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5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議通過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 

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招生簡章 

 

 重要日程 

 報名日期：自公告日起至 2018年 7 月 31日(星期二)下午 5：00止 

 外國學生註冊、報到：2018 年 9月開始 

 新生座談會：2018年 9月 26 日 13:00-17:00 

 開學日：2018年 9月 10日 

 相關資訊 

 簡章下載及錄取名單公告網址：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國際交流中心網頁 

http://www.takming.edu.tw/otc/pages/lan/student_tw/adminfo.html 

 聯絡資訊 

    聯絡單位：研究發展處 國際交流中心 

        聯絡電話：+886-2-2658-5801轉 2440,2441  

        傳    真：+886-2-2797-2870 

        連絡信箱：viola721@takming.edu.tw  

        本校地址：11451 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 1段 56號 

 台北交通運輸資訊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Taipei Metro)網址： 

http://english.trtc.com.tw/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查詢網址：   

http://english.dot.taipei.gov.tw/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  印製

http://www.takming.edu.tw/otc/pages/lan/student_tw/adm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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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資格 

(一)外國學生高中畢業者，得申請入學本校日間部四年制各系修讀學士學位。 

 

(二)申請者應依本校「外國學生就學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第二條及第三條之規定：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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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依本規定申請

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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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者，亦得依本規定

申請入學： 

一、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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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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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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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教育部核准，得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二項所定六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終日計算之。 

第二項所稱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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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逾一百二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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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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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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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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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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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第二項規

定之限制。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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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入學。 

前項所稱連續居留，指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日。但符合前條第

五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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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併入前項連續居留期間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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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入學本校。 

前項所稱連續居留，指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日。但符合前條第

五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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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併入海外連續居留期間計算。 

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六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終日

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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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招生系別及招生名額 

學院 學位類別 系所別 班別名稱 招生對象 
招生

名額 

財金學院 四年制學士 會計資訊系 

財金學院會計資訊系 

新南向國家財金 

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越南籍 40 

管理學院 四年制學士 行銷管理系 
管理學院行銷管理系 

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越南籍 40 

申請注意事項 

(一) 申請人應符合申請資格及申請之各項規定。 

(二) 外國學生經入學大專校院，因操行、學業成績不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

致遭退學者，不得向本校申請入學；若違反此規定並經查證屬實者，本校得撤銷

其入學資格。 

(三) 本校教學以中文為主，申請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四) 學生修讀學士學位，四年制修業年限以四年為原則、二年制修業年限以二年為原

則、碩士班以二年為原則；學生未能於規定修業年限內畢業者，得延長修業年限，

但以延長二學年為限。 

(五) 已錄取之學生，如經發現申請資格不符規定或所繳交之證明文件有假借、冒用、

偽造、或塗改者，即取消入學資格，且不發給任何學歷(力)證明。如在畢業後始

發現上述情事者，除勒令繳回撤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六) 申請入學表之通訊地址欄，請填寫永久地址及電話，如通知無法寄達或連絡，視

為放棄權益。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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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外國學生有違反就業服務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者，本校應即依規定處理。 

(九)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本校「外國學生

就學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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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日期、報名方式及繳交證件 

本申請入學免繳報名費用，申請人須檢附下列申請表件，於2018年7月31日(星期三)下午五時

以前，以親自報名或通訊報名方式，將申請資料送達本校研發處國際交流中心，逾時不予受

理，未繳申請資料或資料不全者視同不符申請條件。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國際交流中心地址:11451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56號綜合大樓A219-1室 

項次 繳交證件名稱 

1 入學申請表正本 1 份 (附表一) (申請表上請貼妥最近 3 個月內二吋半身照片 1 張) 

2 3 個月內二吋半身照片共 3 張 (照片背後請註明姓名，其中一張請貼於申請表上) 

3 護照影本 2 份 

4 外僑居留證影本 1 份 (未曾入境台灣者免附) 

5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須翻譯成華文或英文，並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

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簡稱駐外館處)驗證。 

6 高中全部成績單 1 份。 

﹝備註：越南學生申請者，須繳交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及全部成績單，二者均須經越南

各省市司法科翻譯成華語或英文，並經河內或胡志明市外務廳及我國駐外館處驗證，

華文與越文影本各 1 份。﹞ 

7 入學審查授權書 1 份 (附表二) 

8 外國學生通訊錄 1 份 (附表三) 

9 英文或中文留學計畫書 1份 (附表四) (內容包括家庭背景介紹及來台學習目的等內容)  

10 
財力證明書 1 份： 

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 

11 推薦書 1 份。 

12 
半年內之健康檢查證明書(包括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有關檢查)1 份，經我國駐外館處驗

證。(已經入境台灣者免附) 

13 
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1 級(基礎級)以上能力證明，或「臺灣教育中心」(TEIC)華

語班 1級(基礎級)研習結業證書，或其他相關華語程度認證資料。 

14 其他有利之審查資料。 

四、錄取公告 

申請生申請資料由各系審查後，經本校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議審議合格者，始得入校就

讀。錄取名單將公告於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國際交流中心網頁，並電郵「錄取通知書」告

知錄取學生，當週寄發「入學許可證明」併同註冊資料給錄取學生辦理入境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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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到及註冊入學 

(一) 錄取生應依入學通知書之規定日期辦理報到及到校註冊，註冊時應繳驗護照、學歷

證件及成績單(均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逾期未報到註冊者，取消入學資格。 

(二) 新生註冊時應檢附已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六個月效期之醫療及傷害保險，前項保

險證明如為國外所核發者，應經駐外館處驗證，在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等

相關保險證明文件，其保險有效期須包含在臺就學期間。如尚未投保者(限具正式學

籍生)，可於註冊時繳納保險費，由本校代辦投保事宜。 

六、各項收費標準 

(一) 學雜費及住宿費用：  

學位類別 學費 (一學期) 住宿費 (一學期) 

四年制學士 NT$ 48,132 

第一宿舍 (校內): 

NT$ 12,000 

(寒暑假需搬出，有 23:00 門禁) 

第二宿舍 (校外): 

NT$ 17,700 

(寒暑假不用搬遷，無門禁) 

1. 大學部每學期學費以 US$1,400 計算，會因匯率不同而有所調整。 

2. 學費包含學費，雜費，電腦費，游泳池費及保險費，大學部學雜費粗估如下: 

學雜費: US$1,400 (以美金兌台幣 1:30 估算，約 NT$42,000) 

電腦費:NT$ 850 

游泳池費: NT$500 

醫療保險費: NT$4,494 

學生團體意外傷害保險: NT$ 288  

3. 醫療保險費用說明: 學生居留未滿 6 個月，尚未符合健保投保資格，須投保國泰

外籍生團險(每月新台幣 500 元)。學生居留滿 6 個月後，應依法強制加保全民健

保(每月新台幣 749 元)。註冊時將先收取 6 個月保費，共新台幣 4,494 元，於期

中後再行退費。  

4. 欲申請宿舍者請於申請入學送件時註明。 

七、備註 

(一) 外國學生之註冊、選課及保留入學資格、休學、退學等學籍管理依本校學則辦理；

學業輔導及生活考核等事項依學生事務章則辦理。 

(二) 外國學生入境滿4個月後可加入全民健康保險，健保費依衛福部規定繳交，如尚未投

保者(限具正式學籍生)，可於註冊時繳納保險費，由本校代辦投保事宜。 

(三) 獲准入學之學士班外國學生，到校時若已逾該學年度第一學期三分之一時程者，當

學年度不得入學。 

(四) 外國學生修讀學位或學分應繳納之學雜費或學分費與本國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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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Tak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外國學生入學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dmission 

 

申請人須以正楷詳細逐項填寫 Complete the form with handwriting or typing.  

申請人姓名 
Applicant Name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住 址 
Permanent Address 

 
電 話 
Telephone 

(     ) 

現在通訊處 
Mailing Address 

 E-mail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國 籍 
Nationality 

 
性 別 

Sex 
□男 Male 
□女 Female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外僑居留證號碼 

ARC No. 
 

監護/緊急聯絡人
Legal 

Guardian/Emergency 
Contact  

姓名 Name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住址 
Address 

電話 
Telephone 

與申請人關係 

Relationship 

職業 
Occupation 

學歷 Educational background 

學程 

Degree 

學校名稱 

Name of Institute 

學校所在地 

City and Country 

主修學門 

Major 

副修學門 

Minor 

就學期間 

Duration of study 

學位/證書 

Degree/Diploma

/Certificate  

取得學位日期 

Date of Degree 

Granted 

高級中學 

High School        

大學/學院 

Undergraduate 

/ College 

       

       

其他訓練 

Other Training  

擬申請就讀之班級 Which class do you want to apply for Takming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申請志願

Preference 系名 Department 班別名稱 Class 

第一志願(First)   

第二志願(Second): 
  

第三志願(Third):      

住宿需求 Do you want to apply a dorm？   

□是 Yes  □校內宿舍(第一宿舍) campus dorm  □校外宿舍(第二宿舍) outside campus dorm 

□否 No   

最近二吋相片 

Attach one recent 

photograph here 

(about 1”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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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能力 Chinese Level 

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 

□入門級 Level 1(A1) □基礎級 Level 2(A2) □進階級 Level 3(B1) □高階級 Level 4(B2) 

華語學習機構 Chinese Learning institution 

語 文 中 心 名 稱 
I n s t i t u t i o n  n a m e 

修 課 起 迄 
From yy/mm/dd to yy/mm/dd 

合計年數 
total time 

結業級數
Level 

             
 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 
   yy     mm     dd         yy     mm     dd    year   month  

其他華語證照 Other Chinese Language Identifation 

認 證 機 構 名 稱 Institution 發 證 國 家 country     發 證 日 期 date       證 照 級 數 Level 

   
_____/_____/_____ 
 yy     mm     dd   

 

語文能力(請用優、佳、尚可、差、不會) Language proficiency (Please check boxes applicable to you) 

中文 
Chinese 

聽 Listening □優 Excellent □佳 Good □尚可 Average □差 Poor □不會 None 

說 Speaking □優 Excellent □佳 Good □尚可 Average □差 Poor □不會 None 

讀 Reading □優 Excellent □佳 Good □尚可 Average □差 Poor □不會 None 

寫 Writing □優 Excellent □佳 Good □尚可 Average □差 Poor □不會 None 

英文 
English 

聽 Listening □優 Excellent □佳 Good □尚可 Average □差 Poor □不會 None 

說 Speaking □優 Excellent □佳 Good □尚可 Average □差 Poor □不會 None 

讀 Reading □優 Excellent □佳 Good □尚可 Average □差 Poor □不會 None 

寫 Writing □優 Excellent □佳 Good □尚可 Average □差 Poor □不會 None 

其他 
Others 

 
 

__________ 

聽 Listening □優 Excellent □佳 Good □尚可 Average □差 Poor □不會 None 

說 Speaking □優 Excellent □佳 Good □尚可 Average □差 Poor □不會 None 

讀 Reading □優 Excellent □佳 Good □尚可 Average □差 Poor □不會 None 

寫 Writing □優 Excellent □佳 Good □尚可 Average □差 Poor □不會 None 

財力支援狀況：在本校求學期間費用來源 What is your major financial resource while you study in Taiwan？ 

□個人儲蓄 Personal Savings □父母支援 Parent Support 

□獎助學金 Scholarship □其他 Others  

切結書 Declaration 

一、 本人保證未具僑生身分且不具中華民國國籍。 
I guarantee that I do not have the overseas Chinese status and do not hold a Republic of China passport. 

二、 本人保證所提供之證明書為合法有效取得，該證書相當中華民國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授予之證明書。 
I guarantee that the certification I am to provide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pplication has been lawfully 
and effectively issued by the school I attended previously. The certification as reflected equals 
to what can be granted by Tak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R.O.C. 

三、 本人保證在臺從未以「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申請入學中華民國國內大學院校。 
I guarantee that I have never applied for admission to be a student at any other universities in the 
R.O.C. in accordance with “Application Regulation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to Study in the R.O.C.” 

四、 本人保證在中華民國未曾完成申請就學學程或遭退學。 
I guarantee that I have never completed or been expelled from any academic programs in the R.O.C. 

五、 上述所陳之任一事項同意授權 貴校查證，如有不實或不符規定等情事屬實者，本人願依 貴校相關規定辦理，絕無異議。 
I agree to authorize Tak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verify any information provided 
above. I am willing to follow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ak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out any objections should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e found untruthful.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Applicant’s signature:                  Date of application: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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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Tak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外國學生入學審查授權書 
Authorization Statement  

 

本人授權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查證本人所提供的資料，本人並授權： 

I authorize Tak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undertake 

verifications of the information I have provided and I authorize:  

□學校 Educational institutes,  

□相關負責人員 Staffs,  

□其他 Others       

提供關於我的資料，並使他們免責於此一行為。 

To release information they may have about me and release them from any 

liability for doing so.  

 

 

 

簽名 Signature：                

姓名(全名)Print full name：             

護照號碼 Passport number：                   

生日 Date of birth：               

簽署此授權書日期 Date 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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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Tak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外國學生通訊錄 Directiry 

 

申請人姓名 
Applicant Name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通訊處 
Mailing Address  

電話 
Telephone 

 
性 別 

Sex 
□男 Male □女 Female 

電子郵件 
E-mail (1) 

 
國 籍 

Nationality 
 

電子郵件 
E-mail (2)  

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line  
生日 

Birthday 
 

 

緊急聯絡人資料 Emergency Contact 

台灣 Taiwan 

聯絡人 

Contact name 

聯絡人電話 

Contact telephone 

關係 

Relationship 

地址  

Address 

 

 

 

 

 

  

 

 

家鄉 Hometown 

聯絡人 

Contact name 

聯絡人電話 

Contact telephone 

關係 

Relationship 

地址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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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Tak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留學計畫書 
Study Plan 

 

 

申請人 Applicant                          

 

請以中文或英文書寫 Please write in Chinese or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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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位置及交通資訊 

Location and Traffic Information 

 
交通資訊說明： 

一、搭乘公車、客運 (BUS)： 

1.台北車站：公車 247、287 至捷運西湖站  

2.大直：公車 21、28、222、247、256、267、286、287、902、紅 2、棕 16、藍 7 至捷

運 西湖站  

3.士林：公車 620、646、902 至捷運西湖站  

4.市政府站：公車藍 7、藍 26 至捷運西湖站，藍 27 至西湖國中站  

5.國光客運(原台汽)：基隆--石牌線(國北護大)至西湖國中站 

二、搭乘捷運再轉乘公車 (MRT)：  

1. 捷運 1 號文湖線：至西湖站 Xihu Station (EXIT NO. 1) (1 號出口，步行約 8 分鐘)  

2. 捷運 2 號淡水信義線：至圓山站轉乘公車紅 2、21、247 及 287 區間車  

3. 捷運 3 號松山新店線：至南京復興站轉乘 1 號文湖線至西湖站  

4. 捷運 4 號中和新蘆線：至民權西路站轉公車 21 號，至捷運西湖站  

5. 捷運 5 號板南線：至忠孝復興站轉捷運 1 號文湖線至西湖站 

三、駕自用車者來校路線 (CAR)：  

經中山高速公路由濱江交流道下，沿濱江街上大直橋，右轉至北安路、內湖路，至環山 路

口時左轉直走即達本校、或由堤頂交流道下轉內湖方向，至基湖路口右轉接環山路直走到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