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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臺港間不論經貿、旅遊、文化等方面均有密切之交流合作；在
教育方面，臺灣蓬勃發展的高等教育，更吸引許多香港學子赴臺升學，
成為香港學子到海外升學的首選。目前在臺灣就學的港生已逾 8千人，
歷屆校友不論在政府部門、教育、工商、社福、醫藥、生技等專業領域，
均有傑出表現，獲得各界肯定與敬重。

　　為鼓勵港生赴臺升學，臺灣教育部 2012 年推出「免試招收港生計
劃」，超過 140 間臺灣公私立大學，提供近 3,000 個學系供香港學子選
擇，讓修畢六年制中學文憑試課程港生，可直接銜接臺灣四年制大學，
並可跨領域學習；2013 年再推出專屬香港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生之「二年
制學士班」課程，提供香港學子多元與適性發展之機會。

　　為協助有意赴臺升學之港生瞭解不同報名途徑、程序、遴選及分發
方式，海華服務基金彙整大眾經常諮詢的問題，重新編印赴臺升學問．
答手冊，包括報名資訊、網頁教學、放榜入學、校園生活及畢業發展等
五個範疇，讓讀者按冊索驥，更容易掌握報讀心儀大學的訣竅。歡迎有
意赴臺升學學子多加利用！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處長		嚴重光

2017年10月

序言



2 3

負責辦理海外僑生（含港澳生）赴臺入學的聯合招生作業，2018
學年度共 142 所公私立大學校院加入，主任委員由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校長擔任。

地址：54561臺灣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一號
電話：+886-49-2910900　傳真：+886-49-2911182
電郵：overseas@ncnu.edu.tw
網址：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01號海防大廈701-703室
電話：+852-2332	3361～4　傳真：+852-2770	6182
電郵：highwise@teco.org.hk
Facebook：highwise.teco
網址：http://www.highwise.org

中華民國護照、外籍人士簽證及文件證明服務

地址：香港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第1座40樓
電話：+852-2887	5011　傳真：+852-2810	0591
電郵：info@tecos.org.hk

大陸及港澳人士入出境證及「良民證」推薦函

地址：香港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第1座11樓1106室
電話：+852-2525	8316　傳真：+852-2868	5460、2868	5481
電郵：permit@teco.org.hk
網址：http://www.teco-hk.org/

您不可不知的聯絡單位 十大常見問題一

招生主辦單位─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海聯會）

二

招生承辦單位─   海華服務基金（海華）

申辦赴臺入境簽證單位─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服務組

海華服務基金係在香港註冊之非牟利機構，隸屬於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致力推動教育文化、青年學藝、慈善公益等交流活動，並受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委託，辦理香港地區招生服務工作，包括受理
報名、舉辦升學講座、臺灣高等教育展，以及與臺灣各大學交流等。

臺灣公私立大學學歷獲國際認可，學生畢業後可選擇留臺、返港或
至其他海外地區繼續升學或就業。

學生畢業返港後，可依個人需要，向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或
相關專業人員法定機構申請評核，符合相關規定，即可取得等同香
港本地學位或相關專業資格證明。

由於臺灣各大學均有不同的發展重點與特色學系，因此並沒有官方
的大學排行榜。建議可至各大學網站了解課程安排與師資是否符合
期望，亦可多加利用海聯會網站提供之系所關鍵字查詢系統。

根據海聯會提供資訊，經加權計算後最低入學門檻約 10 分（每年
分數線會稍有調整 )，加權方式請參考本書 P.10 或香港學生適用
簡章。

不會，在「聯合分發」遴選過程中，全由系統作業，系統會擷取歷
屆最佳成績，計算最有利於申請人之分數。

除個別校系有指定格式外，一般無特定格式、語言及內容，同學可
自由發揮，惟避免抄襲。

臺灣學歷在港之認受性？

臺灣各大學排名？

臺灣各大學之入學門檻？

如申請人持多於一屆的公開考試，會扣分嗎？

如何撰寫審查資料內容（例如：自傳、讀書
計畫等）？

1.

2.

3.

Q1.

A：

Q2.

A：

Q3.

A：

Q4.

A：

Q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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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基於公平原則，申請人提交志願後，不可修改志願序及增
刪任何志願。

不需要繳交留位費，申請人只要在學校規定的註冊日前完成註冊手
續即可。有關領取分發通知書及申辦入臺許可證等注意事項，海華
服務基金會發送電子郵件通知錄取生，並於海華網站、Facebook 及
海聯會網站公告。

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須於指定期限內向海
華服務基金提交「放棄錄取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資格聲明書」，
否則次年不得分發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其他學系錄取生，如放
棄錄取資格，無需提交。如需申請延遲入學，請先領取分發通知書，
然後直接與獲分發大學申請，並請保存延遲入學許可書及分發通知
書於翌年入學時使用。

不需要，系統會自動把申請人之報名資料轉入「聯合分發」；倘「聯
合分發」未獲錄取，報名資料將會自動進入「僑生先修部」。因此，
有意透過「單獨招生」（即香港之「叩門」）申請者，請於指定日
期前攜帶報名收據及身份證，親臨海華服務基金填寫「放棄錄取聲
明書」。

不可以，申請人取消分發，即代表放棄入學。

申請人確定報名後，可否修改志願？

如獲錄取後，需於多少天內繳交「留位費」？

申請人需要回覆學校就讀意願嗎？

如在「個人申請」未獲錄取，申請人需不需
要再報名「聯合分發」？

如申請人對分發結果不滿意，可以取消分發
後，再次報名嗎？

壹•報名資訊

一 報名資格
( 一 )	 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及

(二 )	 最近連續居留境外（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滿
6年（申請醫學、牙醫及中醫學系 8年）以上，其每
曆年（1/1-12/31）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不超過120日。

途徑 個人申請 研究所 聯合分發 二年制	

學士班

僑生	

先修部報名	
詳情

香港學歷 海外學歷

報名日期 系統開放：	
2017年	

11月1日─12月22日

收件日期：	
2017年	

12月9日─22日

系統開放：	
2018年2月12日─3月24日

收件日期：	
2018年3月12日─24日

系統開放：	
2018年	

5月16日─	
6月15日

收件日期：	
2018年	

6月1日─15日

繳件地點 海華服務基金：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01號海防大廈701室	
（鄰近尖沙咀地鐵站A1出口）

志願選填 報名時選填 2018年	
7月

11─18
日

報名時選填 不適用

志願數目 ≦4個 ≦4個 ≦70個 ≦70個 ≦5個 不適用

預定放榜
日期

2018年3月中旬 2018年	
7月底

2018年	
5月中旬

2018年	
7月底

報名費	
（現金）

HK$500 HK$160 HK$500 HK$500 HK$500 HK$100

註冊時間 2018年9月初至中

Q6.

A：

Q7.

A：

Q8.

A：

Q9.

A：

Q1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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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申請」中4個校系志願可跨類組選擇。

•	 請慎選類組，類組選擇將影響聯合分發的志願選填，一經提交，不得更改。

三升學路徑圖

•	 根據教育部規定，凡經任何途徑分發，其他途徑的報名資格自動取消；不滿
意結果者，不能取消及放棄錄取而報名其他途徑，申請者須慎選志願。

	� Case	1. 經由海外聯招會分發者，單獨招生的報名資格自動取消，只能申請
轉分發至僑生先修部。

	� Case	2. 個人申請未被錄取者，報名資格將自動進入聯合分發，無須重複報
名，僅需在2018年7月登入有效帳號選填志願，並於線上提交。

	� Case	3. 個人申請未被錄取者，須於指定時間前提交書面通知（放棄聯招報
名資格），方有機會被單獨招生錄取。

各途徑報名程序

報名資料清單：

•	資料檢核表1份

•	學士班申請表1式4份

•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4份（A4格式）

•	中學畢業證書正副本1份（應屆中六生可檢附學生證、手冊、准考
證或在學證明信等，惟須顯示中6級字樣及蓋有校印）

•	中學最後三年成績單正副本1份（應屆中六生可免繳中六成績單）

•	公開考試成績單正副本1份（如有）

•	聲明書1份

•	收據1份

•	「單程證」或「回鄉證」正副本1份（大陸地區出生者適用）

•	改名契副本2份（如有）

•	香港出世紙、香港特區護照或更換成人身份證前的兒童永久性居
民身份證的正副本1份（報名時只能提供「行街紙」者適用）

Step	1： 詳閱本年度招生簡章	
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
from/hongkong

Step	2： 在2017年11~12月，至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頁→各國
專區→香港專區→線上填報系統，填寫個人資料及上傳
審查資料至報名系統（如自傳、讀書計畫、證書或獎狀
等）。

Step	3： 依系統指示備妥以下報名資料，親自送交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海華服務基金，並繳付報名費。一經完成確認手
續，申請人不得修改資料。

 個人申請

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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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外國學歷者：中學最後三年成績／SAT	Subject	Test／外國
ALevel文憑／IBDP成績單正副本1份（報名時必須已具備相關公開
考試成績，畢業證書及成績單必須至就讀高中所在地的臺灣政府
駐外機構驗證。持「外國學歷」者之申請階段為第二梯次，分發
作業及名額分配均與「香港學歷」不同。）

分發依據：

海聯會依所填志願分送各大學審查，由大學決定錄取名單並送教育部
核定，海聯會再依教育部核定結果及學生選填之志願序統一分發。

 聯合分發（含持外國學歷）

	

Step	1. 詳閱本年度招生簡章	
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	
from/hongkong

Step	2. 在2018年2~3月，至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頁→各國專
區→香港專區→線上填報系統，填寫個人資料。

Step	3. 依系統指示備妥以下報名資料，親自送交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海華服務基金，並繳付報名費。一經完成確認手
續，申請人不得修改資料。

•	 可揀選類組

第一類組︰文史哲、外語、法政、社會與心理、大眾傳播、藝術、教育、
財經、管理等。

第二類組︰數理化學、工程、資訊、地球與環境、建築與設計等。

第三類組︰醫藥衞生、生命科學、農林漁牧、體育休閒等。

•	 請慎選類組，第一類組僅限選第一類組校系志願，第二、三類組可互選校
系志願，一經提交，不得更改。

報名資料清單：

•	資料檢核表1份

•	學士班申請表1式4份

•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4份（A4格式）

•	中學畢業證書正副本1份（應屆中六生可檢附學生證、手冊、准
考證或在學證明信等，惟須顯示中6級字樣及蓋有校印）

•	中學最後三年成績單正副本1份（應屆中六生可免繳中六成績
單）

•	公開考試成績單正副本1份（如有）

•	聲明書1份

•	收據1份

•	「單程證」或「回鄉證」正副本1份（大陸地區出生者適用）

•	改名契副本2份（如有）

•	香港出世紙、香港特區護照或更換成人身份證前的兒童永久性居
民身份證的正副本1份（報名時只能提供「行街紙」者適用）

•	持外國學歷者：中學最後三年成績/SAT	Subject	Test/外國ALev-
el文憑/IBDP成績單正副本1份（報名時必須已具備相關公開考試
成績，畢業證書及成績單必須至就讀高中所在地的臺灣政府駐外
機構驗證。持「外國學歷」者之申請階段為第二梯次，分發作業
及名額分配均與「香港學歷」不同。）

分發依據：

•	香港學歷：依據香港公開試成績，按招生簡章各類組採計5科必
修及選修科目的加權得出最佳組合成績後，依電腦派位分發。

•	外國學歷：依所持的學歷成績，按招生簡章各類組採計科目計算
最佳分發成績。

•	 各校錄取要求皆不相同，並無統一錄取標準。

•	 對放榜結果不滿意者，可改分發至僑生先修部，修讀8個月的預備課程，依
結業成績及校系志願分發大學，完成學士課程。

•	 對放榜結果不滿意者，可改分發至僑生先修部，修讀8個月的預備課程，
依結業成績及校系志願分發大學，完成學士課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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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料清單：

•	申請表1式4份

•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4份（A4格式）

•	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畢業證書正副本1份（應屆畢業生可提供在
學證明書或學生證）

•	歷年正式成績單正副本1份

•	就讀課程已通過香港資歷架構第四級之證明文件1份	
（至http://www.hkqr.gov.hk/查詢並下載相關紀錄）

•	申請校系審查資料上傳確認書1~5份

•	聲明書1份

•	收據1份

•	「單程證」或「回鄉證」正副本1份（大陸地區出生者適用）

•	改名契副本2份（如有）

錄取方式：

•	海聯會依所填志願分送各大學審查，由大學決定錄取名單並送教
育部核定，海聯會再依教育部核定結果及學生選填之志願序統一
分發。

Step	1. 詳閱本年度招生簡章	
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	
from/hongkong

Step	2. 在2018年2~3月，至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頁→各國專
區→香港專區→線上填報系統，填寫個人資料及上傳審
查資料至報名系統（如自傳、讀書計畫、證書或獎狀
等）

Step	3. 依系統指示備妥以下報名資料，親自送交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海華服務基金，並繳付報名費。一經完成確認手
續，申請人不得修改資料。

•	 各校錄取要求皆不相同，並無統一錄取標準。

二年制學士班（二技）3.所持文憑 必採科目 必採科目 分發分數核計方式

甲、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

中國語文、英國
語文、數學

依下表之類組選採科目規
定，由海外聯招會擇優採
計 2科成績

1.	 必採科目各科分數加權1.3採計；選
採科目各科分數所佔權重如下表。

2.	 各類組採計5科（含必採科目及選採
科目）加權後之總分。如遇缺科，
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3.	 同分參酌方式：

(1)	 甲、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依序為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選
採科目（2科擇優依序參酌）。

(2)	 乙、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依序為
中國語文與文化、英語運用、選
採科目（3科擇優依序參酌）。

(3)	 丙、香港中學會考：依序為中國
語文、英國語文、選採科目（3
科擇優依序參酌）。

依上述方式採計成績後仍同分時，擇
優參酌第6科（含）以上之選採科目成
績，如仍同分時則參酌中學學業成績
總平均。

乙、香港高級程度
會考

中國語文與文
化、英語運用

依下表之類組選採科目規
定，由海外聯招會擇優採
計 3 科成績，如遇缺科，
得依「丙、香港中學會考」
之各類組選採科目代替之

丙、香港中學會考 中國語文、英國
語文

依下表之類組選採科目規
定，由海外聯招會擇優採
計 3科成績

申請方式 各類組選採科目（科選2科） 各科分數
所佔權重

甲、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

一 通識教育；倫理與宗教；音樂；視覺藝術；體育；旅遊與款待；
綜合科學；科技與生活；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1

中國文學；英語文學；中國歷史；歷史；地理；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經濟；資訊與通訊科技；設計與應用科技

1.1

二 通識教育；視覺藝術 1

資訊與通訊科技；設計與應用科技；科技與生活；綜合科學 1.1

物理；化學；組合科學；M1數學；M2數學 1.5

三 通識教育；體育；旅遊與款待；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1

綜合科學；科技與生活；物理 1.1

生物；化學；組合科學；M1數學；M2數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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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免試僑生先修部（僑先部）

報名資料清單：

•	資料檢核表1份

•	申請表1式4份

•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4份（A4格式）

•	中學畢業證書正副本1份（應屆中六生可檢附學生證、手冊、准考
證或在學證明信等，惟須顯示中6級字樣及蓋有校印）

•	中學最後兩年成績單正副本1份（應屆中六生可免繳中六成績單）

•	公開考試成績單正副本1份（如有）

•	聲明書1份

•	收據1份

•	「單程證」或「回鄉證」正副本1份（大陸地區出生者適用）

•	改名契副本2份（如有）

•	香港出世紙、香港特區護照或更換成人身份證前的兒童永久性居
民身份證的正副本1份（報名時只能提供「行街紙」者適用）

Step	1. 詳閱本年度招生簡章
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	
from/hongkong

Step	2. 在2018年6月，至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頁→各國專區
→香港專區→線上填報系統，填寫個人資料

Step	3. 依系統指示備妥以下報名資料，親自送交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海華服務基金，並繳付報名費。一經完成確認手
續，申請人不得修改資料。

報名資料清單：

•	申請表1式4份

•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4份（A4格式）

•	大學/碩士畢業證書正副本1份（須經臺灣政府駐外機構驗證）

•	歷年正式成績單正副本1份（須經臺灣政府駐外機構驗證）

•	聲明書1份

•	收據1份

•	「單程證」或「回鄉證」正副本1份（大陸地區出生者適用）

•	改名契副本2份（如有）

錄取方式：

•	海聯會依所填志願分送各大學審查，由大學決定錄取名單並送教育
部核定，海聯會再依教育部核定結果及學生選填之志願序統一分
發。

研究所（碩、博班士班）

•	 香港學歷：請至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服務組（香港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第1	
	 座40樓）驗證

•	 海外學歷：請至就讀大學頒發地的臺灣政府駐外機構驗證

•	 各校錄取要求皆不相同，並無統一錄取標準。

•	 個人申請、聯合分發或僑生先修部，擇一申請即可，無需重複報名。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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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讀僑生先修部有甚麼好處？

僑生先修部是僑生赴臺灣升讀熱門大學的橋樑，以2016年為例，海
外聯招會提供僑生先修部結業同學選填熱門校系名額超過800名，
包括臺師大、臺大、政大、清大、成大、交大、海洋、臺北大、中
興、中正、中山、中央等大學，其中獲錄取港生有153名；此外，公
私立大學醫學系、牙醫系、獸醫系、藥學系之名額有58名，獲錄取
港生佔5名。因此，只要結業成績優良，即有機會入讀心儀校系。

 非海華服務基金承辦的招生管道

單獨招生：請自行聯繫臺灣各大學招生單位，或參考海外聯合
招生委員會網站「各校單獨招生專區」。
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self-enrollment

•	 不論透過聯合招生的個人申請、聯合分發以及僑生先修部途徑報名，或是
自行向大學申請之單獨招生途徑報名，最終只會錄取一個學額，請申請者
慎選志願。

瀏覽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頁

從興趣相關範疇查詢：學群介紹

直接從心儀校系查詢：	
系所關鍵字查詢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僑
生
先
修
部
校
園
環
境

貳•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網頁教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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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學校系劃分為三個類組

•	第一類組：屬文、法、商、教育、社會、傳播、管理等相關科系。

•	第二類組：屬理、工、科技、資訊等相關科系。

•	第三類組：屬醫、農、生物等相關科系。

「個人申請」中4個校系志願可跨類組選擇；但「聯合分發」中，第
1類組只可選擇1類組70校系志願，不可選擇2、3類組校系志願；第
2類組及第3類組可互跨類組選填校系志願，惟不可選1類組校系志
願。

查詢各階段各校系招生名額

個人申請	
招生名額

S5（第五順序）
招生名額

•	 在「聯合分發」中，持香港當地中學學歷屬於S5，所以只能參考S5一欄。
不過，分發制度有「流用機制」，前四順序若有剩餘名額，將流用至香港地
區使用。

•	 「聯合分發」的70個志願可否再次填選「個人申請」中曾填選的志願？

	 Case	1.	 可以，只要「個人申請」及S5一欄有名額就可以再次填選。

	 Case	2.	 不一定，若「聯合分發」中，心儀學系顯示0名額，基於「流	
	 	 	 用機制」，申請人只能在7月填選志願時，系統才會顯示能否	
	 	 	 填選。

•	 同時透過海華承辦的個人申請、聯合分發、僑生先修部或自行向各大學申請
單獨招生，最終核發結果只會有一個錄取學位，請申請者慎選志願。

IOH：由在學同學分
享讀書心得，及介紹
學系內容之訪問片段



18 19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於網站公布榜單後，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會以
電郵通知領取分發通知書及辦理學生入臺許可證相關注意事項，並
在海華網站、Facebook、海聯會網站公告。

放榜及相關後續事宜

分發通知書（分發書） 學生入臺許可證

良民證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網頁-http://www.police.gov.hk/）

依規定，赴臺升學年滿20歲者，在臺申請居留證須具備香港警務處
發出的「居住地無犯罪紀錄證明（良民證）」。良民證有效期為3個
月，請因應入學時間辦理。

•	 申請人如經查核於香港並無犯罪紀錄，香港警務處將在4星期內將無犯罪紀
錄證明書以掛號函件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轉送至臺灣內政部移民署，申請
人將不會收到任何通知文件。如申請人有犯罪紀錄，香港警務處將在4星期
內以掛號函件通知臺灣相關政府部門及當事人，並不予核發證明書。

•	 申請人只需攜帶申辦「良民證」之收據赴臺即可。

申請者先電話預約，並帶齊以下文件至香港灣仔軍器廠街一號警察總
部警政大樓14樓「無犯罪紀錄證明書辦事處」：	

1.	 無犯罪紀錄證明書申請表

2.	 申請人香港身份證/有效旅行證件副本

3.	 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服務組（香港金鐘89號力寶中心第一	
	 座11樓1106室）發出信件（請親攜身份證明文件及正式分	
	 發通知書）

申請方法

叁•放榜入學

•	 分發通知書屬官方文件，確認錄取生擁有學位資格，切勿遺失。臺灣沒有
「留位費」制度，凡於學校訂立的最終註冊日期前未完成註冊手續者，則
視為自動放棄。

•	 為保障港生權益，請依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指引辦理「單入境證」，勿自
行辦理「一般入臺證」或「網簽」赴臺升學。

•	 臺灣各大學將派員來港舉辦新生輔導說明會或以郵遞方式寄送入學詳細資
料，如未接獲學校聯繫者，請主動與校方聯絡了解入學資訊。

•	 海華服務基金網站及Facebook將適時更新入學輔導相關資訊，敬請隨時留
意。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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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輔導室於學生註冊後，協助向內政部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辦
居留入出境證，可憑證出入境臺灣。

若註冊後尚未辦妥居留入出境證，因緊急事故須返回香港，向內政
部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辦出境證回港，再到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香港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第一座11樓1106室）申辦單入境證返
臺，繼續申辦居留入出境證。

向內政部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繳回居留入出境證，申請出境證回香
港。

已取得居留入出境證

緊急出境

休學、退學或畢業回

學費及生活費

保險

僑生傷病醫療保險（僑保）

為維護僑生健康，保障僑生傷病醫療權益，建議參加由僑務委員會
辦理的「僑保」。倘因傷病或事故接受門診治療，需先行自付費
用，再將門診單、醫療費用收據正本、居留證影本及郵局存摺影本
等，送交學校蓋章認證後，提交至承保機構。

全民健康保險（健保）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港生抵臺居留滿6個月（期間只能出境
1次且不超過30日），應參加全民健保。

院系別

		繳費項目折合港幣（年）
匯率以HKD:NTD=1:4計算

學雜費
（含保險費）

住宿費 生活費

文、法學院 $9,700-25,000 $2,400-	
18,000

$12,000-
36,000

商學院 $9,800-26,000

理農學院 $11,000-27,000

工學院 $12,000-28,000

醫學院 $13,000-35,000

合計：$24,100-89,000

肆•出境問題 伍•校園生活

港生繳交之學雜費與臺灣本地學生相同，學雜費之差距主要係公立與私
立大學之收費不同。

一

二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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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在臺升學，絕大多數學校皆有提供海外僑生第1年保障學校住宿
的權益，亦有大學保障4年住宿，惟住宿申請仍需依照各大學規定
辦理。各大學宿舍提供床鋪、衣櫃、書桌椅，另有公共衛浴、洗衣
機、曬衣間及交誼廳等。

大學附近多半有私人住宅供學生租賃，價格則視居住地區或租屋型
態而有不同，計費方式多樣，有按月、按學期或按年計費。租屋型
態可分為雅房分租（與他人共用衛浴）、套房（專屬衛浴）或是整棟
出租。

港生如決定在外租房自住，建議向學校住宿組獲取租房資訊及建
議，以保障在外的人身安全。

家境清寒者得於赴臺前，取得以下清寒證明文件，並於註冊時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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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費額之一半。

臺灣各大學均設定補助名額，並以「計分制」決定申請優先次序，
證明文件越多越有機會優先獲得補助。

住宿安排

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 金額（折合港幣）

匯率以1	HKD：4	NTD
計算

申請方法

教育部菁英僑
生獎學金

首次 $75,000；

續領 $75,000/ 年

經教育部核定分發並註冊入學；
在學期間，每學年學業成績平均
為全班前10%或達85分以上，可
申請續領

教育部優秀僑
生獎學金

首次 $37,500；

續領 $30,000/ 年

各類組分發總成績前5名且成績
排名為該類組前1%，註冊入學核
發；在學期間，學年學業成績平
均為全班前10%或達85分以上，
可申請續領

教育部清寒僑
生獎助金

$9,000/ 年 自行向學校查詢

華僑協會總會
獎助學金

$1,250~2,750 自行向學校查詢

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獎學金

$1,250 自行向學校查詢

學業品行優良
僑生獎學金

$1,250 於每年10月洽學校辦理

申請條件：大二以上，上一學年
學業總平均80分以上，操行兩學
期均甲等（80分以上）

僑務委員會受
理捐贈僑生獎
助學金

$1,250~9,000 於每年2月至5月洽學校辦理

申請條件：大二以上，成績75分
以上，且符合捐贈人所設定之條
件

其他 學校及院系尚有多種獎助學金方案，詳情可瀏覽學校
網頁

清寒證明之開立受理單位： 證明文件：

1.	 留臺校友會 1.	 家人長期病患證明

2.	 前一學程畢業學校 2.	 家人低收入證明（免稅證
明、退休、綜援等）

3.	 經註冊之同鄉會 3.	 家人在學證明

4.	 香港政府機構 4.	 津貼證明（書簿、車船、	
學費等）

5.	 香港區議員辦事處 5.	 家人租屋證明

三

四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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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Part time）

轉系或轉校

保留學位、休學或退學

可以在校內、外工讀，除寒暑假外，每星期不得超過20小時，並均
須向學校輔導單位申請審核，轉向勞動部申請工作證。

可依各校規定及程序申請。

•	 在校外工讀效期為6個月（上學期申請有效至3月 3 0日；
下學期申請有效至9月 3 0日），如經查獲未申請者將罰款
NT$30,000~NT$150,000。

•	 臺灣各大學均以考試方式評定轉系及轉校申請結果，有意者務須提早
留意心儀大學及校系之相關申請程序，最快可於大一下學期提出申
請。

申請程序 注意事項

保留學位	
(延遲入學)

可依各校規定及	
程序申請

1.	 以一次為限

2.	 須保留分發通知書及獲准保
留學位等相關證明文件直至
翌年註冊入學用

休學 可依各校規定及	
程序申請

1.	 注意繳費註冊及選課期限，
逾期視為退學

2.	 依規定不得辦理居留延期及
工作，否則限令出境

退學 可依各校規定及	
程序申請

1.	 因故自願退學，且在臺灣居
留未滿一年者，可重新申請
赴臺升學，以一次為限

2.	 居留滿一年，或非自願退學	
（如勒令退學）者，則喪失
僑生（包括港生）身份，不
得重新申請

學歷評審
所有持香港境外院校所頒授學歷人士，皆可向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
審局申請學歷評估。評估方式以個人所提供在學的學習歷程資料為原
則進行評估，而非針對學校或學系作審核。一般情況下，會於15個
工作天內發出評估結果。

據評審局提供資料得知，申請人的評估結果未能等同香港學歷學位乃
屬少數，其原因大多無法提供完整的個人學習歷程。（有關學歷評估
等規定可瀏覽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網站。）
http://www.hkcaavq.edu.hk/

專業資格評審
目前香港對專門職業皆有其所屬的專業人員法定團體，非本地學校畢
業的學生，大部分皆須通過其法定團體規定的專業人員資格檢定，方
具專業執業資格。其檢定方式如下：（僅供參考，檢定方式以相關法
定團體之公告為準）

HKIE	香港工程師學會註冊工程師

學歷要求 持認可相關工程領域學士學位或以上

註冊程序 Step	1： 成為學會之Graduate	Member	
（取得合資格學歷便可申請成為Gradaute	Member）

Step	2： 參加由學會認可之工程畢業生培訓計劃（Scheme	
"A"	Training）並完成計劃

或

Step	2： 取得6年認可相關工程工作經驗

Step	3： 向學會申請註冊並通過學會之測試

備註 •	 香港工程師學會（HKIE）與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E）互
相承認

•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E）承認之工程學歷查詢	
http://www.ieet.org.tw/

資料來源：香港工程師學會

陸•畢業發展五

六

七

一

二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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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ICPA	香港會計師公會執業會計師

學歷要求 會計相關學位

註冊程序 Step	1： 向公會申請	Qualification	Programme(QP)

Step	2： 視情況將學歷呈交香港會計師公會評核是否符合QP
資格

Step	3： 視情況修讀轉制課程(Conversion	Programme)	
（如補讀香港法律、香港稅務等）

Step	4： 完成QP及通過	FPE(Final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

Step	5： 具備三年以上認可的會計工作經驗

備註 •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之學歷評審不等同會計事公會之
評審

資料來源：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醫務委員會普通科醫生

學歷要求 醫科畢業

註冊程序 Step	1： 申請香港醫務委員會舉辦的執業資格試

Step	2： 通過考試後，必須在認可的醫院或醫療機構擔任駐院
實習醫生，接受為期12個月的訓練及評核

Step	3： 成功完成駐院實習評核的考生可向委員會申請註冊

備註 •	 於提出申請時已圓滿地完成不少於5年的屬醫務委員會批准
類型的全時間醫學訓練，並是醫務委員會接納的醫學資格的
持有人

•	 該5年全時間醫學訓練必須包括一段醫務委員會所批准的駐
院實習期

資料來源：香港醫務委員會

樹藝師

學歷要求 樹藝相關學位

註冊程序 Step	1： 取得1年全職樹藝相關工作經驗

Step	2： 申請並通過國際樹木學會ISA註冊考試

備註 •	 國際樹木學會ISA註冊考試可於臺灣應考

普通科註冊護士

學歷要求 護理系畢業

註冊程序 Step	1： 取得台灣當地之護理師執照

Step	2： 向香港護士管理局提出註冊申請

Step	3： 通過資格審核後應考執業試

備註 •	 申請執業試須繳交詳盡之學歷證明，包括歷年成績單、課程
內容、實習內容及時數等

資料來源：香港護士管理局

資料來源：國際樹木學會

物理治療師

學歷要求 物理治療系畢業

註冊程序 Step	1： 取得台灣當地之物理治療師執照

Step	2： 向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申請註冊

Step	3： 如學歷之課程大綱未達委員會要求，須參加執業考試

備註 •	 申請人須在申請註冊前已取得至少800小時督導下之臨床實
習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資料來源：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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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律師

學歷要求 法學學位

註冊程序 Step	1： 返港後應考	Conversion	Exam

Step	2： 通過	Conversion	Exam	後報讀	PCLL(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Laws)

Step	3： 2年認可實習

或

Step	1： 取得臺灣當地之律師執照並取得5年律師工作經驗

Step	2： 返港應考	Heads	of	the	Overseas	lawyers		
qualification	exam

備註 •	 臺灣法律體制為	Civil	Law，香港體制為	Common	Law

資料來源：香港律師會

註冊建築師

學歷要求 5年全日制建築學位

註冊程序 Step	1： 報考學會之註冊專業試

報考註冊專業試資格要求：

申請人如報考第一部分甲，第二、三、四及五部分考
試，除了要符合2（a）之外，更須具有最少24個月
的有關實際工作經驗，而當中有12個月的經驗需在香
港取得，期間須在一位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督導下工
作，在每一公司內之工作時期亦不得少於5個月；

申請人如報考第一部分乙考試，除了要符合2（a）之
外，更要在申請考試前之兩年內在香港取得不少於12
個月的有關實際工作經驗，期間須在一位香港建築師
學會會員督導下工作，而在每一公司內之工作時期不
得少於5個月

備註 •	 臺灣大專院校建築系一般為4年制，故需再修讀1-2年碩士方
符合學歷要求

資料來源：HKIA香港建築師學會

留臺工作

可依「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新制」申請，累計點數超過70點標準
者，將獲核發聘僱許可。項目包括學歷、薪資、工作經驗、職務資
格、華語及外語能力、成長經驗及配合政府產業發展相關政策等8個
項目（請參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站）。
https://www.wda.gov.tw/cp.aspx?n=45B4CBF80003A38A

僑外生若能符合月薪新臺幣47,971元資格，仍可循既有「外國專業
人員工作資格」申請在臺聘僱許可。

返港工作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於2013年起每年8月於香港舉辦留臺畢業生就
業徵才會，第5屆2017年徵才會的企業機構計有40家，提供近200個
職缺，產業涵蓋醫療、工程、資訊、航空、旅遊、文化、銀行、證
券、保險等，畢業學子可以留意相關資訊。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辦理留臺畢業生就業徵才會

三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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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姐分享
姓名 就讀學校 學系 內容

何漢權	
現職中學
校長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受到同儕積極讀書的學風
薰陶及感染，對我返港從
事教育工作有很大幫助。

蔡斯妍 文藻外語大學 翻譯系 臺灣的校園生活跟香港很
不同，壓力沒有那麼大。
建議念高級文憑或副學士
的同學可以考慮臺灣升
學，其實有很多出路，不
要侷限於香港的大學。

黃國桐	
現職香港、
英國執業
律師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系 臺灣讀書風氣重，在香港
繁華環境中，未必能專心
讀書。

李穎恒 國立中山大學 社會學系 我們經常做分組報告或社
會調查，並與臺灣學生
深入交流，報告會交給老
師參考或提供政府進行研
究。

陳禮謙	
現職廣告
設計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留臺升學經驗、作品及參
加比賽獲獎，是我應徵工
作時的優勢。

黃暉淘	
在學

長榮大學 美術系 有學長姐可以請教學業、
生活問題，協助新生適應
環境，是一個好的傳統。

姓名 就讀學校 學系 內容

錢佩嘉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亞洲地區，臺灣的幼
兒教育發展較好，學
校歷史悠久，資源豐
富，提供很多實習機
會。

陳宏灝 國立臺北大學 財政學系 臺灣的學術發展、校
園氛圍較香港好，是
升學的好選擇。

黃兆章	
在學

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臺灣學歷獲香港承
認，可以在港就業，
甚至投考公務員。

周翰林	
在學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本校的理工學系頗有
名氣，比香港某些大
學更好。

胡浩程	
在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系 與其在香港讀中專或
專上課程，不如選擇
赴臺讀學士學位課
程，較易銜接研究
所。

劉海珊	
在學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海洋環境資
訊系

臺灣有很多香港沒有
開設的學系，在臺灣
念這類學系，對返港
找工作是一種優勢。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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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就讀學校 學系 內容

錢卓峰 國立臺中科技
大學

商業設計系 赴臺升學可體驗大學
生活、具有大學學
歷，比選擇香港的專
上學院更好。

林思瀚	
在學

淡江大學 資訊創新與科
技學系

本校是臺灣企業最喜
歡的大學，十多年來
一直保持不錯的排
名。本學系用英語
教學，大三可出國實
習，很吸引我。

謝靜雅	
現職獸醫

國立臺灣大學 獸醫系 教學語言是中英並
用，回港執業後可用
中文醫學詞彙與顧客
溝通，更容易瞭解顧
客的情況。

王思朗	
現職醫學　
院研究員

東海大學 生物系 以臺灣作為升學起點
是很好的選擇，臺灣
的教育著重品德行、
學習環境與身教。

李艷明	
在學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學校安排實習機會，
到知名食品公司或工
廠實習，學以致用。

梁崇研	
在學

真理大學 運動管理系 赴臺升學可讓自己離
開舒適圈，學習照顧
自己，認識更多朋
友，增長見聞與成
長。

封底底部（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