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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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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學試辦計畫招生簡章



 

A 

 

東海大學在港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
學生來臺入學及轉學試辦計畫 

重要日程表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 春季班  新生入學(限碩博班)  

簡章公告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報名時間 2019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2020 年 01 月 06 日 

放榜 
2020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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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入學 2020 年 2 月 17 日。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  春季班 轉學生 

簡章公告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報名時間 2019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2020 年 01 月 06 日 

放榜 
2020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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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入學 2020 年 2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秋季班 新生入學 

簡章公告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報名時間 2019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2020 年 01 月 06 日 

放榜 
2020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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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入學 2020 年 9 月。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秋季班 轉學生 

簡章公告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報名時間 2019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2020 年 02 月 28 日 

放榜 
2020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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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入學 202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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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Step 1 
請確認您符合申請資格，請參考【II.申請資格】。 

(外國學生申請資格係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之規定；港澳學生申請資格係依據

教育部「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之規定。) 

Step 2 

填寫申請表： 

(1)報名網址：http://exam.thu.edu.tw/  

(2)於截止日前，填寫申請表。(恕不接受紙本文件。每位申請人至多申請 2個系

組。) 

(3)外國學生請填附件 1申請表； 

 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請填附件 2申請表。 

(4)請親筆簽名後，掃描成 PDF 檔與 WORD 檔同步回傳。 

Step 3 

請將申請表以及相關審查文件 Email 至本校招生信箱：admission@thu.edu.tw。 

 

須繳交資料如下： 

(A) 入學申請表(PDF 及 WORD 檔) 

(B) 2 吋證件照(JPG 檔，檔案大小以 5MB 為限) 

(C) 身分及學歷資格切結書、報名資格確認書(PDF 檔) 

 外國學生：報名資格具結書。附件 3 

 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1).身分及學歷資格切結書。附件 4 

                                   (2).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附件 5 

(D)身分證明文件(PDF 檔) 

(E)畢業證書(PDF 檔) 

(F)歷年成績單(PDF 檔) 

(G)財力證明(PDF 檔) 

(H)推薦信(PDF 檔) 

(I)學系審查文件：請參閱【IV.招生系所分則】。(PDF 檔) 

 

以上文件請參考簡章中【應繳文件】與【招生系所分則】。 

請於截止日前寄出檔案，請務必審慎檢視資料正確無誤。報名資格不符規定、表件不

全等情形，恕不予受理。 

Step 4 
本校收到您的審查資料後，將會回覆確認郵件給您。 

報名期間如有任何問題，請 Email 至本校招生信箱：admissio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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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招生系所資訊 

1. 修業年限 

學士班為 4 至 6 年（建築系修業年限為 5-7 年）；碩士班為 1 至 4 年；博士班為 2 至 7 年。 

2. 招生名額及招收對象 

學位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港澳生招生名額 10 名 12 名 3 名 

外國學生招生名額 20 名 15 名 5 名 

轉學生招生名額 二年級：37 名；三年級 37 名 X X 

 

學位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108-2 春季班招收對象 二、三年級轉學生 (不含新生) 新生 新生 

109-1 秋季班招收對象 新生及轉學生 新生 新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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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招生系所 

 (1) 文學院 College of  Arts 

系碼 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網頁/E-mail 

110 中國文學系 ● ● ● 
http://chinese.thu.edu.tw 
E-mail: chinese@thu.edu.tw

120 外國語文學系（全英語授課） ●   
http://flld.thu.edu.tw 
E-mail: flld@thu.edu.tw 

121 外國語文學系英語教學組（全英語授課）  ●  

122 外國語文學系英美文學組（全英語授課）  ●  

130 歷史學系 ● ●  
http://history.thu.edu.tw 
E-mail: history@thu.edu.tw

150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 ●  
http://japan.thu.edu.tw 
E-mail: japan@thu.edu.tw

190 哲學系 ● ● ● 
http://philo.thu.edu.tw 
E-mail: philo@thu.edu.tw

(2) 理學院 College of  Science 

系碼 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網頁/E-mail 

210 應用物理學系 ● ● ● 
http://phy2.thu.edu.tw 
E-mail: phys@thu.edu.tw

220 化學系  ● ● 
http://chem.thu.edu.tw 
E-mail: chem@thu.edu.tw 

221 化學系化學組 ●   

222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 ●   

230 生命科學系   ● http://biology.thu.edu.tw 
E-mail: biology@thu.edu.tw 231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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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碼 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網頁/E-mail 

232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 ●  

240 應用數學系 ● ●  
http://www.math.thu.edu.tw 
E-mail: math@thu.edu.tw

250 生醫暨材料科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 
http://sci.thu.edu.tw/ 
E-mail:sci@thu.edu.tw

 

(3) 工學院 College of  Engineering 

系碼 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網頁/E-mail 

31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 ● ● 
http://chemeng.thu.edu.tw/ 
E-mail: chemeng@thu.edu.tw

330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 ● ● 
http://www.ie.thu.edu.tw 
E-mail: ieei@thu.edu.tw

340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 ● ● 
http://www.envsci.thu.edu.tw  
E-mail: envsci@thu.edu.tw

350 資訊工程學系  ●  

http://www.cs.thu.edu.tw 
E-mail: cs@thu.edu.tw 

351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   

352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組 ●   

353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   

360 電機工程學系 ● ●  
http://ee.thu.edu.tw 
E-mail: ee@thu.edu.tw

370 數位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  
http://digital.thu.edu.tw 
E-mail: digital@thu.edu.tw

(4)管理學院 College of  Management 

系碼 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網頁/E-mail 

410 企業管理學系  ●  

http://ba.thu.edu.tw 
E-mail: ba@thu.edu.tw 

411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與數位經營組 ●   

412 企業管理學系服務創新與經營組 ●   

413 企業管理學系創業與組織領導組 ●   

420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 ●  
http://inttrade.thu.edu.tw 
E-mail: inttrade@thu.edu.tw

430 會計學系 ● ●  
http://acc.thu.edu.tw/ 
E-mail: acc@thu.edu.tw

440 財務金融學系 ● ●  
http://fin.thu.edu.tw/ 
E-mail: fin@thu.edu.tw

460 國際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  ●  
http://mana.thu.edu.tw/ 
E-mail: gmba@thu.edu.tw

470 統計學系  ● ● 
http://stat.thu.edu.tw 
E-mail: stat@thu.edu.tw 

471 統計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 ●   

472 統計學系決策管理組 ●   

490 資訊管理學系  ●  
http://im.thu.edu.tw 
E-mail: im@thu.edu.tw 

491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行銷與電子商務應用組 ●   

492 資訊管理學系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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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會科學院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系碼 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網頁/E-mail 

520 經濟學系金融與財務經濟組  ●  

http://economic.thu.edu.tw 
E-mail: economic@thu.edu.tw

520 經濟學系管理與產業經濟組  ●  

521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   

522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   

530 政治學系   ● 
http://politics.thu.edu.tw 
E-mail: politics@thu.edu.tw 

531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 ●  

532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 ●  

540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 ●  
http://pmp.thu.edu.tw 
E-mail: deptpuad@thu.edu.tw

550 社會學系 ● ● ● 
http://soc.thu.edu.tw 
E-mail: soc@thu.edu.tw

560 社會工作學系 ● ● ● 
http://sociwork.thu.edu.tw   
E-mail: sociwork@thu.edu.tw

570 教育研究所  ●  
http://educator.thu.edu.tw/  
E-mail: educator@thu.edu.tw

(6) 農學院 College of  Agriculture 

系碼 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網頁/E-mail 

610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 ● ● 
http://animal.thu.edu.tw   
E-mail: animal@thu.edu.tw

620 食品科學系 ●   
http://foodsci.thu.edu.tw 
E-mail: foodsci@thu.edu.tw 

621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技組  ●  

622 食品科學系食品工業管理組  ●  

660 餐旅管理學系 ● ●  
http://thotel.thu.edu.tw/    
E-mail: thotel@thu.edu.tw

(7) 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 College of  Fine Arts and Creative Design 

系碼 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網頁/E-mail 

710 美術學系 ● ●  
http://fineart.thu.edu.tw 
E-mail: fineart@thu.edu.tw

720 音樂學系 ● ●  
http://music.thu.edu.tw 
E-mail: thumusic@thu.edu.tw

730 建築學系 ●   
http://arch.thu.edu.tw 
E-mail: webarch@thu.edu.tw 

731 建築學系城鄉規劃與研究組  ●  

732 建築學系建築設計組（全英語授課）  ●  

740 工業設計學系 ● ●  
http://id.thu.edu.tw    
E-mail: id@thu.edu.tw

750 景觀學系 ● ●  
http://la2.thu.edu.tw 
E-mail: la@thu.edu.tw

760 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  ●  
http://mpca.thu.edu.tw/ 
E-mail: mpca@thu.edu.tw

(8) 法律學院 College of  Law 

系碼 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網頁/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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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法律學系 ● ● ● 
http://law.thu.edu.tw 
E-mail: law@thu.edu.tw

(9) 國際學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全英語授課） 

系碼 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網頁/E-mail 

910 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   
http://ic.thu.edu.tw  
E-mail: iba@thu.edu.tw

920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   
http://ic.thu.edu.tw 
E-mail: sse@thu.edu.tw

 

II.申請資格
 

外國學生申請資格係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之規定，辦法如經修訂，將以教育部公告為
準，網址：http://www.edu.tw/。 
港澳學生申請資格係依據教育部「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之規定，辦法如經修訂，以教育部公告
為準，網址：http://www.edu.tw/。 

1. 身分規定 

* 本招生對象僅招收已在香港就讀大學之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1) 港澳生：香港或澳門（以下簡稱港澳）居民，具有港澳永久居留資格證件，且最近連續居留境

外六年以上者；並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規定，未持有外國護照者。 

(2) 外國學生：申請者須符合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二及第三條所稱外國學生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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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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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申請入學。 

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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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澳門居民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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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稱境外，指台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所稱海外，指大陸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註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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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
係以本簡章申請時間截止日為計算基準日往前回溯推算六年。但計算至西元2019年8月31日始符
合本簡章所訂連續居留年限規定者，亦得申請。申請人如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以連續僑居中
斷論；其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不併入港澳或海外居留期間計算（意指港澳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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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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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5：僑生身分認定，由僑務主管機關為之；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身分認定，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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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 

註6：僑生及港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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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予重新申請回國就
學，並以一次為限。惟曾在國內大專院校（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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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如有違反此規定經查證屬
實者，撤銷其錄取資格。 

註7：僑生及港澳生回國就學期間，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任意變更身分。 

註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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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歷規定 

須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高中、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請參考教育部網站）。 

(A).具高中畢業學歷者，得申請入學本校學士班； 

(B).具學士畢業學歷者，得申請入學本校碩士班； 

(C).具碩士畢業學歷者，得申請入學本校博士班； 

(D).累計修滿學士班2學期，得申請學士班轉學生二年級上學期；累計修滿學士班3學期，得申請學士
班轉學生二年級下學期；累計修滿學士班4學期，得申請學士班轉學生三年級上學期。入學後依
其抵免之學分，得視其抵免學分多寡，申請提高編級。 

(2) 具有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與我國學制相當之同等學力資格者。 

(3)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或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者，須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第九條之相關規定。 

(4) 因操行成績不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不得轉學進入本校就讀。 

註1：應屆畢業生申請時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請繳交在校證明書或預計畢業證明書替代，如經錄取，
須於開學註冊時繳驗學歷證件正本，否則註銷其錄取資格。 

註2：畢業年級相當於臺灣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高中11年制，Form 5)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
類學校畢業生得申請本校學士班，惟入學後依本校學則規定應增加畢業學分數12學分。 

註3：因各國學制不同，應屆畢業申請者需確定能於以下指定時間期限內領取正式畢業證書及歷年成
績單，並完成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蓋章程序，方能申請報考。秋季班應屆畢業申請者：2020年
8月31日；春季班應屆畢業申請者：2020年1月31日。 

如違反上述任一條件之申請者，經查證屬實者，撤銷其入學資格、開除學籍或撤銷其本校畢業資格，且
不發給任何學歷證明。 

 

III.申請流程
1. 報名日期（台灣時間） 

春季班(2月入學)新生入學(限碩博班) 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01 月 06 日 

春季班(2月入學)學士班轉學生 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01 月 06 日 

秋季班(9月入學)新生入學 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01 月 06 日 

秋季班(9月入學)學士班轉學生 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0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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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方式  

報名資料請 E-mai 至本校招生信箱：admission@thu.edu.tw。繳交資料請詳閱應繳資料。 

3. 申請費用 

免費。 

4. 審查文件。請 E-mai 至本校招生信箱：admission@thu.edu.tw。繳交資料請詳閱應繳資料。 

5. 應繳文件 

 

(1). 學系審查文件：請參閱【IV.招生系所分則】。 

(2). 資格審查文件 

(A). 入學申請表  

外國學生請填附件 1 申請表；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請填附件 2 申請表。 

請親筆簽名後，掃描成 PDF 檔與 WORD 檔同步回傳。 

(B). 2 吋證件照 

請附上六個月內 2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1 張。 

(C). 身分及學歷資格切結書、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 

請自行下載列印，並詳讀具結書內容後簽名。 
 

身分別 應繳文件 
外國學生 報名資格具結書。附件 3 
港澳生 (1).身分及學歷資格切結書。附件 4 

(2).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附件 5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D). 身分證明文件 
 

身分別 應繳文件 
外國學生 護照或國籍證明文件，有外僑居留證者，需上

傳居留證。 
港澳生 (1).港澳永久居留資格證件。 

(2).在境外連續居留之原始證明文件。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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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E). 學歷證件 

(a.)畢業證書： 
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另附駐外館處或登記在案之翻譯社公證之中文或英文譯本。 

(1).申請學士班：高中畢業證書。 

(2).申請碩士班：學士畢業證書。 

(3).申請博士班：碩士畢業證書。 

(4).申請學士班轉學生：由原就讀學校開立之在學證明。 

 應屆畢業生申請時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得先繳交由其學校出具之「在學證明書」或「預計
畢業證明書」；如獲錄取，則需於註冊期間繳交經驗證之畢業證書，否則將取消錄取資格。 

(b.)歷年成績單： 

應包含修業起訖年月、分數等級說明，若無，請申請者自行註記在成績單上，中、英文以外
之語文，應另附駐外館處或登記在案之翻譯社公證之中文或英文譯本。 

(1).申請學士班：高中歷年成績單。 



 

- 7 - 

 

(2).申請碩士班：學士歷年成績單。 

(3).申請博士班：碩士歷年成績單。 

(4).申請學士班轉學生：學士歷年成績單。 

(F). 財力證明：需提供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若存款證明非申請生本人，需另交贊助者之
財力保證書。 (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免附) 

(1).本人：銀行存款證明。  

(2).家人或機構贊助：贊助者銀行存款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及財力保證書。 

(3).臺灣獎學金：已獲臺灣獎學金之證明。尚無獲獎證明者，仍需提供存款證明 (不含東海大學
獎學金) 。 

(G). 推薦信：請上傳您目前或之前學校教授或公司主管寫的推薦信。 

(1).申請學士班(含轉學生)：至少 1 封。 

(2).申請碩士班：至少 2 封。 

(3).申請博士班：至少 2 封。 
 

IV.招生系所分則 
 

請注意申請系所是否有特別規定事項或另指定繳交文件。本校各學系大部分課程以中文授課為主，
申請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外國語文學系、國際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GMBA)、國際
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IBA)及永續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學程(SSE)則以全英語授課。課程及師
資等相關資訊請至各系所網頁查詢。另本校每學期皆開設全英語授課之「專業基礎課程」，如普通物
理、普通化學、微積分、會計學、經濟學等科目供外國學生修習。 

1. 文學院 

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110 
中國文學系 

1.中文自傳(500 字以上)。 
2.中文讀書計畫書。 
3.影音資料:請錄製 5-10 分

鐘以中文朗讀古典文章，
並請將資料上傳至雲端
資料庫或 YouTube 需檢
附連結以利審查。 

 

1.中文自傳(500 字以上)。 
2.中文讀書計畫書。 

1.中文自傳(500 字以上)。 
2.中文讀書計畫書。 
3. 碩 士 論 文 或 相 關 學 術 著

作：請檢附中文或英文碩
士論文摘要、發表之論文
抽印本與發表證明。 

120 
外國語文學系 
（全英語授課） 

1.英文自傳(300-500 字)。 
2.英文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有助

證明申請者語文能力之
英文測驗成績證明文件
( 如  IELTS 、 TOEFL 、
TOEIC 等) 。 
必要時將以電話或網路

視訊進行口試。 

1.英文自傳(800 字內)。 
2. 英 文 讀 書 計 畫 書 ( 限 800

字) 。 
3.語言測驗證明(至少 1 項)：

(1) TOEFL：IBT 85 或以上；
(2) TOEIC 800 或以上； 
(3) IELTS 平均 6 或以上； 
(4) Cambridge ESOL 

Examination FC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或
以上。 

如必要將以電話或網路視
訊進行口試。 

因課程有連貫性，春季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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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入學者，當學期只能修習 
1-2 科課程。 

130 
歷史學系 

1.自傳(500 字以上)。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500 字以上) 。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 

150 
日本語言文化學
系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必要時將以電話或網路

視訊進行口試。 

1.日文自傳(800 字內)。 
2.日文讀書計畫書(800 字內)。
3.「応募理由書」：請至【報名

網頁】→【下載專區】下載。
4.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如日語

能力之相關證明資料等)。 
必要時將以電話或網路視

訊進行口試。 
碩士班課程全以日文授課。

— 

190 
哲學系 

1.自傳(500 字以上)。 
2.讀書計畫書。 

1.自傳(500 字以上)。 
2.讀書計畫書。 

1.自傳(500 字以上)。 
2.讀書計畫書。 
3. 碩 士 論 文 或 相 關 學 術 著

作：請檢附中文或英文碩
士論文摘要、發表之論文
抽印本與發表證明。 

2. 理學院 

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210 
應用物理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碩士論文或相關學術著作：

請檢附中文或英文碩士論
文摘要、發表之論文抽印本
與發表證明。 

4.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220 
化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碩士論文或相關學術著作：

請檢附中文或英文碩士論
文摘要、發表之論文抽印本
與發表證明。 

4.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230 
生命科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碩士論文或相關學術著作：

請檢附中文或英文碩士論
文摘要、發表之論文抽印本
與發表證明。 

4.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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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240 
應用數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 

250 
生醫暨材料科學國 

際博士學位學程 

（全英語授課） 

— — 

1. 自傳(300~500 字) 
2. 讀書計畫 
3. 碩 士 論 文 或 相 關 學 術 著

作：請檢附中文或英文碩
士論文摘要、發表之論文
抽印本與發表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3. 工學院 

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310 
化學工程與材料
工程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碩士論文或相關學術著作：

請檢附中文或英文碩士論
文摘要、發表之論文抽印本
與發表證明。 

4.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330 
工業工程與經營
資訊學系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 
2.攻讀學位研究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 
2.攻讀學位研究計畫書。 
3.碩士論文或相關學術著作：

請檢附中文或英文碩士論
文摘要、發表之論文抽印本
與發表證明。 

4.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340 
環境科學與工程
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碩士論文或相關學術著作：

請檢附中文或英文碩士論
文摘要、發表之論文抽印本
與發表證明。 

4.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350 
資訊工程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 

360 
電機工程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 

370 
數位創新碩士學
位學程 

— 

1.自傳(300-500 字)。 
2.作品集：可包含社團參與

證明、各項檢定、得獎事
蹟展覽經歷、獲獎紀錄等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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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3.研究計畫書。 
若作品集超出 5MB，可提

供連結網址。請至報名系
統【下載專區】下載
「作品集網址上傳表」。 

4. 管理學院 

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410 
企業管理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 

420 
國際經營與貿易
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 

430 
會計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 

440 
財務金融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 

460 
國際企業管理碩
士學位學程
(Global MBA) 
（全英語授課） 

— 

1.自傳(以英文撰寫 450 字
內) 。 

2.讀書計畫書：(以英文撰寫
450 字內)。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例如：
語文檢定證明、工作經
歷、專業證照、競賽得獎
事蹟、專題成果、社團參
與、傑出表現…等相關證
明)。 

— 

470 
統計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碩士論文或相關學術著作：

請檢附中文或英文碩士論
文摘要、發表之論文抽印本
與發表證明。 

4.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490 
資訊管理學系 

1.自傳(500-10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500-10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碩士班錄取新生若非資管

相關系所畢業者，入學後
應依本系規定補修學士班
基礎課程【管理資訊系統
(MIS)或企業資源規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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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ERP)】擇一。. 

5. 社會科學院 

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520 
經濟學系 

1.自傳(500 字以上)。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500 字以上)。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 

530 
政治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1,000 字以上)。 
2.簡歷：含就學、工作經歷及

報考動機等(限 1,000 字)。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必要時，將以電話或網路

視訊進行口試。 

1.自傳(1,000 字以上)。 
2.簡歷：含學經歷、專長、報

考 動 機 及 著 作 目 錄 等 ( 限
2,000 字)。 

3.碩士論文與代表作品(限 3
件)。 

4.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必要時，將以電話或網路
視訊進行口試。 

540 
行政管理暨政策
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 

550 
社會學系 

1.自傳(1,000 字以上)。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1,000 字以上)。 
2.簡歷：含就學、工作經歷及

報考動機等(限 1,000 字)。 
3.攻讀碩士學位研究計畫書

(限 3,000 字)。 
4.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1.自傳(1,000 字以上)。 
2.簡歷：含學經歷、專長、報

考 動 機 及 著 作 目 錄 等 ( 限
2,000 字)。 

3.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計畫書 
4.碩士論文與代表作品(限 3

件)。 
5.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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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560 
社會工作學系 

1.自傳(500 字以上)。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必要時將以網路視訊或

電話進行口試。 

1.自傳(限 2,000 字)。 
2.學習計畫：進修動機、選擇

報考本系之原因、學習方向
及修習計畫、未來展望(限
2,000 字)。 

3.學術論文著作、研究報告、
方案(限 5 篇)。 

4.研究計畫書：研究計畫問題
陳述、相關文獻、研究方向、
參考書目(限 5,000 字)。 

5.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如中文
能力證明)。 

 
必要時將以網路視訊或電

話進行口試。 

1.自傳、報考動機、對本系之
認識(限 3,000 字)。 

2.讀書計畫書及研究計畫(限
5,000 字)。 

3.碩士論文。 
4.學術著作(限 5 篇)。 
5.實務經驗心得報告 1 篇。 
6.簡歷(含學經歷、專長、所有

著作名稱目錄等)1 份；現
職、工作經歷相關證明 1
份。 

7.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如中文
能力證明)。 
必要時將以網路視訊或電

話進行口試。 
【博士班申請資格規定】 
1.大學社會工作相關學系(所)

碩士畢業，並在社會工作福
利機構或大學社會工作相關
學系擔任專任社會工作相關
職務 1 年 6 個月以上者，且
中文能力符合本系要求者。

2.大學其他學系(所)碩士畢業，
並具社會工作相關學士學
位，且在社會工作福利機構
或大學社會工作相關學系擔
任專任社會工作相關職務 2
年 6 個月以上者，且中文能
力符合本系要求者。 

3.大學其他學系碩士畢業，且
在社會工作福利機構或大學
社會工作相關學系擔任專任
社會工作相關職務 3 年 6 個
月以上者，且中文能力符合
本系要求者。 

570 
教育研究所 

— 
自傳。 

— 

6. 農學院 

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610 
畜產與生物科技
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必要時，將以電話或網路

視訊進行口試。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必要時，將以電話或網路

視訊進行口試。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4.碩士論文或相關學術著

作：請檢附中文或英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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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士論文摘要、發表之論文
抽印本與發表證明。 
必要時，將以電話或網路

視訊進行口試。 

620 
食品科學系 

自傳(300-500 字)。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 

660 
餐旅管理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必要時，將以電話或網路

視訊進行口試。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必要時，將以電話或網路

視訊進行口試。 

— 

7. 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 

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710 
美術學系 

1.自傳：請詳述個人學習藝術創
作經歷及未來學習計畫。 

2.作品集：可含個人各階段作品
圖片、畫冊、創作自述…等創作
歷程資料。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可含各項
檢定或得獎事蹟。 
若作品集超出 5MB，可提供連

結網址。請至報名系統【下
載專區】下載「作品集網址上
傳表」。 

1.自傳：請詳述個人學習藝術創作經歷及
未來學習計畫。 

2.作品集或研究計畫：(1)作品集：包括個
人各階段作品圖片、畫冊、創作自述…
等創作歷程資料。(2)研究計畫：含研究
計畫動機、內容、研究方法、預期成果、
重要參考書目等(限 3,000 字內)。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展覽經歷、獲獎紀
錄等專業領域成就。 

若作品集超出 5MB，可提供連結網址。
請至報名系統【下載專區】下載「作
品集網址上傳表」。 

— 

720 
音樂學系 

1.自傳：簡述個人學習音樂經歷
及學習目標。 

2.音樂系審查資料表：請至【報名
網頁】→【下載專區】下載。
(1) 錄影資料：個人一年內演奏

（唱）錄影，時間長度達 10-
15 分鐘，均須背譜。錄影內
容為二種不同風格的古典
音樂曲目，限選自本系主修
樂器。以聲樂為主修者，自
選 曲 目 需 選 自 不 同 語 言
（義、德、法、英、拉丁文）。

(2) 以作曲為主修者，提供三首
已完成主要作品，其中至少
包含以下三類作品之一：室
內樂、重唱或合唱曲、管絃
樂作品。請同時繳交作品演
出的影音資料。 

(3) 請 將 錄 影 資 料 上 傳 至

1.自傳：詳述個人學習音樂經歷及學習目
標。 

2.音樂系審查資料表：請至【報名網頁】
【下載專區】下載。 
(1) 個人一年內演奏（唱）錄影，時間

長度達 20 分鐘以上，均須背譜。錄
影內容為二種不同風格的古典音樂
曲目，限選自本系主修樂器。 

(2) 以聲樂為主修者，錄影內容為三首
自選曲，須選自不同語言(義、德、
法、英、拉丁文)，其中一首為歌劇
或音樂會詠嘆調，另兩首選自神劇
或藝術歌曲。歌劇詠嘆調與神劇不
可移調。 

(3) 以作曲為主修者，提供三首已完成
主要作品，其中至少包含以下三類
作品之一：室內樂、重唱或合唱曲、
管絃樂作品。請同時繳交作品演出
的影音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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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YouTube 或雲端資料庫，並
提供連結網址。 

3.術科(主修)教師推薦函一封。 

(4) 以器樂指揮為主修者，第一個錄影
內容為指揮錄影，至少 20 分鐘之音
樂實況或排練過程，須能清楚看到
指揮上半身動作。第二個錄影內容
任選一樂器（限本系有招收之樂器
類別），自選曲一首，背譜演奏。 

(5) 以合唱指揮為主修者，規定同(4)。 
(6) 申請音樂治療主修者： 
I. 自傳：以中文或英文撰寫，至少 1000
字，內容包括個人成長和興趣、音樂
學習的經驗、擔任志工或曾服務長者/
身心障礙者等助人經驗與心得、申請
音樂治療組原因、未來職涯計畫等。。 

 II. 學習計畫：中文或英文，不超過 500
字。 

 III. 有利於審查的資料： 
A. 文件：中文能力證明以及志工證
明（如文件、照片、文章、獲獎等），

多不超過具不同類別並具代表性
的 5 個。 
B. 錄影：演奏自選兩種樂器，如鋼
琴、聲樂、吉他、擊樂或其他樂器，
各演奏 5 分鐘。 

 IV. 面試：必要時以視訊面試，面試包
括溝通能力以及即興演奏的基礎能
力，依照申請時錄影的自選樂器二
擇一。 

 V. 入學後，均以中文授課。 
(7) 請將錄影資料上傳至 YouTube 或雲

端資料庫，並提供連結網址。 
3.術科（主修）教師推薦函一封。 

【備註】 
本系主修樂器為：鋼琴、聲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豎

琴(學士班)、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薩克斯風、小號、長號、
法國號、低音號、上低音號(學士班)、擊樂、作曲、電子琴、指揮(碩士班)，
採不分組招生 

1.應具中文聽、說、讀、寫的能力。 
2.須具備樂器演奏以及音樂理論基礎，否則將在學習上發生困難，另重度視

力、聽力及手部機能障礙者，選填時應慎重考慮。 

— 

730 
建築學系 

1. 自傳 
2. 作品集(必)：能表現創意、思考、

實作的各類創作，類型不拘。作
品集中的各項作品請標示：名稱、
製作時間以及創作理念及媒材等
相關說明。如有作品為合作製作，
請註明合作人員姓名以及申請者
所擔當之工作內容。 

【城鄉規劃與研究組】：以都市、建築、人
與環境之研究與設計，以及建築史與理論為
教學重點，本組以中文教學，申請者宜考慮
中文的聽、說、讀、寫能力。 

申請資格：具建築、景觀建築、都市計畫 
之學士資格者。修業年限 2-4 年。 
請繳交：  
1.論述著作或設計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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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3. 中文程度相關證明文件（如修
習時數、檢定等）。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各
項檢定或得獎事蹟、社團參與
證明。 

★本系以中文教學為主，申請者宜
考慮中文的聽、說、讀、寫能力。

★若作品集超出 5MB，可提供連 
結網址。請至報名系統【下載專
區】下載「作品集網址上傳表」。

2.自傳 
3.學經歷簡要：可檢附中文程度相關證明

文件(如修習時數、檢定等)  
4.學習研究計劃書  
5.推薦信 2 封(教師或專業人士) 

【建築設計組】（全英語授課） 

僅限申請秋季班入學：歡迎具建築、或其
他學系，如：都市設計、仿生學
(Biomimicry or Biomemetics)、地球系統
(Earth System)；生態學、環境系統、環
境設計、地質學、土木工程(具氣候變
遷、再生能源、水資源、永續農業、公
共工程、基礎設施規劃與設計相關經驗
或主修者)、景觀建築、都市計畫等領域
之學士資格者申請。請繳交： 

1.學經歷簡要。 
2.個人作品集(30 頁內，A4 規格為原則，

不得大於 A3)。 
3.推薦信 3 封(教師或專業人士) 
備註：【建築設計組】為一年密集三階 
段全英文教學之國際學程。 
若作品集超出 5MB，可提供連 結網

址。請至報名系統【下載專區】下載
「作品集網址上傳表」。 

740 
工業設計學系 

1.作品集。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如工作證

明、競賽成果或相關證照等)。
若作品集超出 5MB，可提供連

結網址。請至報名系統【下
載專區】下載「作品集網址上
傳表」。 

1.作品集。 
2.相關著作。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如工作證明、競賽

成果或相關證照等)。 
若作品集超出 5MB，可提供連結網址。

請至報名系統【下載專區】下載「作
品集網址上傳表」。 

— 

750 
景觀學系 

1.自傳(300-500 字)。 
2.作品集：可含美術、工藝、攝

影…等作品。 
若作品集超出 5MB，可提供連

結網址。請至報名系統【下
載專區】下載「作品集網址上
傳表」。 

1.自傳(300-500 字)。 
2.論文或研究報告。 
3.作品集：可含美術、工藝、攝影…等作

品。 
若作品集超出 5MB，可提供連結網址。

請至報名系統【下載專區】下載「作
品集網址上傳表」。 

— 

760 
表演藝術與創作
碩士學位學程 

— 

1.自傳(300-500 字)。 
2.讀書計畫書。 
3.作品集或研究計畫書： 
(1)作品集：包括個人各階段作品創作歷

程資料。 
(2)研究計畫書：含研究計畫動機、內容、

研究方法、預期成果、重要參考書目等
(中文或英文 3,000 字內)。 

4.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可含表演或展覽經
歷，以及獲獎紀錄等專業領域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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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若作品集超出 5MB，可提供連結網址。
請至報名系統【下載專區】下載「作
品集網址上傳表」。 

8. 法律學院 

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810 
法律學系 

自傳(500 字以上)。 1.自傳(限 1,000 字)。 
2.學習計畫書：進修動機、選

擇報考本系之原因、學習
方向及修習計畫、未來展
望(限 2,000 字)。 

3.研究計畫書：研究計畫問
題陳述、相關文獻、研究方
向、參考書目(限 3,000 字)。

4.學術論文著作、研究報告。
5.工作經歷證明 1 份(無則免

繳)。 

1.自傳、報考動機、對本系之
認識(限 2,000 字)。 

2.讀書計畫書及研究計畫書
(限 3,000-5,000 字)。 

3.碩士論文。 
4.學術著作。 
5.實務經驗心得報告 1 篇。
6.簡歷 1 份(含學經歷、專長、

所有著作名稱目錄等)。 
7.現職、工作經歷相關證明 1

份。 

9. 國際學院 

系所 
審查文件 

學士班(含轉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 

910 
國際學院國際經營
管理學位學程(IBA) 
（全英語授課） 

1.英文自傳(限 300-500 字)。 
2.英文讀書計畫書(限 300-500 字)。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有助證明申請者語文能力之英文

測驗成績證明文件(如 IELTS、TOEFL、TOEIC 等)。 

— — 

920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
士學位學程(SSE) 
（全英語授課） 

1.英文自傳(限 300-500 字)。 
2.英文讀書計畫書(限 300-500 字)。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有助證明申請者語文能力之英文

測驗成績證明文件(如 IELTS、TOEFL、TOEIC 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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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申請結果公告 
 

1. 錄取規定 

 【春季班】經錄取或遞補並完成報到之錄取生，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將不再進行分發。 

 【秋季班】本校不再對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在案之僑生及港澳生進行錄取。 

本校招收港澳生申請入學單獨招生經教育部認定符合港澳生、港澳具外國國籍華裔學生身分，並經相
關院系進行書面資料審查合格者，提送本校招生委員會決定錄取名單。 

2. 寄發錄取通知書 

申請結果公布後，本校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者結果，並以專函寄發紙本錄取通知書。

VI.報到及註冊入學
 

1. 錄取生應依錄取通知書之規定，在指定期限內線上填寫「入學意願確認表」回覆給本校國際暨兩岸合
作處，以便安排宿舍申請及接機等服務。逾期未回覆者，將無法安排以上服務，考生不得異議。 

2. 已回覆「入學意願確認表」之錄取生，應依錄取通知規定時間辦理註冊手續，註冊時應繳交下列文件，
未繳交者不得註冊入學： 

(1) 護照（正本驗畢發還）及中華民國簽證頁影本 1 份。 

(2) 學歷證明文件正本（經學歷授予學校所在地之中華民國駐外館處或相關規定單位驗證正本 1 份；
學歷證明文件若為臺灣學校所授予，則不需經由駐外機構驗證）。若畢業證書是中、英文以外的語
文，應附經公證之中文或英文翻譯本。 

A. 學士班錄取者：高中畢業證書。 

B. 碩士班錄取者：學士畢業證書。 

C. 博士班錄取者：碩士畢業證書。 

D. 學士班轉學生錄取者：大學修業或專科畢業證書。 

(3) 歷年成績單正本（經成績單授予學校所在地之中華民國駐外館處或相關規定單位驗證正本 1 份；
若成績單為臺灣學校所授予，則不需經由駐外機構驗證）。若畢業證書是中、英文以外的語文，應
附經公證之中文或英文翻譯本。 

A. 學士班錄取者：高中歷年成績單。 

B. 碩士班錄取者：學士歷年成績單。 

C. 博士班錄取者：碩士歷年成績單。 

D. 學士班轉學生錄取者：學士歷年成績單。 

持香港或澳門學歷者，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4) 外國學生註冊時應檢附已於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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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文
件應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如已具有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則檢附辦理相關保險之證明文件。具正
式學籍學生有關健康保險事宜，請洽詢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電話：+886-4-23590121 分機 28509；
電子信箱：isas@thu.edu.tw）。 

3. 學分抵免 

(1) 申請入學前於大專校院所修習之學分，在註冊後經書面申請並由就讀系所及教務處審核通過後，
將准予抵免。抵免以當年度當學期規定之時間辦理，且以一次為原則，逾期不予補辦。 

(2) 申請學分抵免，需繳交經中華民國駐各國代表處驗證之成績單，系所擁有決定受理學分抵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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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之權力。並視抵免學分決定是否提高編級。請參考「東海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http://reg.thu.edu.tw/zh_tw/download10。 

 

VII.其他相關規定 

 
1. 為確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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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送至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教育部、內政部移民署查詢您的出入境紀錄，並由教育部、海外聯合招
生委員會進行港澳生身分審查。 

2. 入學許可並不保證簽證取得，簽證仍須由中華民國駐外館處核給。 

3. 如經發現錄取新生有申請資格不符、舞弊情事或所繳證件有偽造、變造、假借、塗改、冒用、不實或
學歷資格不具合法效力等情事，即取消其錄取資格或開除學籍，亦不發給任何有關學業證明。如係在
東海大學畢業後始發現者，除勒令繳銷其學位證書，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外，並應負法律責任。 

4. 學生保留入學資格、轉學、轉系、休學、退學及其他學籍、學業、生活考核等事項，依本校學則暨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參考網址：http://reg.thu.edu.tw/zh_tw/download10。 

5. 外國學生不得申請就讀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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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國學生在臺已具有合法居留身分者或其就讀之班別屬經教育部專案核准之
課程者，不在此限。 

6. 本校大一新生及轉學生皆必修一學年 0 學分的基本勞作。詳細訊息規定請參考勞作教育處網頁：
http://labor.thu.edu.tw/。 

7. 本校學士班學生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應修學分外，尚須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
外語能力畢業門檻，方能畢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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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等學力資格
入學本校學士班後，依本校學則規定應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增加其學士班應修畢業學分數 12 學分。 

9. 本招生簡章中、英文版內容如有不一致，以中文版為準。 

10.本申請入學係依據「東海大學學則」及「東海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規定」辦理。 

11.本簡章若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理。 

12.  凡報名本申請入學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東海大學，運用其個人及相關成績資料於本招生試務、註冊
入學、相關研究使用及提供報名學系等相關單位使用，其餘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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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實用資訊 

1. 學雜費收費標準 

下表學雜費收費標準供參考用，幣別為新臺幣，實際收費標準以本校會計室網頁公告為準
(http://account.thu.edu.tw/web/tuition/tuition.php?lang=zh_tw)。 

 

日 

間 

學 

制 

學 

士 

班 

學院 系所 合計 

文學院 
外文、日文 60,612 

中文、歷史、哲學 57,860 

理學院 應物、化學、生科、應數 66,984 

工學院 
化材、工工、電機 67,547 

環工、資工 66,984 

管理學院 企管、國貿、會計、統計、財金、資管 58,741 

社會科學院 經濟、政治、行政、社會、社工 57,860 

農學院 畜產、食科、餐管 66,984 

創意設計暨 

藝術學院 

美術、音樂、工設、建築 67,547 

景觀 66,984 

法律學院 法律 57,860 

國際學院 
國經學程 (IBA) 69,020 

永續學程 (SSE) 76,800 
 

碩 

博 

士 

班 

學院 系所 合計 

文學院 外文、中文、歷史、哲學、日文 57,860 

理學院 應物、化學、生科、應數 66,984 

工學院 
化材、工工、電機、數創學程 67,547 

環工、資工 66,984 

管理學院 
企管、國貿、會計、統計、財金、資管 58,741 

國企學程 (GMBA) 69,020 

社會科學院 經濟、政治、行政、社會、社工、教育所 57,860 

農學院 畜產、食科、餐管 66,984 

創意設計暨 

藝術學院 

美術、音樂、工設、建築、表藝學程 67,547 

景觀 66,984 

法律學院 法律 57,860 

 

2. 全年花費估計 

包含書籍、住宿、保險、餐費等，僅供參考。所有費用以新臺幣為準，美金僅為概算(1 美金≒30 新
台幣)。 

項目 費用估計 

書籍費 NT$10,000~16,000（US$ 340~5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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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費用估計 

住宿費 NT$15,400~25,400（US$515~850）/年 

生活費 NT$96,000~120,000（US$ 3,200~4,000）/年 

保險費 NT$9,000（US$ 300）/年 

學生會費 NT$1,000~5,000 (US$ 35~170)/ 4 年 

全年估計花費 NT$135,000~210,000（US$4,500~7,000）/年 

 

3. 獎助學金 

(1) 臺灣獎學金： 

外國學生可申請由政府提供之臺灣獎學金，詳見教育部（https://taiwanscholarship.moe.gov.tw/）。 

申請者請至當地之臺灣辦事處，若該國無臺灣辦事處，可至 近之臺灣辦事處申請此項獎學金。
臺灣駐外館處（http://www.taiwanembassy.org）。 

(2) 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金： 

本校提供「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金」，欲申請者請於線上報名時勾選申請即可，不需另外提供
申請資料。獎學助金獲獎名單將公告於報名系統。已獲得「臺灣獎學金」之申請者，請勿重複申
請本校獎助學金。外國學生獎助學金相關訊息，請洽詢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電子信箱：
oir@thu.edu.tw）。 

 

4. 住宿資訊 

東海大學外籍學位生皆可申請宿舍，新生皆保障住宿，惟本校無法為夫妻或家庭安排住宿。相關訊
息可至本校學務處住宿輔導組網頁查詢（http://deanstu.thu.edu.tw/subweb/dorm）。 

 

5. 學習中文 

錄取生入學後，本校將於夜間時段，提供每週 6 小時的免費華語課程。亦可另自費於本校華語中心
申請修習華語相關課程。 

針對華語不佳之境外生（以來自非華語地區之國際生為主），提供量身訂做的課後輔導課程，由高年
級來自該地區的學長姐擔任小老師，加強其重點專業課程，如微積分、統計學、會計學、化學等科
目，輔導其專業科目。 

華語中心聯絡資訊： 

電話：+886-4-23590259；信箱：clc@thu.edu.tw； 

網頁：http://clc.thu.edu.tw/main.php。 

6.相關單位聯絡資訊 

(1)東海大學校內單位 

東海大學 

電話：+886-4-23590121 

網址：http://www.thu.edu.tw 

提供所有關於東海大學之資訊。 

 

(2)其他相關單位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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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 

電話：+886-4-23598900 

傳真：+886-4-23596334 

E-mail：admission@thu.edu.tw 

網址：http://adms.thu.edu.tw 

提供入學諮詢、申請。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電話：+886-4-23590234 

傳真：+886-4-23590354 

E-mail：course@thu.edu.tw 

網址：http://regcurri.thu.edu.tw/ 

處理學生教務需求，如註冊、發給學生證、成
績單、畢業證書、保留學籍、休學、復學等。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電話：+886-4-23590121 分機 28509 

傳真：+886-4-23592884 

E-mail：isas@thu.edu.tw 

網址：http://oir.thu.edu.tw  

統籌外國學生獎助學金、居留證、健康保險、
工作證申請等入學後之輔導相關業務。 

 

電話：+886-2-23432888 

傳真：+886-2-23432968 

網址：http://www.boca.gov.tw 

簽證與其他相關業務。 

 

內政部移民署 

電話：+886-4-22549981； 

網址：http://www.immigration.gov.tw 

申請換發外僑居留證。 

 

教育部 

電話: +886-2-77366666 

網址 http://www.edu.tw 

提供留學臺灣之各式資訊。 

 

外國人在臺灣 生活資訊服務網 

電話: +886-800-024-111  

網址: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 

提供在臺外國人各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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