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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學校簡介及特色 

 

教育目標：本誠信、前瞻、務實及追求卓

越的辦學理念，落實產學合作與教學卓

越，培育務實致用、敬業樂群的國家經建

人才。 
 
辦學理念： 

前瞻的校務發展 

多元的校園文化 

溫馨的校園社會 

安全的校園生活 

民主的校務決策 

永續的經營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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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 – 信義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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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 – 仁愛樓 

  

學生宿舍 – 萬能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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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與觀休系同學 學生實際上課情形 

  
觀休系創意啦啦舞 學生實際上課情形 

 
 

體適能中心 學生實際上課情形 

 
萬能科技大學全景 

科系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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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品牌美學心旅遊 

 

培育觀光旅遊、休閒運動專業菁英優質人才最佳系所 

本系特色：北部地區培育最具實務及優質的觀光與休閒人才的系所，輔導菁英學子其良好態

度、多元學習、專業實務及溝通能力養成;善用地區資源並進行產、官、學合作交流活動;國
際交流計畫，交換學生、海外實習、海外參訪課程 (歐洲、亞洲國家) ;舉辦實務展演競賽活

動，觀光休閒旅遊展、旅遊行程以及飲調品酒競賽。畢業即就業保證，必修實習壹學年。 
 
課程設計 : 
1. 實務特色教學：以專業知識、技能及禮儀為基

礎，結合實務技術導向的養成理念，培育觀光產

業應用人才，參與知名大型國際活動，讓世界走

入校園。 
2. 業界師資實務技能：聘任雄獅旅行社、東南旅行

社、康福旅行社、旅行公會、導遊領隊協會及休

閒運動產業等高階經理人教授實務課程。 
3. 產業實習合作教室:東南旅行社、可樂旅遊、休閒

運動高階業師協助產業見習課程。 
4. 強化學生外語能力：英語、日語、韓語、越語、

泰語專業教室教學。 
5. 實習與海外參訪:一年實習及海外實習(新加玻、日

本);海外參訪(歐洲及亞洲地區);國際交換生(美
國、日本、泰國、韓國)。 

6. 接軌國際落實教學創新:吸引泰國、大陸港澳、日

本、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等外籍學生前來就讀

並開設南向產學學士專班 
 
專業師資：聘請觀光旅遊、休閒健康、活動企劃、運動體適能，多元領域的專業達人，證

照、競賽的王牌名師、勞動部考試監評，以及多位國內外名校大學的管理博士。加上國際知

名觀光休閒經理人作為業師協同教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學生為各家業者爭先網羅。 
完善設備：解說導覽教室、博弈教室、體適能健康中心、飲料調製教室、餐服技能教室、實

習旅行社等。 

導覽解說教室 

博弈教室 

實習旅行社 體適能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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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合作廠商 

a. 主要合作機構 

 

 

 

 

 

b. 其他合作機構 

 

 

 

 

 

 

 

 

 

 

 
實習合作機構： 

大都會旅行社有限公司、六福開發(股)公司(六福村)、小人國企業(股)公司、互馨育樂（股）公

司（老爺高爾夫球場）、爭鮮（股）公司、饗賓餐旅事業（股）公司（饗食天堂）、樹籽（股）

公司桃園分公司（南方莊園渡假飯店）、登瑞國際開發（股）公司（尊爵大飯店）、喜來登大飯

店、古華花園飯店、尊爵天際大飯店、桃禧航空城酒店、桃園大飯店、東南旅行社、雄獅旅

遊、山富旅遊、可樂旅遊、高鐵桃園站旅服中心、桃園捷運、郭元益、三井餐飲、阿美米干、

云滇、七彩雲南、義美、雲雀餐飲集團、豆府餐飲集團、瓦城、復興空廚、昇恆昌股份有限公

司、揚昇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六福開發（股）公司 關西老爺高爾夫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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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 2021 年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

系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春季班) 
重要日程表 

項次 日   期 項   目 

1 即日起 簡章網路公告(考生自行下載運用) 

2 限擇一方式 
報名 

自即日起 
↓ 

2020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 
通訊報名 

請於報名截止日前將申請表件以掛號、

航空掛號或國際快遞方式(郵戳為憑)
寄達本校。凡逾時報名或所附證件不齊

全者，不予受理。請將報名相關表件裝

入自備之 B4 牛皮紙信封，信封封面請

黏貼「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自即日起 
↓ 

2020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 
現場報名 

週一~週五 09:00 至 12:00，13:00 至

16:00 於本校教務處國際交流組(A104)
辦理。 

3 2020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四) 成績於 15：00 開放於本校教務處招生專區

http://www.exams.vnu.edu.tw/查詢 
4 202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12:00 前以傳真申請複查) 

5 202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 公告錄取名單於 15：00 公布於本校教務處招生專

區 http://www.exams.vnu.edu.tw/ 

6 2020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一) 寄發入學許可 

7 2020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 

正取生就讀意願回覆截止(16:00 前以傳真或

Email 回覆) 
正取生報到後仍有缺額或遇有放棄錄取之缺額，

通知備取生依序遞補至開學前。 

8 2021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 正式上課 

備註 ※本簡章所提日期時間，均以臺灣時間為準。 
※避免申請生權益受損，請務必注意上列各項目作業時程，並上網查看公告各項相關訊息。 

 
諮詢電話: 
語言別 單位 查詢事項 聯絡電話 

華語、英語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 報名資格、報到註冊、學雜費、

住宿及生活相關問題 

+886-3-4515811 轉 29004 

E-MAIL：
j817030@mail.vnu.edu.tw 

華語、英語 教務處國際交流組 報名資格、報到註冊、學雜費、

住宿及生活相關問題 

+886-3-4515811 轉 21401 

E-MAIL：
koli1230@mail.v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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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國際學生產學

合作專班(春季班)

申請流程

Application Procedure for Admission of 2021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Program  

自即日起 

簡章下載 

Download brochure 

確認資格 

Confirm qualification 

準備文件 

Prepare required 
documents 

自即日起 
| 

2020/12/10 
文件寄送 

Submit documents 

招生網址 Admission Website: http://www.icsa.vnu.edu.tw/2233 

請詳閱簡章，確認申請資格

Please read the brochure and confirm your qualification 

詳見簡章第 3 頁  

Please see page 3 for required documents 

請於報名截止日 2020 年 12 月 10 日前將申請表件以

掛號、航空掛號或國際快遞方式(郵戳為憑)寄達。

Documents to be Submitted by Registered or Express mail 
before 2020/12/10 
收件地址：32061 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 1 號。 
Address: No.1, Wanneng Rd., Zhongli Dist.,  

Taoyuan City 32061, Taiwan (R.O.C.) 
TEL：+886-3-4515811 Ext 29004 

錄取通知將於 2020 年 12 月 21 日以書面通知寄交申

請生通訊地址 Admission Notification will be sent by 
Express mail to the applicant’s Mailing Address at 
2020/12/21 

2020/12/21 
錄取通知 

Admission 
Notification 

http://www.icsa.vnu.edu.tw/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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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 2021 年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國際學生

產學合作專班(春季班)申請入學招生簡章 
壹、 招生系別資訊： 

一、 招生系別及名額 

學制 部別 學院 系組名稱 招生名額 

四技 
(學士學位) 

日間

部 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40 

注意事項： 

1. 入學後，不得中途申請轉科系或轉校。 
2. 合作企業： 
大都會旅行社有限公司  六福開發(股)公司(六福村) 小人國企業(股)公司
互馨育樂(股)公司(老爺高爾夫球場) 爭鮮(股)公司 饗賓餐旅事業(股)公司(饗
食天堂) 晶悅國際飯店(股)公司  樹籽(股)公司桃園分公司(南方莊園渡假飯

店)登瑞國際開發(股)公司(尊爵大飯店) 
3. 本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核心能力: 
(1) 培育學生具備觀光與休閒產業經營管理之能力。 
(2) 培育學生具備資訊技術與技能。 
(3) 培育學生具備外語能力與國際觀。 
(4) 培養學生取得觀光休閒專業證照及就業競爭力。 
(5) 培育學生具有服務、敬業精神與負責任的態度。 
(6) 培養學生具有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之能力。 

 
一、 修業年限：4 年學士班。 
二、 畢業應修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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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與休閒

事業管理系 

 畢業學分: 128 學分 (通識必修 28 學分；專業必修

52 學分;專業選修 48 學分)。 
 校外實習學分: 於大學四年級至校外實習，每學期 9

學分，共 2 學期 18 學分。 
 華語課程(學分計入通識必修): 

一年級 上學期:(必修)5 學分/10 小時，(輔導)0 學

分/5 小時； 
下學期：(必修)3 學分/3 小時，(輔導)0 學

分/3 小時 
二年級 上學期：(必修)3 學分/3 小時，(輔導)0 學

分/3 小時 
下學期：(必修)2 學分/2 小時，(輔導)0 學

分/2 小時 
 

課程資訊 觀休系課程規畫表 https://reurl.cc/yZGRvM 

二、 招生方式：申請入學。 

貳、 報名申請資格： 

符合下列資格者，得申請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一、 國籍： 
1. 具外國國籍並具備一定語言基礎能力(華語文入門基礎及或相關證明)且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得依本規定申請入學： 
(1) 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並不具僑生資格者。 
(2) 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於申請時已連

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 
(3) 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已不具中華民國國籍者，且自內

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申請時已滿八年；並於申請時已連

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 
(4) 前二款均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學年度接受海外聯合招生

委員會分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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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6) 曾為大陸地區人民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

上者。 
(7) 依教育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構或學校遴薦來臺就學之外國國民，

其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者，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得不受前項

規定之限制。 
(8) 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一日修正施行前已提出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得依原規定申請入學，不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9) 前條所定六年、八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

https://reurl.cc/yZGR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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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終日計算；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所稱連續居留，指外國學生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連

續居留海外採計期間之起迄年度非屬完整曆年者，以各該年度之採計期

間內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予以認定。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不在此限；其在國內停留期間，不併入海外居留

期間計算： 
I. 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教育部認定之技

術訓練專班。 
II. 就讀教育部核准得招收外國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文中心，合計未

滿二年。 
III. 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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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外國學生最高學歷或同等學力資格採認，依據教育部「報考大學同

等學力認定標準」、「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等規定辦理。 
二、 學歷：外國學生須符合教育部採認之高中、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者(請參考教育

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網站)。 
(一) 具高中畢業資格以上者，得申請入學本校四年制修讀學士學位。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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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年級相當於我國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類

學校畢業生，得申請本校學士班，並應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增加其應修畢

業學分數 16 學分。 
三、 年齡：十八歲(含)以上四十歲(含)以下者為限，年齡之計算以 2021 年 1 月 31

日為終日計算。 

參、 報名申請方式： 
三、 通訊報名： 

(一) 收件期限： 
1. 自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止(以郵戳為憑)。 
2. 請於報名截止日前將申請表件以掛號、航空掛號或國際快遞方式(郵戳

為憑)寄達。 
(二) 收件地址：32061 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 1 號。 

No.1, Wanneng Rd., Zhongli Dist., Taoyuan City 32061, Taiwan 
(R.O.C.) 
TEL: +886-3-4515811, EXT: 21401 

(三) 收件人：萬能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四、 現場報名： 

自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每週一~週五 09:00 至 12:00，13:00 至

16:00 於本校教務處國際交流組(A104)辦理。現場報名者務必備妥報名表及將相

關證明文件。 
五、 報名費：新台幣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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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報名申請繳交資料： 

一、 應繳資料 
(一) 繳交資料檢查表 Check List for Application Materials（附件一）。 
(二) 入學申請表一份(附貼二寸半身照片)Application Form（附件二）。 
(三) 同意具結書一份 Declaraion（附件三）。 
(四) 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Diploma & Transcripts 

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

館處）、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外國學校最高學歷

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及歷年成績單(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中文或

英文譯本)。 
1. 大陸地區學歷：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2. 香港或澳門學歷：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3. 其他地區學歷： 

(1) 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2) 大陸、港、澳地區以外之國外地區學歷，均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

法規定辦理。但設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外國學校學歷，應經大陸地區

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五) 應屆畢業生，未能於報名時檢附學歷(力)資格證明者，得以在學證明(由就讀高

中學校出具中文或英文版之在學證明)准予先行報名，經錄取報到時須繳交學

歷(力)資格證明。 
(六) 財力證明 Financial Statement:至少足夠在臺就學一學期之財力證明(金額至少需

為美金 US$3,000)。 
(七) 中文或英文留學計畫書一份（附件四）Statement of Study Plan。 
(八) 語文能力證明一份 Language (Chinese or English) certificate，TOCFL 華語文測

驗基礎級(A2 等級)或 TOEIC 225 分以上之證明。如未達 TOCFL 華語文測驗基

礎級(A2 等級)者，將由本校經教育部認可之華語教學中心開設華語課程輔導華

語能力。 
(九) 外國學生申請人在臺就學檢核表及切結書一份 Checklist and Declaration for 

International Applicants undertaking Studies in Taiwan（附件五）。 
(十) 國籍證明相關文件或護照影本 Copy of Passport。 
(十一) 如申請時具外國國籍，且兼具或曾具中華民國國籍者，繳交連續居留海外相

關證明文件（申請時並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 

※若在申請截止日期前無法完成驗證手續，請繳交最高學歷之外國學

校畢業證書及成績單影印本，中、英文以外之語言，應附中文或英

文譯本並附「文件驗證切結書」(附表六)。 
※若取得入學許可後，於辦理報到時，須繳交經我國駐外館處、行政

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畢業證書(正本)及
成績單(正本)，始得註冊入學。若未能如期繳交者，將取銷其錄取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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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如申請時具外國國籍，且曾具中華民國國籍並曾在臺設有戶籍者，須繳交經

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滿八年之證明文件。 
二、 其他申請注意事項 

(一) 申請人不曾以僑生身份在中華民國就讀。 
(二) 外國學生申請來臺就學，以一次為限。  
(三) 申請以一系為限，申請人應注意申請資格。 
(四) 外國學生在我國就讀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雙語部（班）畢

業者，得持該等學校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 
(五) 依教育部規定，外國學生凡曾遭國內大專院校以操行、學業成績不及格或因犯

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不得再經由本管道申請入學。違反此規定並

經查證屬實者，撤銷其所獲准入學資格。 
(六) 為避免權益受損，入學申請表所填寫之資料應清楚無誤，否則因此無法通知而

延誤時間或其他相關聯絡事項，其後果由學生自行負責。 
(七) 學生須自行檢查各項資料是否齊全，如有資料不齊全或因平信寄遞發生遺失而

無法完成報名及延誤等情事，考生應自行負責。 
(八) 報名所填之各項資料及繳交證明文件，若與事實不符者，則取消其錄取及入學

資格；入學後始被發現者，則依本校學則開除其學籍，亦不發給任何學歷證明；

如將來在本校畢業後始發現者，除勒令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

資格。 
(九) 報名時繳交之資料經本校審核後，不論錄取與否概不退還，故請自行影印留存。 

三、 報名手續： 
(一) 請將應繳資料依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裝入報名專用資料袋(請將附件八報名

專用信封封面黏貼於 B4 文件袋上)並加以彌封，採通訊報名者請寄交本校，採

現場報名者請將應繳資料繳交至本校。 
(二) 如表件不全、資格不符而遭退件，延誤報名，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伍、 甄選方式及錄取標準：  

採計

項目 
 

評分標準 比率 滿分 

書面

資料 
高中成績單、華語證書、自傳或留學計畫書：1000字以

內中文或英文，手寫、電腦列印不拘。 100% 100 分 

注意

事項 

申請學生需具備下列語文能力之一者： 
1. 華語能力：TOCFL 華語文測驗基礎級(A2 等級)，取得證明。 
2. 如未達 TOCFL 華語文測驗基礎級(A2 等級)者，本校設有教育部核

准設立「華語教學中心」，將開設華語訓練課程加強輔導華語聽說

讀寫能力，並依規定輔導考取華語 A2 以上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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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成績查詢及複查： 

一、 成績將於 2020 年 12 月 17 日 (星期四 )15:00 開放網路查詢 (網址：

http://admission.vnu.edu.tw/)，如有疑問可於 202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 12:00
前以傳真申請複查，逾期恕不受理。 

二、 申請成績複查時請填具附件六「複查成績申請表」傳真至+886-3-4531300，並

以電話確認複查結果，電話+886-3-4628654。 
三、 經複查成績計算有誤，立即辦理更正，並通知考生。 

柒、 錄取原則： 
一、 經本校招生委員會決定最低錄取標準後，依總成績高低錄取。 
二、 本校招生委員會決定最低錄取標準後，依招生名額錄取正取生，並得列備取生；

若成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時，得不足額錄取。總成績若未達最低錄取標準者，

雖有缺額亦不予錄取。正取生報到後，遇缺額得於招生簡章規定期限前，以備

取生遞補至原核定招生名額總數為止。 

捌、 放榜： 

錄取名單於 202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15:00 在本校教務處招生專區(網址: 
http://www.exams.vnu.edu.tw/)公告，另於 2020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一)書面寄發

入學許可予錄取生。 

玖、 報到： 

一、 錄取生應於 2021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16:00 前，依錄取規定，上網列印填

寫就讀意願回覆表並傳真至+886-3-4531300，逾期未回傳者，以自動放棄錄取

資格論，事後不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報到，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至開學

前。 
二、 已報到者，須於開學一週內繳交經我國駐外館處、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畢業證書(正本)及成績單(正本)，否則亦以自動放棄

錄取資格論，不得異議。 
三、 經錄取之學生應依學校規定繳交各項證件，始准註冊入學，其所繳證明文件

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一經查明即予以退學，亦不發給任何學歷證

明，如將來在本校畢業後始發現者，除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銷其畢

業資格。 

壹拾、 開班： 

一、 本專班每班最多 40 人，不足 25 人則不開班。 
二、 申請人入學後，不得中途申請轉科系或轉校。 

壹拾壹、 學費收費標準： 

一、 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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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雜費等各項收費均依教育部規定辦理，請參閱本校首頁點選『行政單位』

→『會計室』→『財務資訊』→『學雜費收費標準』查詢。 
二、 其他費用

(1) 新生入學時應繳之其他費用(僅於入學當學期繳交一次) 
項目 費用 說明

學生會費 600 依系學會規定，每學年繳交。 

新生健康檢查費 800 
在臺居留滿 4 個月以上依規定必須辦理健康檢查，

學生抵校後將由衛生保健組安排前往健檢機構替

學生健檢。檢查費用依當期健檢醫院報價為准。

國際學生體檢費 1,500 

依規定在臺居留滿 4 個月以上依規定必須辦理健康

檢查: 
1. 如已於境外完成健康檢查(居留或定居健康檢查

項目表)者，可繳交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健康檢查

表。

2. 如未在境外完成居留或定居健康檢查項目表者或

未繳交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健康檢查表者

傷病醫療保險費

(500/月*6 個月) 3,000 

外國學生註冊時，新生應檢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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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經駐外館

處驗證。如未在國外投保者，可於入境後由學校協

助辦理外國學生醫療保險。

合計 5,900 
(2) 每學期應繳之其他費用(以新台幣計) 

項目 費用 說明

電腦及網路通訊

使用費
850 

居留證 1,000 每年需辦理居留證延期。 

學生平安保險費 320 
本項保險屬於意外保險，依當學期承保保險公司規

定收費。

全民健康保險費

(749/月*6 個月) 
自入學第 2 學期

起繳交

4,494 

外國學生入境起六個月內出境日 30 日以內，依規

定投保全民健康保險，健保費每學期併入學費由學

校代收轉付健保局。

合計 6,664 

三、 獎助學金辦法: 
國際學生產學專班獎助學金辦法公告於本校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網頁，請參

閱 http://www.icsa.vnu.edu.tw/  

注意事項：

一、 本校辦理本招生，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取得並保管考生個人資料，在辦



8 

理招生事務之目的下，進行處理及利用。本校將善盡善良保管人之義務與責

任，妥善保管考生個人資料，僅提供招生相關工作目的使用。凡報名本入學招

生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校，得將考生報名參加本入學管道所取得之個人及其

相關成績資料，運用於本招生事務使用，並同意提供其報名資料及成績予(1)
考生本人、(2)教育部或其他錄取報到管制主辦單位。報名學生個人資料蒐集、

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請參閱附件十。 
二、 簡章請至本校教務處招生專區(網址: http://mis.vnu.edu.tw/oaa/exams/)下載，如

有任何疑問請洽招生專線，電話：+886-3-4515811 分機 21401。 
三、 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或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疑慮，請依考生申訴處理辦法提

出申訴。(詳見附件九「考生申訴處理辦法」) 
四、 其他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章處理，若有相關法令規章未明定，而造成疑義者，

由本校招生委員會研議方案，召開臨時委員會議討論作成決議。 
五、 為協助儘速融入本校生活，經本升學管道入學本校之學生一律安排學校宿舍

住宿，並提供首次抵臺將提供接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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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Appendix I)、繳交資料檢核表 
 
萬能科技大學 2021 年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國際學生產學合作

專班(春季班)學生申請入學招生 

繳交資料檢核表 

Check List for Application Materials 

＊應繳交表件(請申請人自行勾選所繳各項證件)： 
Applicants must check the Application Materials that you have submitted: 
項次 
Item 

繳交表件  
Documentation  

份數 
Copies 

請勾選 
Check 

1 資料檢查表Check List for Application Materials (Appendix I) 1  

2 入學申請表(需黏貼照片) Application form (Photos must be 
attached) (Appendix II) 1  

3 同意具結書 Declaration (Appendix III) 1  

4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原文影本 One photocopy of the certificate 
or diploma of the highest degree obtained 1  

5 
畢業證書中文或英文譯本(須經駐外單位或代表處驗證蓋
章) A notarized copy of a Chinese or English translation is 
required if the original diploma is in a language other than 
Chinese or English. 

1  

6 

歷年成績單中文或英文譯本(須經駐外單位或代表處驗證
蓋章) One photocopy of Academic year-by-year transcript (A 
notarized copy of a Chinese or English translation is required if 
the original diploma is in a language other than Chinese or 
English.) 

1  

7 中英文留學計畫書 Study Plan in Chinese or English 
(Appendix IV)   

8 

經由金融機構提出足夠在臺就學一學期之財力證明(金額
至少需為美金 US$3,000)。 
A financial statement issued by financial institutes which shows 
sufficient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applicant’s first semester 
stay of study(Financial statement with a minimum balance of 
US$3,000) . 

1  

9 護照或身份證影本 A copy of passport or ID 1  

10 
外國學生申請人在臺就學檢核表及切結書 
Checklist and Declaration for International Applicants 
undertaking Studies in Taiwan (Appendix V) 

1  

11 
申請入學文件驗證切結書(如未及時備妥驗證文件) 
Deposition related to application documents (Appendix VII If 
the verification process is not completed before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1  

※上述寄繳之資料請依序排列，並請自行備份留存，本校審核後，不論錄取與否，均

留校存查，不予退還。 
All documents should be submitted chronologically with your application, and shall 
remain with the university, which will not be returned regardless of admission status. 
Please keep your own personal copy for futur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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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Appendix II)、申請表 

萬能科技大學
2021 年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國際學生產學

合作專班(春季班)申請入學申請表 
Vanung University Application Form for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 of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Spring Semester2021 

To the Applicant: This application form should be completed with two copies. 

申請人姓名
Applicant’s 

Name 

(中文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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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English)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性 別
Gender 男 Male   女 Female 

國 籍
Nationality 

出生地
Birth Place 

電子郵件 E-
mail 

申請系所
Applied 

department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學士班(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電 話
Telephone (     ) 行動電話

Cell phone 
申請人之父親 

Applicant’s 
Father 

姓名
Nam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國 籍
Nationality 

申請人之母親 
Applicant’s 

Mother 
姓名
Nam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國 籍
Nationality 

在台聯絡人 
(無則免填) 

Contact Person 
in Taiwan  
(If any) 

與申請人關
係

Relationship 
電 話

Telephone 

教育背景 Educational Background 

學位
Degree 

學校名稱
Name of School 

學校所在地
City and Country 

主修學門
Major 

副修學門
Minor 

學位
Degree 

取得學位日期
Date Degree Granted 

高級中學
High School 

大學 / 學院 
University /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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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力支援狀況：在本校求學期間費用來源 Financial Support: What will be your major source of 
financial support during your studies at VNU? 

□ 個人儲蓄 Personal Savings □ 父母支援 Parents Support
□ 獎助金 Scholarship

(Please Specify) 
□ 其他 Other

(Please Specify) 

中英文語文能力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本欄請勿填寫(辦公人員用) FOR OFFICE US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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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Chinese (high school, college, language institute)? 

您是否參加過中文語文能力測驗? 
Have you taken any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 是 Yes

□ 否 No

何種測驗 
If yes,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test? 

分數 
Score 

自我評估 Please evaluate your Chinese language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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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英文幾年 
How many years have you formally studied English? 

學習英文環境（高中、大學、語文機構） 
Where did you learn English? (high school, college, language institute) 

您是否參加過英文語文能力測驗? 
Have you taken any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 是 Yes

□ 否 No

何種測驗 
If yes,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test? 

分數
Score 

健 康 狀 況

Health 
Condition  

如有疾病或身心障礙情形，請敘明之 

If you have any major health problems of physical disabilities, please describe it 

申請編號 初審簽章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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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Appendix III)、同意具結書 

同 意 具 結 書 Declaration 

一、 本人申請身份勾選如下，並保證符合貴校「外國學生招生規定」之規定。
The applicant’s identity status will be indicated below, and will be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Regarding Study and Counseling Assistanc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除下列第一項資格外，其餘身分保證於註冊時繳交中華民國入出國及移民署之入出國時間證明
備查（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每曆年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不得逾 120 日，具相關證明文件者
除外）。
Excluding the first item, the rest must present the Certificate of Entry and Exit Dates issued by the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of the R.O.C. (individuals that have lived abroad for more than 6 
years can only temporarily reside in Taiwan for no more than 120 days, but individuals holding the 
necessary documents are excluded). 

□ 從未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並不具僑生資格。
Never have been a citizen of the R.O.C., and didn’t hold an Overseas Student Status durin time of
application.

□ 兼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自始未曾在臺設籍。
Also citizen of the R.O.C., and has never applied fo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aiwan

□ 曾兼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經內政部許可喪失放棄國籍至今已達 8 年（需提供放棄國籍證

明文件）
Had once held R.O.C. citizenship, but have forfeited it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for over 8 years. (must provide necessary documents)

□ 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Also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Hong Kong or Macau, and has never applied fo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aiwan

□ 曾為大陸地區人民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Had once held citizenship of Mainland China, and has never applied fo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aiwan.

二、本人所提供之學歷證明文件(申請大學部者提出相當中華民國高中畢業之證書、申請轉學生者提
出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歷證明、申請碩士班者提出大學畢業證書、申請博士班者提出碩士畢業證
書)在畢業學校所在國家均為合法有效取得畢業資格，且所持之證件相當於中華民國國內各級合
法學校。本人保證於註冊時繳交經貴國駐外單位驗證之學歷證件(畢業證書)。 
The diploma (Applicants of undergraduate programs must provide graduation certificates from high 
schools in R.O.C., applicants of transfer students must provide domestic or foreign diploma of associate 
degree or bachelor's degree, applicants of master's programs must provide diploma of bachelor's degree 
and applicants of doctoral programs must provide diploma of master's degree) I present is valid and 
officially issued by an accredited educational institute in my home country or in the foreign state. I also 
attest that, once I have been accepted by this University, I should present the authenticated academic 
credentials notarized by an overseas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R.O.C.. 

三、 本人在華未曾因操行、學業成績不及格或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或喪失學籍。
I have never been expelled or dismissed due to behavior issues,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or criminal 
conviction from any academic institute in the R.O.C. 

四、 本人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學年度接受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I have never studied in a status as an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in Taiwan; and this year I have not been 
assigned a position as an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by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Committe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五、 上述所陳之任一事項同意授權貴校查證，如有不實或違反中華民國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之事項等情事屬實者，本人願依貴校相關規定處理，絕無異議。並同意貴校得於法令規定許可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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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蒐集、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I agree to authorize Vanung University to verify any information provided above. I fully understand that 
the false statement, wrong information and fake documents in the application or viol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Regarding Study and Counseling Assistanc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may 
lead to the expulsion from egulations Regarding Study and Counseling Assistanc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Vanung University and/or deportation from Taiwan. I also agree to authorize Vanung 
University under a permitted extent to search, handle, undergo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use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此致 To 

 
 
 
 

萬能科技大學 Vanung University 

立切結書人 Applicant’s Signature：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日期 Date (MM/DD/YY)：   

(本人已確實瞭解本具結書所提之內容) 
(I fully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the 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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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Appendix IV)、自傳暨留學計畫書-頁 1 

自傳暨留學計畫書

Autobiography & Study Plan 

申請人 日期

Name of Applicant Date       

申請班別

Program Applied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Program in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2021 Spring semes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請以中文或英文撰寫 1000 字以內，敘述個人背景、求學動機、求學期間之讀書計畫等，以及完成學業後之規畫。 

Please use following space to write statement of about 1000 words in Chinese or English, describing your 
background, motivation and study plan at VNU, as well as career plan after finishing your study. (Use additional 
sheets of page 2 if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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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自傳暨留學計畫書-頁 2 

自傳暨留學計畫書 

Autobiography & Study Plan 

 

申請人                                           日期 
Name of Applicant                                  Date                               

申請班別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Program in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2021 Spring semes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請以中文或英文撰寫 1000 字以內，敘述個人背景、求學動機、求學期間之讀書計畫等，以及完成學業後之規畫。 

Please use following space to write statement of about 1000 words in Chinese or English, describing your 
background, motivation and study plan at VNU, as well as career plan after finishing your study. (Use additional 
sheets of page 2 if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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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Appendix V)、切結書 

外國學生申請人在臺就學檢核表及切結書 
Checklist and Declaration for International Applicants Undertaking Studies in Taiwan 

外國學生申請人是否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檢核表 

Checklist for International Applicants Undertaking Studies in Taiwan as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依據「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 2 條規定，外國學生須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為確認您的外

國學生身分，請確實填寫回答以下問題，謝謝！ 

Under Article 2 of MOE Regulations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dertaking Studies in Taiwan,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must not have studied in Taiwan as an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Pl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truthfully to verify your international student status. Thank you. 

1. 請問您是否曾經來臺就學過？是□  否□ (若填寫否，則無需回答以下問題) 

Have you ever studied in Taiwan before? 

YES  □   NO □ (skip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if your answer is NO.) 

2. 請問您是否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是□  否□  不確定□ 

Have you ever studied in Taiwan as an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before?  

YES □    NO □      UNCERTAIN □ 

3. 請問您是否曾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是□  否□  不確定□ 

Have you ever received placement permission by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Committe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YES □    NO □      UNCERTAIN □ 

4. 請問您是否曾經各校以自行(單獨)招收僑生管道入學？是□  否□  不確定□ 

Have you ever been admitted as an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through individual recruitment of other 

institutions? 

YES □    NO □      UNCERTAIN □ 

5. 請問您本學年度是否向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申請來臺就學？是□  否□ 

Have you applied to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Committe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for study in 

Taiwan during the academic year? 

YES □    NO □      UNCERTAIN □ 

填表說明：若您於第 1 題或第 2 題填寫「否」之選項，請填寫下列切結書。 

If you answered "NO" to Question 1 or Question 2 please fill in the following Affidav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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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DECLARATION 

申請人____________(姓名)為具____________國籍之外國學生，申請本年度來臺就讀萬能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本人確認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倘經僑務

主管機關查證具僑生身分，則由錄取學校撤銷原錄取資格，不得異議。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ull name),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holding the nationality of_ Industry-
Academia Collaboration Program in  Hotel Management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 am applying to study at the Vanung University this year. I guarantee that I have 
never studied in Taiwan as an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before; in case I’m verified by the Overseas 
Compatriot Affairs Council to be holding the statu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my admission status shall 
be deprived without objection. 

此致 To 

萬能科技大學 Vanung University 

立切結書人 Applicant’s Signature：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日期 Date (MM/DD/YY)：   

(本人已確實瞭解本切結書所提之內容) 
(I fully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the declaration.) 

說明 Note： 
依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所稱僑生，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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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讀大學醫學、牙醫及中醫學系者，其連續

居留年限為八年以上。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Regarding Study and Counseling Assistanc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the term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refers to a student of Chinese descent who has come to Taiwan 
to study, who was born and lived overseas until the present time, or who has been living overseas for six or 
more consecutive years in the immediate past and obtained permanent or long-term residency status overseas. 
Note that for those applying to study in the departments of medicine, dentistry, or Chinese medicine at Taiwan 
universities, the minimum required number of consecutive years of overseas residency is eight years. 

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連續居留，指華裔學生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未

逾一百二十日。連續居留海外採計期間之起迄年度非屬完整曆年者，以各該年度之採計期間內在國內停留期

間未逾一百二十日予以認定。 

The term "overseas” refers to locations or countries other than mainland China, Macao, and Hong Kong. The 
term “consecutive years of residency” is defined as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staying in Taiwan for less 
than 120 days per calendar year. If the calculated calendar year is not one complete calendar year, the stay in 
Taiwan should not exceed 120 days within the calculated calendar year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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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Appendix VI)、申請入學文件驗證切結書 
 

Deposition related to application documents 

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Fullname), applying for the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Program 
in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rogram name) at Vanung University 
and comply with the regulation to submit documents as follows: 
□ Original copy of applicant’s certified diploma (highest degree) which is notarized by R.O.C. 

(Taiwan) Embassy, Representative Office,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or other organizations 
authorized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 Original copy of applicant’s transcripts (highest degree) which is notarized by R.O.C. (Taiwan) 
Embassy, Representative Office,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or other organizations authorized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enrollment date is the deadline to submit all the documents to the Registration Division of Academic 
Affairs.  
All the documents I have provided (including diploma, passport and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whether original 
or copy) are legal and valid. Should any of the documents be found to be altered or violate any university 
regulations, Iagree to lose my admission privilegeand Iwill not be allowed to apply for any transcript or 
diploma. 
 
Applicant’s Name：  
Passport Number： 
Phone：  
Email：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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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Appendix VII)、複查成績申請表 

萬能科技大學 
2021 年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國際學生產學

合作專班(春季班)申請入學 
複查成績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報名序號  

報名科系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考生姓名  

複查項目 書面資料(100%) 

原始成績  

複查成績  

複查結果 (本欄考生勿填) 

考生簽名：                        

注意事項： 
一、考生對成績如有疑慮，請親自填寫本表，於 2021 年 12 月 18 日(星期

五)12:00 前以傳真申請複查，並以電話確認複查結果，逾期恕不受理。

傳真電話：+886-3-4531300，考生傳真之後請電話確認，聯絡電話：

+886-3-4628654。 
二、考生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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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Appendix VIII)、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FROM 
 
                                
(Full Name in Chinese) 
 
                                
(Full Name in English) 
 
                                
(Address) 
 
                                
 
(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TO: 萬能科技大學教務處國際交流組  收 
                                                                   32061 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1號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Vanung University 

                                                                   
No.1, Wanneng Rd., Zhongli Dist.,  
Taoyuan City 32061, Taiwan (R.O.C.). 

 
請將本表貼於自備B4 信封袋上，以掛號郵寄〈海外地區建議使用DHL 或FedEX 等快遞服務〉 
 

1. Please attach this to B4 size envelope. 
2. All the required documents are in A4 size. File these documents in the envelope in the order indicated. 
3. The application should be sent in epress and registered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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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Appendix IX)、申訴處理辦法 
 

萬能科技大學考生申訴處理辦法 
91.7.5 教務會議通過 

105.11.30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宗旨） 

為維護考生權益，提供考生申訴管道，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訴範圍） 

一、 事件結果決定考生錄取與否者。 
二、 招生簡章規定不明確，致考生認有損其權益者。 
三、 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疑慮者。 

第三條 申訴要件 
本校各項招生考試考生對前條申訴範圍，應先向試務承辦單位反應，業

經招生業務承辦人員處理或提報上級主管協調後仍無法解決者，得向本

校考生申訴處理小組提出申訴，同一案件申訴以兩次為限（第二次申訴

需有新的証據經考生申訴處理小組同意後方予處理）。 
第四條 組織 

一、 招生委員會下設考生申訴處理小組，置委員五至七人，由校長自招

生委員中遴聘，且由小組委員互選一人為召集人，並得就申訴案件

之性質，臨時增聘法律專業人員或有關專家共同組織之，但臨時委

員人數，每一案件不得超過二人。  
二、 小組委員之任期為一年，連聘得連任，臨時委員之任期，則以各該申

訴案件之會期為限。  
三、 小組開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出席始得開議，除評議書之決議應有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外；其餘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超過半數定

之。 
四、 委員對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不得執行職務。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 考生申訴應於接獲本校處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提出，逾

期不予受理。惟因不可抗力，致逾期限者，得向小組聲明理由，請求

許可。  
二、 考生申訴事項應以書面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並應記載申訴人姓

名、入學考試名稱、准考證號、報考系所組別、聯絡住址、聯絡電話、

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救。  
三、 小組收到考生申訴案件後，應於半個月內召開委員會議處理，負責

評議，並得視需要邀請其他相關人員出席。  
四、 申訴提起後，申訴人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提出民事訴訟、刑

事訴訟或行政訴訟者，應即通知考生申訴處理小組。小組獲知後，應

即中止評議，俟訴訟終結後再議。惟連帶影響其他考生權益之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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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不在此限。  
五、 小組會議之召開以不公開為原則，但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

代表及關係人到會說明。 
六、 申訴案件由申訴處理小組指派專人受理，並於收件後三十日內回覆。 
七、 評議書經校長核定後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第六條 評議效力及執行 
小組做成評議書，陳校長核定時，應副知原處分單位，原處分單位如認

為有與法規抵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列舉具體事實及理由陳報校長，

並副知考生申訴處理小組。校長如認為有理由者，得移請小組再議（以

一次為限）。評議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原處分單位應即採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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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Appendix X)、報名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萬能科技大學 
報名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本同意書說明萬能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將如何處理本表單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

其後修改變更規定。 若您未滿二十歲，應於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

容後，方得使用本服務，但若您已接受本服務，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遵守以下所

有規範。 
一、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1.本校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依據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

策」，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請於申請時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3.本校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護照號碼、家庭、教育、職業、職稱、聯絡方式(電話、E-Mail)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定

義之個人資料。(視狀況，自行調整)。 
4.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校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5.若您提供錯誤、不實、過時或不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您將損失相關權益，同時本校

就此不實資料不負任何法律責任。 
6.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查詢或請求閱覽。(2) 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

及利用。(5)請求刪除。但因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校得拒絕之。若您欲執行上

述權利時，請參考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之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

校連繫。但因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校將不負相關賠償責任。 
二、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1.本校為執行 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學生申請入學業務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2.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當初本校蒐集的目的不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

面同意，您可以拒絕向本校提供個人資料，但您可能因此喪失相關權益。 
3.本校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為即日起_5__年內，利用地區為中華民國領域內（台灣地區，

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 
三、基本資料之保密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之保護及規範。本校如違反「個人資料保

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 變或其他不可抗力等事由，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

或遭其他侵害，本校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 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

通知您。 
四、同意書之效力 

1.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

容，您如違反下列條款時，本校得隨時終止對您所提供之所有權益或服務。 
2.本校保留隨時修改本同意書規範之權利，本校將於修改規範時，於本校網頁(站)公告修改

之事實，不另作個別通知。如果您不同意修改的內容，請勿繼續接受本服務。否則將視

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該等增訂或修改內容之拘束。 
3.您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

確規定，均不構成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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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

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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