1 

参、修業年限：學士班 4 至 6 年；碩士班 1 至 4 年；博士班 2 至 7 年。...... 1 

肆、申請資格........................................................ 1 

伍、申請作業相關.................................................... 3 

陸、錄取原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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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申請流程 

1. 連線至報名網頁：https://oia.ndhu.edu.tw/2019/12/3503.html  

2. 填寫線上申請表。 

3. 上傳學系規定之繳交資料(請詳見報名網頁)。 

4. 確認無誤後送出，即完成報名流程。 

5. 外國學生 109-1 學期申請入學或轉學，請至報名網頁

http://ias.ndhu.edu.tw/intladmission 報名 

貳、招生名額 

一、 招生名額：學士班 100 名、碩士班 35 名、博士班 10 名。 

二、 招生系所（港澳生請詳見本校招生系所網頁

https://exam.ndhu.edu.tw/files/11-1096-10425.php 

外國學生請詳見本校國際處課程資訊 

https://oia.ndhu.edu.tw/intl-student/program-information） 

参、修業年限：學士班 4 至 6 年；碩士班 1 至 4 年；博士班 2 至 7 年。 

肆、申請資格 

凡符合下列資格者，得向本校提出申請： 

一、身分資格 

港澳生、港澳具外國國籍華裔學生：香港或澳門居民，取得港澳永久 

居留資格證件，且最近連續居留境外(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六 

年以上者；或具外國國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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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或海外六年以上之華裔學生。 

以當年度自香港、澳門或海外來臺者為限，不含已在臺就讀高級中等

學校、國內大學一年級肄業、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結業之僑

生、港澳生或港澳具外國國籍華裔學生。 

外國學生：具外國國籍之高中應屆或已畢業學生且於申請時不具僑生

或港澳生資格，符合教育部「外國學生來台就學辦法」規定者。 

(一) 所謂「連續居留」係指每曆年(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在臺灣地區停留

期間不得逾 120 日，否則視為僑居中斷。期間係以本簡章申請截止日

為計算基準日往前回溯 6 年，但計算至西元 2019 年 8 月 31 日始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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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章所訂連續居留年限規定者，亦得申請。 

       ✽申請人請務必依下列規定，填寫切結書、報名資格確認書，以利本校 

         及相關單位審查上述資格。惟錄取後如未符合相關資格規定，將取 

         消錄取資格。 

1. 港澳生切結書(附件一)： 

港澳生須填寫。 

2. 港澳具外國國籍華裔學生切結書(附件二)： 

港澳具外國國籍華裔學生須填寫。 

3. 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附件三)： 

港澳生、港澳具外國國籍華裔學生須填寫。 

4. 外國學生切結書(附件三)： 

外國國籍學生須填寫。 

(二) 申請人如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不以連續僑居中斷論；其在臺灣停留

期間不併入海外或港澳居留期間計算（也就是海外或港澳連續居留時

間須往前推算）。請申請人於網路報名系統上傳證明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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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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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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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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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僑生身分認定，由僑務主管機關為之；港澳生身分認定，由教育部為

之。 

(五) 僑生來臺就學後，在國內停留未滿一年，因故退學或喪失學籍返回僑

居地者，得重新申請來臺就學，並以一次為限。但僑生經入學學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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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僑生在臺就學期間，除其他法令另有規定外，不得任意變更身分。 

(七) 同時符合僑生、外國學生身分資格者，請擇一身分申請入學，一旦提

出申請後不得變更身分。 

二、 學歷資格 

(一) 在當地華文中學、外文中學畢業或相當於臺灣高級中學畢業取得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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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以同等學力資格申請者需附修業證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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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於臺灣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或畢業年級高於相當臺灣高級中學學校 

之國外同級同類學校肄業並修滿相當於臺灣高級中學學校修業年限以 

下年級，符合下列資格之一者，或畢業年級相當於臺灣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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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算至報考當度註冊為止。 

(三) 畢業年級數相當於臺灣高級中等學校二年級之中五學制畢業生入學者，

其畢業學分數應增加至少 12 學分，增加之學分數與修習科目由各學

系、學位學程訂定。 

(四) 同等學力資格之認定應依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之規 

         定辦理。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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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銷錄取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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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轉學：具教育部「香港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冊」上之學校在學學生。於原學 

          校修業累計期滿二個學期以上者，得報考轉入學士班二年級；於原學校修 

          業累計期滿四個學期以上者，得報考轉入學士班三年級。 

伍、申請作業相關 

一、網路報名時間： 

108 學年度春季班轉學： 

2019 年 12 月 26 日(星期四)12:00～2020 年 01 月 05 日(星期日)23:59 

109 學年度秋季班轉學： 

2019 年 12 月 26 日(星期四)12:00～2020 年 01 月 09 日(星期四)17:00 

109 學年度秋季班新生入學： 

2019 年 12 月 26 日(星期四)12:00～2020 年 01 月 09 日(星期四)17:00 

109-1 學期外國學生新生入學暨轉學： 

2019 年 12 月 26 日(星期四)09:00～2019 年 3 月 31 日(星期二)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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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方式：一律採網路報名，其他方式概不受理。 

     (一)報名系統網址：https://oia.ndhu.edu.tw/2019/12/3503.html 

     (二)報名注意事項： 

1. 考生須於本校網路報名時間完成線上報名，請留意報名時間，逾時

恕不受理。 

2. 考生至多可填寫 3 個志願，學院不限；每申請ㄧ個學系需繳交一份  

 申請資料，申請資料請詳見本處網頁。 

3. 考生於線上申請表輸入之電話號碼、通訊地址、E-mail 等資料均 

 應確實清楚；若因資料錯誤或不實，導致無法聯絡或投遞郵件而影  

 響權益，由考生自負責任。 

4. 報考者視為同意本校得依「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範，為合理且必 

繳須之電腦處理應用、查詢，例如：榜單公布等事宜，並可採用全 

名方式公告榜單或招生相關資訊。 

三、申請資料： 

(一)線上申請表。 

(二)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留證件影本： 

          1. 僑居地身分證影本(必繳)。 

          2. 護照影本。 

˙ 港澳生、港澳具外國國籍華裔學生、外國學生(必繳)，須上

傳港澳及外國護照。 

          3. 中華民國護照暨僑居身分加簽影本(選繳)。 

(三)港澳居民來往內地通行證(回鄉證)： 

    港澳居民在大陸地區出生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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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附件一)： 

 港澳生、港澳具外國國籍華裔學生須填寫。 

(五)切結書（附件二）： 

 若計算至 2020 年 8 月 31 日才能符合【港澳生最近連續居留臺灣境

外滿 6 年或 8 年】，或者【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最近連續居留

臺灣、大陸地區、香港、澳門以外國家或地區滿 6 年或 8 年】之規定

者，必須填寫此附件。若計算至報名截止日已可符合者，無需填寫。 

(六)非連續僑居中斷證明(請詳見本簡章第 3～4 頁)： 

    申請人如有不以連續僑居中斷論之情形，請上傳相關證明文件。 

(七)學系規定繳交資料(請詳見報名網頁)： 

    請依申請學系之繳交資料說明上傳規定資料。 

      (八)藝術與設計學系招生作品著作權切結書(附件三)： 

          申請藝術與設計學系者必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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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外國學生具結書(附件四)。 

    外國學生需填寫。 

(十) 申請資料檢核表(附件五) 。 

 

˙ 學系規定繳交資料 

           最高學歷證明、高中在校歷年成績單之繳交說明如下： 

         1. 最高學歷證明： 

            (1)應屆畢業生請提供：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書。 

            (2)非應屆畢業生請提供：畢業證書。 

            (3)以同等學力資格報考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2. 在校歷年成績單： 

             （一）、學士班新生： 

            (1)請提供完整之高中在校歷年成績單；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 

               最後一年成績單者，請提供高一、高二之成績單。 

            (2)請依申請學系規定，檢附成績排名證明。 

     （二）、碩士班新生： 

            (1)大學歷年成績單正本；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最後一年成績 

        單者，請提供大一、大二、大三之成績單。 

      (2)請依申請學系規定，檢附成績排名證明。 

          (三)、博士班新生： 

            (1)碩士班歷年成績單正本。 

            (2)請依申請學系規定，檢附成績排名證明。 

          (四)、轉學生： 

            (1)原就讀大學歷年成績單正本。 

         3.  系所規定繳交文件：各學制需繳交文件請詳參國際處公告 

            (https://oia.ndhu.edu.tw/2019/12/3503.html)。 

 

陸、錄取原則 

    本校單獨招收港澳生申請入學和外國學生申請入學，由國際事務處受理報名，

經招生學院、學系審查後，提送境外學生招生委員會審議。校內審查通過，

且經教育部獲相關單位審核或驗證符合港澳生、港澳具外國國籍華裔學生、

外國學生身分資格，則獲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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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公告錄取名單及登記就讀意願 

 一、錄取名單將於 2020 年 2 月 28 日前，公告於本校國際事務處網頁：

http://www.oia.ndhu.edu.tw/bin/home.php  

 二、正、備取學生應於公告錄取名單後，主動查詢，並於一周內，登入上網登

記就讀意願，逾時未登記就讀意願者，視為放棄錄取資格，其缺額由備取

生遞補。 

 三、寄發錄取通知書：本校將於 2020 年 3 月，寄出錄取通知書，並以 email 通

知錄取學生。 

 四、109-1 學期外國學生新生入學暨轉學公告錄取名單及登記就讀意願係依本

校 109-1 學期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時程及相關程序辦理。 

捌、申訴辦法 

一、考生對於錄取結果或招生過程有疑義者(例如：違反公平原則、性別平等

原則等狀況)，得於放榜次日起 20 日內，以書面向本校境外招生委員會提

出申訴。 

二、考生申訴書應詳載考生姓名、性別、報考學系組別、通訊地址、聯絡電話、

申訴日期，並敘明疑義之具體事由與佐證資料。 

三、受理之申訴案，由本校境外招生委員會成立「申訴處理小組」處理之，必

要時得通知申訴人或關係人列席說明。 

四、申訴以一次為限，申訴處理結果由境外招生委員會於一個月內函覆申訴

人。 

 

 

玖、學雜費、宿舍費、生活費及保險費 

一、學雜費： 

請先參考以下 108學年度(2019年)學雜費徵收標準。本校 109學年度(2020

年)學雜費徵收標準，將於教育部核定後公告於本校學雜費專區： 

       http://www.ndhu.edu.tw/files/11-1000-1137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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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2019 年)大學部學生學雜費徵收標準 

（每學期，以新臺幣計算） 

院

別 
工學院 理、農學院 商學院 文、法學院 

系

別 

資訊工程學系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光電工程學系 

應用數學系 

化學系 

生命科學系 

物理學系 

資訊管理學系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藝術與設計學系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音樂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企業管理學系 

國際企業學系 

會計學系 

財務金融學系 

管理學院管理科

學與財金國際學

士學位學程 

華文文學系 

中國語文學系 

英美語文學系 

歷史學系 

臺灣文化學系 

經濟學系 

公共行政學系 

社會學系 

法律學士學位學程 

法律學士學位學程原

住民專班 

幼兒教育學系 

教育行政與管理學系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

位學程 

學

費 
16,950 元 16,950 元 16,790 元 16,790 元 

雜

費 
10,840 元 10,620 元 7,310 元 6,950 元 

合

計 
27,790 元 27,570 元 24,100 元 23,7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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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宿舍費、生活費及保險費（以新臺幣計算） 

 

 

✽依僑生傷病醫療保險作業要點、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海外來臺就讀僑生及

港澳生於抵臺居留滿 6 個月，應參加全民健康保險；家境清寒者得檢附經駐

外館處、保薦單位、僑校或僑團等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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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拾、注意事項 

一、本校辦理在港就讀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來臺

入學及轉學試辦計畫，以目前【在港就讀】之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

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為限。 

二、經本校單獨招生管道錄取之僑生及港澳生，海外聯招會將不再進行分

發。 

三、考生報名資料將做為招生及相關統計研究使用，錄取生資料將轉為學籍

資料，均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相關規定辦理。 

四、錄取通知書並不保證簽證取得，簽證由我國駐外館處核給。 

五、錄取考生若經僑務主管機關審查不符僑生身分資格或經教育部審查不符

港澳生、港澳具外國國籍華裔學生、外國學生身分資格，或所繳證件有偽

造、假借、冒用、塗改等情事，應撤銷錄取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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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本校試辦計畫申請入學，係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香港澳門居

民來臺就學辦法」、「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本校學則及「國立東華大

學招收在港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來臺入學及

宿舍費 
大學部 7,500～10,700 元(一學期) 

住宿保證金 2,000 元(一學年) 

生活費概估 約 40,000 元（一學期） 

保險費 

學生團體保險 約 350 元（一學期） 

醫療保險（入學後前六個月） 606 元（六個月） 

全民健康保險（入學後第七個月） 749 元（一個月） 

全民健康保險（入學後第七個月） 374 元 (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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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學試辦計畫單獨招生規定」、「國立東華大學外國學生招生規定」等相關

法規辦理。 

七、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規定及本校境外學生招生委員會決議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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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壹、附件 

【附件一】 

國立東華大學 109 學年度(2020 年)第 1 次 

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 

 

本人              （請填寫姓名）為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於西元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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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至西元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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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翻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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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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以下 3 擇 1)

1□本人具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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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照或香港、澳門護照以外之旅行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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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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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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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確認前述填報之各項資料均屬實，如有誤報不實致報名資格不符情事，其責任

自負，絕無異議。 

立聲明書人： 

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西 元             年          月          日 

 

【請填妥後掃描成 PDF 檔，上傳至網路報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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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連續居留期間切結書 

 
本人        欲報名貴校【在港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

華裔學生來台入學及轉學試辦計畫】，因申請截止日前尚未能符合【港澳生最近連

續居留臺灣境外滿 6 年或 8 年*】或【港澳具外國國籍華裔學生最近連續居留香

港、澳門或海外**滿 6 年或 8 年*】之規定，故本人立此切結書保證 

* 若申請醫學、牙醫及中醫學系須滿 8 年，其他學系則須滿 6 年。
** 海外係指臺灣、大陸地區、香港、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一、計算至西元 2020 年 8 月 31 日止的連續居留臺灣境外或海外期間確可符合上

述年限規定； 

 

二、連續居留臺灣境外或海外期間符合每曆年在臺灣地區停留不超過 120 日之規

定。 

 

 

 

 

此致    國立東華大學 

 

 

                 考 生 簽 名：                     (請務必繳親自簽名) 

                  護 照 號 碼： 

                  國 別 或 地 區 別： 

                  住 址： 

                  聯 絡 電 話： 

                  日 期：西元    年    月    日 

 

 

【請填妥後掃描成 PDF 檔，上傳至網路報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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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立東華大學 

在港就讀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來臺入學及

轉學試辦計畫 

藝術與設計學系招生作品著作權切結書 
 

本人報考 109 學年度國立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所繳交之作品 

作品名稱 媒材 

 1.  

 2.  

 3.  

 4.  

 5.  

6.  

 

以上作品確為本人之著作，以此等作品送交國立東華大學審查，作為本人之專業

作品（如有共同著作權人，請附共同著作權人簽名蓋章之同意書）。以上所述，

本人保證絕無虛假或誤導之處，如有虛假或作品有抄襲、侵害他人著作權、涉及

其他不法情事，經查屬實時，無論本人是否已獲錄取、已在學或已畢業，本人均

同意接受國立東華大學依校規與相關法律所作之處分，絕無異議。  

 

切結人 姓名：                    《簽名》 

地址（   ）                                              

電話（   ）                E-mail                         

日期                          

 

 

【請填妥後掃描成 PDF 檔，上傳至網路報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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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立東華大學 

在港就讀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來臺入學及

轉學試辦計畫 

外國學生切結書 

我具結： 

 

一、本人保證國籍狀態符合下列勾選之情況： 

□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申請時不具僑生資格。 

□ 過去擁有中華民國國籍，但已依法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滿八年*，且最

近連續居留海外**六年以上*，並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 學，且未於

當學年度經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 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但從未在臺設籍，且最近連續居留海外**

六年以上*，並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學年度經海外聯

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留資格，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申請時於香港、澳門或海外**連續居留滿六年以上*； 

□ 曾為大陸地區人民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在臺設籍，申請時已連續居留海

外六年以上*。 

* 計算至學期起始日止：春季班為二月一日，秋季班為八月一日。 

** 除非有明確寫出，海外地區指中國大陸、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

或地區。 

二、如申請學士學位學程（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學程者請略過此項），本人保

證符合下列情況之一： 

□ 此為本人第一次以外國學生身分申請來臺灣就讀。 

□ 本人畢業於臺灣之外國僑民學校，或臺灣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雙語

部（班），或私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外國課程部班。 

（如果不屬於以上兩者，請循本國籍學生入學管道入學，詳情請洽 

admission@gms.ndhu.edu.tw） 

三、本人未曾自臺灣的高級中等學校或大專校院退學。 

四、本人保證上述事項皆為事實，如有不實，本人願承擔一切相關後果與法律

責任。 

五、本人所提供之學歷證明，均在畢業學校所在地國家為合法並有效取得之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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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資格，且所持有之證件相當於中華民國國內各級合法學校授予之相當學

位。 

六、本人同意國立東華大學可查證本次申請相關之陳述事項及文件，並同意被

查證單位提供相關資料以為佐證。如有不實或不符規定等情事經查屬實

者，願依中華民國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第 7-1 條【外國學生

所繳入學證明文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應撤銷錄取資格；已註冊

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如畢業後始發現者，

應由學校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及承擔其他相關一切法律

責任。 

 

I, the undersigned, declare the following: 

 

I. I confirm that my nationality status complies with the following chcked 

condition: 

□ I never held the Taiwan, R.O.C. nationality, and I am not hold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status. 

□ I once held the Taiwan, R.O.C nationality and have renounced it officially 

for at least eight full years*; and I have in the immediate past resided 

overseas** continuously for at least six years*. In addition, I have never 

previously undertaken studies in Taiwan as an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nor have accepted a placement by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Committe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year. 

□ I am holding dual or multiple nationality including Taiwan, R.O.C. 

nationality, yet I have never ha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aiwan, and I 

have in the immediate past resided overseas** continuously for at least 

six years*. In addition, I have never previously undertaken studies in 

Taiwan as an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nor have accepted a placement by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Committe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year. 

□ I am holding foreign nationality and I am eligible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in Hong Kong or Macao, yet I have never ha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aiwan, and I have in the immediate past resided in Hong 

Kong or Macao or overseas** continuously for at least six years*. 

□ I was formerly from Mainland China (PRC) and currently hold foreign 

nationality, yet I have never ha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aiwan, and I 

have resided overseas continuously for at least six years*. 

* Until the semester starting date: Feb 1 for spring and Aug 1 for fall semester. 

** Unless explicitly mentioned, the term “overseas” refers to countries or 

regions other than the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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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f applying for a Bachelor’s program, I confirm that my status complies with 

one of the followings: 

□ This is the very first time I apply for admission to study in Taiwan a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 I graduated from a private secondary school for international residents in 

Taiwan, or from a bilingual division (program) affiliated to a domestic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or from a program teaching a foreign curriculum 

that is offered by a division of a domestic private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If your status does not comply with either of the above, please follow the 

same application procedure as the domestic students. Send a request to 

admission@gms.ndhu.edu.tw if you need further assistance.) 

III. I have never been dismissed from any educational institute in Taiwan. 

IV. I confirm that all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true, for which I shall bear all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V. The diploma(s) I provide in my application are valid and legally awarded in 

the country where I graduated and are equivalent to the degree conferred by 

accredited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R.O.C.. 

VI. I hereby state that all of the above declarations are true, and I authoriz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o verify the above statements and all of my 

application documents. I also authorize all corporations, companie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release information they may have about me, and 

release them from any liability for doing so. If there is any false declaration or 

documentation, I will accept Article 7-1 mentioned in Regulations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dertaking Studies in Taiwan, “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who submits any certificate or document as part of their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to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hat is found to be forged, fabricated, or 

that has been altered in some way shall have their enrollment eligibility 

revoked. If the student has already registered and begun classes, their 

registration as a current student shall be cancelled, and they will not be 

awarded any certification whatsoever regarding their related academic 

undertakings. If any such circumstances are first discovered after a student has 

already graduated,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shall revoke the former student’s 

eligibility to graduate and shall require any degree already awarded to be 

returned and shall rescind it.”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YYYY/MM/DD):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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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立東華大學 

在港就讀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來臺入學及

轉學試辦計畫 

申請資料檢核表 

1. 中文姓名：                       

2. 英文姓名：                       

3. 申請人至多可選填 3 個志願，且學院不限；每申請ㄧ個學系需繳交一份 

申請資料，申請資料請詳見本簡章第 5～13 頁。 

4. 請確認申請資料是否齊全： 

項次 申請資料 備註 
請確認

並勾選

一 線上申請表 必繳  

二 

1. 港澳永久居留證影本(必繳) 

2. 護照影本(必繳) 

港澳具外國國籍華裔學生須上傳港澳護照及外國護照影本

3. 中華民國護照暨僑居身分加簽影本(選繳) 

必繳  

三 港澳居民來往內地通行證(回鄉證) 
港澳居民在大陸地區

出生者必繳 
 

四 港澳生申請入學切結書(附件一) 僑生、港澳生必繳  

五 港澳具外國國籍華裔學生切結書(附件二) 
港澳具外國國籍 

華裔學生必繳 
 

六 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附件三) 
港澳生、港澳具外國

國籍華裔學生必繳 
 

七 非連續僑居中斷證明(請詳見本簡章第 3～4 頁) 
如有不以連續僑居中

斷論之情形者必繳 
 

九 
學系規定繳交資料(請詳見報名網頁) 

請依申請學系之繳交資料說明上傳規定資料 
必繳  

十 藝術與設計學系招生作品著作權切結書(附件四) 
申請藝術與 

設計學系必繳 
 

八 外國學生切結書(附件五) 外國學生必繳  

十一 申請資料檢核表(本表) 必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