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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招生重要日程表
一、秋季班(2017年9月入學)
重 要 事 項

時 程 安 排

招生簡章網頁下載

July 27, 2017

申請入學

Aug 01-05, 2017

審查時間

Aug 06-10, 2017

公告錄取名單/寄發入學通知書

Aug 15, 2017

報到日期/註冊

Sep 15, 2017

學期開始

Sep 18, 2017
※本日程表如有變動，以相關通知為準。

諮詢電話：
語言別

單位

英語

國際與兩岸
事務處
教務處
註冊課務組

中文

查詢事項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報到註
+886-4-27016855轉1507
冊、學雜費、住宿及
E-MAIL：ia@ocu.edu.tw
生活相關問題
報名資格、報到註冊
+886-4-27016855轉1202、1203、1204
等學籍相關

總務處出納組

學雜費

+886-4-27016855轉1405、1436

學務處生輔組

住宿及生活相關問題

+886-4-27016855轉1306、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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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
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招生簡章
壹、學校簡介

僑光於 1964 年創立，秉持校訓「明誠立信」，重視全人教育及商業倫理，為中部
最具優良傳統的學校。歷年來商管、語文是僑光的發展主軸與強項，近年增加觀光、餐
飲、設計等相關院系，並積極發展院系的重點特色，創造出優於他校的技職教育。
僑光未來不僅要維繫原有的聲譽與地位，並積極開拓兩岸與國際交流，拓展學生
的視野，提升學生的專業技能，快樂學習輕鬆就業。
本校陸續與美國、英國、日本、奧地利、捷克、東南亞、以及中國等多所國際知
名學校締結為姐妹校，並簽署國際學術交流合作協議，藉由實施雙聯學位、交換教師、
交換學生、暑期英語海外遊學、學術交流及舉辦各類型國際研討會等交流活動，提供外
國學生多管道進入本校深造並增加國際教師學術交流的機會，實質達成提升師生視野、
語言能力、促進文化交流與國民外交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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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資格
參加本校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之外國學生申請入學，需符合下列資格：
一、國籍：
(一)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不具僑生資格者。
(二)具外國國籍且符合下列規定，於申請時並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計算至 2017 年
8 月 1 日)以上者，得申請入學。
1.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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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自內政部
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申請時已滿八年(計算至 2017 年 8 月 1 日)。
3.前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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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教育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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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此規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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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申請入學。
(四)曾為大陸地區人民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
年以上者，得申請入學。
(五)上述所稱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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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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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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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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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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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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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學生】已在我國各大學肄業之外國學生，申請轉學進入本校修讀學士學
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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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學士學位以上者，得申請入學本校碩士班修讀碩士學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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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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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申請手續
一、申請日期：2017 年 8 月 5 日(六)前(秋季班)。
二、申請方式：請將申請表件郵寄至本校。
(一)收件人：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Registration and Curriculum Division
(僑光科技大學 註冊課務組)
(二)地址：40721 台中市西屯區僑光路100號
No.100, Qiaoguang Rd.,
Xitun Dist., Taichung City 40721,
Taiwan (R.O.C.)
三、繳交申請費：
(一)申請費：美金42元(42 USD) 或新臺幣1,300元(1,300 TWD)，無繳交申請費者不
受理審查。
(二)以新臺幣繳費者，須購買新臺幣1,300元郵政匯票，受款人請寫僑光科技大學，
隨同報名表件，郵寄至「僑光科技大學」。
(三)如由國外銀行電匯入本校帳戶繳費，請檢附銀行電匯收據影本一份。本校帳戶資
料如下：
1.銀 行 名 稱：KGI BANK (凱基銀行)
2.銀行匯款號碼 (SWIFT Code)：CDIBTWTP
3.受款人戶名：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僑光科技大學)
4.受款人帳號：014583096103
5.受款人電話：+886-4-27016855
6.受款人地址：40721 台中市西屯區僑光路100號
No.100, Qiaoguang Rd.,
Xitun Dist., Taichung City 40721,
Taiwan (R.O.C.)
四、申請應繳交資料
(一)繳交資料檢查表 Checking List （附表一）。
(二)入學申請表一份(附貼二寸半身照片) Application Form （附表二）。
(三)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Certific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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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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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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申請截止日期前無法完成驗證手續，請繳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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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財力證明 Financial Statement
(五)中文或英文留學計畫書一份 Statement of Study Purpose。
(六)具結書一份 Affidavit（附表三）
(七)授權書一份 Letter of Authority（附表四）。
(八)申請費 Application Fee：新臺幣 1,300 元郵政匯票，或國外銀行電匯收據影
本一份。
(九)國籍證明相關文件或護照影本 Copy of Passport。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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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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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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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之基本能力；若中文能力欠佳者，得於本校額外加
修中文銜接課程。
五、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上學位，繼續申請入學碩士以上學程者，得檢具我國各校
院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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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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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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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此
限。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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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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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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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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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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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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招生系所
院別

系所別

學士(四年制)

設計與資訊學院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

注意事項:
1.本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人數最多 40 人
2.申請人入學後，不得中途申請轉科系或轉校
3.實習機構: 高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陸、放榜
項目
公告錄取名單/寄發入學
通知書

秋季班

春季班

Aug 15, 2017

-

柒、獎助學金
一、僑光科技大學外籍生獎學金
(一)獎學金內容分為：
1.第一種：減免全額學雜費及提供免費學校住宿。
2.第二種：減免全額學雜費。
3.第三種：減免半額學雜費及提供免費學校住宿。
4.第四種：減免半額學雜費。
5.第五種：提供免費學校住宿。
(二)新申請入學者，優先獎助。
(三)獎學金每次核定一學年，須逐年申請。
二、僑光科技大學境外生生活助學金
(一)每月發放助學金 3,000 元，每學年核發 10 個月。
(二)新申請入學者，優先獎助。
三、以上獎學金和助學金，僅可擇一申請。
四、大學部學生獎勵至多為四年，碩士班學生獎勵至多為二年。
五、有關獎助學金的詳細辦法，請至本校學務處網頁查詢
(http://w3.ocu.edu.tw/admin2/st01/rules.php#09)。

捌、學雜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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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別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收費類別
工業類

每學年學雜費
(含電腦實習費及網路使用費)
105,586 TWD
(約 3,406 USD)

備註：
1. USD：TWD≒1：31。
2.上述金額係依 105 學年度收費標準估列；詳細收費標準請至本校會計室網頁查詢
（http://w3.ocu.edu.tw/account/）。
3.以上不含書籍費，書籍費依照所修習的課程與出版商的訂價而有不同。
4.本校學雜費以新臺幣金額收費，上述美金金額僅供參考。

玖、住宿及生活
一、住宿
(一)入學後繳交健康證明書且通過審查者得分配校內 4~6 人宿舍，住宿費如下：
房型

每學年費用

4 人房

18,000 TWD (約 581 USD)

6 人房

13,800 TWD (約 445 USD)

備註：
1.以上費用未含住宿保證金 2,000 TWD (約 65 USD)。
2.上述金額係依 105 學年度收費標準估列；詳細收費標準請至本校會計室網頁查
詢（http://w3.ocu.edu.tw/account/）。
3.USD：TWD≒1：31。
(二)選擇校外住宿者，費用估計每間套房每個月約 5,000~8,000 TWD (約 161~258 USD)
(校外住宿通常以 6 個月為租期)。
二、生活（USD：TWD≒1：31）
(一)入學後所需辦理居留證、健康保險(如下)、體檢、銀行開戶等費用約 8,000 TWD (約
258 USD)。
1.入學六個月內需統一參加本校所安排之保險公司保險。
2.入學六個月後由本校統一辦理健保。
(二)個人生活費(例如食物、交通及其他費用等) 每個月不含娛樂及奢侈用品等約
10,000 TWD (約 323 USD)。

拾、附註
一、入學許可並不保證簽證取得，簽證須由我國駐外館處核給。
二、經核准入學之外國學生，需持符合報考證明之各項文件正本經查驗無誤後始准註冊入
學；各項證件如有偽造、變造、冒用、不實或利用錄取資格謀取不當利益等情事，一
經查獲即開除學籍，不發給任何就讀有關證明，並應負法律責任。如於畢業後始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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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者，除勒令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三、經核准入學之外國學生，於註冊時應參加本校所安排的保險公司投保 6 個月效期之醫
療及傷害保險，未投保者不得入學。
四、凡報名本招生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校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取得並保管考生個人資
料，在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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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榜時錄取生之個人姓
名將會以全名顯示於榜單上，且錄取生資料將移轉至學籍管理單位使用。
五、依教育部規定，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後，其於就學期間許可在臺初設戶籍登記、戶籍遷
入登記、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喪失外國學生身分，應予退學。
六、本簡章未規定事宜，悉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本校外國學生入學招生規定、
教務章則及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七、本簡章中文版與英譯版語意有所差異時，依中文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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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僑光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申請入學繳交資料檢查表
※請檢查您所繳交資料項目
確認欄 (V)

資料

份數

1.繳交資料檢查表Checking List

1

2.入學申請表 (黏貼 2 吋三個月內近照) Application Form

1

3.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 (影本) (附經公證之中文或
英文譯本) Certificate

1

4.歷年成績單 (影本) (附經公證之中文或英文譯本) Transcripts

1

5.財力證明書 Financial Statement

1

6.留學計畫書 Statement of Study Purpose

1

7.具結書 Affidavit

1

8.授權書 Letter of Authority

1

9.申請費 (郵政匯票正本或國外銀行電匯收據影本) Application Fee

1

10.國籍證明相關文件或護照影本 Copy of Passport

1

11.其他專業能力證明文件

1

12.申請入學文件驗證切結書 (如未及時備妥驗證文件)

1

※所有申請文件一律不退還，請自行保留備份。

申請人簽名：

日期：

本欄請勿填寫 (For Official Only)
申請編號
承辦人員簽章

主管簽章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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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僑光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申請入學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申請人須詳細逐項填寫此申請表，請用中文或英文正楷填寫。

申請編號：﹍﹍﹍﹍﹍﹍

2017年秋季班
申請學位別
Degree
申請系別
Department
身分備註
Notice

□學士(四年制)

Bachelor
請貼相片
Attach a recent bust
photograph taken in the last
3 months here

□新生

New Student

一、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英文) In English
申請人姓名 (中文)In Chinese
Name
出生日期
性別
□ 男 Male
□ 女 Female
Date of Birth
Gender
國籍
出生地
護照號碼
Nationality
City of Birth
Passport No.
通訊地址
Mail Address
電子郵件
E-mail
(請務必填寫正確之 E-MAIL，以利未來各項訊息之聯絡。)
電話
行動電話
Telephone
Cell Phone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父親
In Chinese
In English
Father’s Name
國籍
電話
National
Telephone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母親
In Chinese
In English
Mother’s
國籍
電話
Name
National
Telephone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在台聯絡人
In Chinese
In English
Contact Person
電話
電子郵件
in Taiwan
Telephone
E-mail
在台聯絡人住址
Address of Contact Person in
Taiwan
是否需要申請本校學生宿舍？ □是的，我要住宿舍，並將遵守宿舍規定 yes
□不，我不需要申請宿舍 no
Housing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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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背景 Educational Background
學程
Degree

學校名稱
Name of School

學校所在地
City/Country

畢業日期

學位
Degree

Date of Degree
Granted

主修
Major

中等學校
High School
學院或大學
University/College

三、財力支援狀況 Financial Supports
□ 個人儲蓄Personal Saving □ 父母支援Parents Supports

總額Amount：

總額Amount：

□ 其他來源Others
四、語文能力 Language Proficiency
(一)英文能力 English Proficiency
您是否參加過英語語文能力測驗?
聽 Listening
自我 說 Speaking
評估 讀 Reading
寫 Writing

□是

□ 佳 Good

□否

何種測驗
等級/分數

/
□不會Not at all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不會Not at all

□ 佳 Good

□ 差 Poor

□不會Not at all
□不會Not at all

(二)中文能力 Chinese Proficiency
學習中文幾年? How many years have you formally Studied Chinese?
學習中文環境(高中、大學、語文機構)？Where did you learn
Chinese?
您是否參加過中文語文能力測驗？
Have you taken any test of Chinese language □是Y □否N
proficiency

聽 Listening □ 佳 Good
自我 說 Speaking
評估 讀 Reading
寫 Writing

何種測驗？
What kind of test?

等級/分數

/

Score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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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 Others
健 康 情 形 Health Condition ： □ 佳 good □ 尚 可 average □ 差 poor ( 如 有 疾 病 或 缺 陷 請 敘
明：
)
個人著作：

(如有必要，請附一覽表)

※以上資料確實由本人填寫，並經詳細檢查，保證誠實且正確無誤。

申請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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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具 結 書
1. 本人保證符合中華民國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之規定。
2. 本人保證符合以下其中之一(請在下列各項□上確認打勾)：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並不具僑生資格。
□具外國國籍及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並於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
年以上者，且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年度接受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具外國國籍，且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於申請時已經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已滿八
年，並於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且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年度接
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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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曾為大陸地區人民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
3. 本人所提供之所有相關資料（包括學歷、護照及其他相關文件之正本及其影本）均為合法有效
之文件，如有不符規定或變造之情事，經查屬實者，本人同意取消其入學資格並註銷學籍，並
不得申請任何有關之學分證明或畢業證書。
4. 本人所提供之最高學歷證明，在畢業學校所在地國家均為合法有效取得畢業資格，並所持有之
證件相當於中華民國國內之各級合法學校授予之相當學位，如有不實或不符規定或變造之情
事，經查屬實者，本人同意取消其入學資格並註銷學籍，並不得申請任何有關之學分證明或畢
業證書。
5. 本人未曾遭中華民國國內各大專院校以操行、學業成績不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
退學。如違反此規定並經查證屬實者，本人同意取消其入學資格並註銷學籍。
6. 本人若於就學期間在臺初設戶籍登記、戶籍遷入登記、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以致喪失
外國學生身分，本人接受校方退學之處分。
7. 簡章中文版與英譯版語意有所差異時，依中文版為主。
8. 本人已閱畢簡章條文，並遵守所有簡章上相關之規定。
※ 上述所陳之任一事項同意授權
校學則規定辦理，絕無異議。
立 書 人：

貴校查證，如有不實或不符規定等情事屬實者，本人願依

簽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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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

【附表四】

授權書

我授權僑光科技大學查證我所提供的所有資料。

立 書 人：
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簽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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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申請入學文件驗證切結書
□ 2017年秋季班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申請

貴校_____________________(系所名) ，

依規定應於報名時繳交：
□經駐外單位驗證之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中文或英文譯本(影本)
□經駐外單位驗證之最高學歷成績單中文或英文譯本(影本)
因故未及備妥以上勾選文件，謹此具結保證如獲錄取，須於報到時補繳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若未如期繳驗或經查證不符合

貴校報考條件，本人自願放棄入學資格，絕無異議。

此致
僑光科技大學

立書人簽章：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具結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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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附表六】

僑光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報名專用信封
應考人姓名(Full Name)：
聯絡電話(Name)：
通訊地址(Address)：

請自行貼足
限時掛號郵資
STAMP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Registration and Curriculum Division
僑光科技大學 註冊課務組 啟
TO：No.100, Qiaoguang Rd.,
Xitun Dist.,
Taichung City 40721,
Taiwan (R.O.C.)
40721 台中市西屯區僑光路 100 號
一、※請將本信封封面黏貼於 B4 信封袋上使用。
二、以上各項表件，請以 A4 格式依上表各項次由上而下整理後，平放(勿摺疊)裝入信封內。
三、每一信封限裝一人報名表件，並請以國際快捷(EMS)郵寄；如以平信郵寄發生遺失或遲誤，導致無法報名者，考
生應自行負責。
四、資格不符或表件不齊遭退件而無法報名，概由考生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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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編製
地址：台中市 40721 西屯區僑光路 100 號
電話：(04)2701-6855
傳真：(04)2451-4641
網址：http://www.ocu.edu.tw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