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表僅供參考

僑生(含港澳生)與外國學生身分有何區別？
一日為僑生，終身視為僑生；選擇當外國學生，一輩子不能變回僑生。
身分
認定/資格

僑生(含港澳生)

外國學生

1. 係指在海外出生連續居留迄今，或最近連續居留海外 6 年以
上，並取得當地永久或長期居留證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
2. 僑生身分認定，由僑務委員會為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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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兼具中華民國國籍且符合下列規定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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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港澳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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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者。
4. 曾為大陸地區人民具外國國籍者。

1.

香港或澳門居民，最近連續居留港澳或海外 6 年以上，每曆年在臺灣地區停留期
間不得逾 120 日。取得港澳護照或永久居留資格證件。

2.

港澳生身分之認定，由教育部為之

以上 2.至 4.項尚需符合以下條件：(1)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2) 申請時已連續居
留海外六年以上。

法源
入學途徑
審核與報名
方式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香港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辦法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明新科技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

聯合分發

自行招收

聯合分發

個人申請

透過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考試

2017 年 9 月份開放入學

1. 依明新科大規定使用申請方式入學，僅書面審核無須經過筆
試。
1. 依明新科大規定使用 2. 線上申請入學(無須郵寄紙本報名) https://goo.gl/C2BQRj

申請方式入學，僅書
面審核無須經過筆
試。

2. 紙本申請
錄取標準

由 海 外 聯 招 會 1. 由海外聯招會將 由明新科大自訂錄取 標 由明新科大自訂錄取標準審查，一次最多可申請 3 個系所
訂 定 錄 取 標
申請者表件送志 準審查
準。（最多填寫
願校系（最多 3
70 個校系）
個校系）審查，
以決定是否錄
取。
2. 未獲錄取者，併
入聯合分發管道
辦理分發。
各系所約 9-10 名

未定

名額

各系所約 1 名

無人數限制，符合資格者皆可入學

申請入學文
憑

以下文件擇一收取
1. 馬來西亞華文獨立中學統一考試證書(UEC)
2. STPM 或 ALEVEL

畢業證書(離校證明)與歷年成績單，與以下文件擇一收取
1. 馬來西亞華文獨立中學統一考試證書(UEC)
2. STPM 或 ALEVEL

3. SPM 或 Pernyataan（或SAP）或 OLEVEL文憑。

3. SPM 或 Pernyataan（或SAP）或 OLEVEL文憑。

審查合格者，由明新科大 審查合格者，由明新科大發給入學許可通知。
發給入學許可通知
未定
春季班：10 月至 11 月 30 日

錄取程序

由海外聯招會統籌辦理分發。

報名時間/入
學別

由海外聯招會統籌辦理

學生獎助學
金

政府獎學金：(依當年度情況可能有所調整)

秋季班：3 月至 6 月 30 日
政府獎學金：(依當年度情況可能有所調整)

1. 優秀僑生獎學金：第一學年初領每月 NTD12,500 元，第二學年 1. 臺灣獎學金(自行向政府申請)：學費及雜費：受獎生學費及雜
以後續領者每月 NTD10,000 元。(自行向政府申請)
2. 菁英僑生獎學金：初領及續領者每月 NTD25,000 元。(自行向
政府申請)

費上限於 NTD40,000 元以內。生活補助費：補助大學生每月
NTD15,000 元；碩士及博士生每月 NTD20,000 元。

3. 補助大學設置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每人每月約 NTD10,000 明新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向本校申請)
元）(自行向政府申請)
4. 清寒僑生助學金（每人每年約 NTD36,000 元）(透過學校代為
申請)
5. 清寒僑生工讀補助（每人每月約 NTD2,300 元）(透過學校代為
申請)
6. 在學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每名 NTD5,000 元）(透過學校代為

1. 全額學雜費用獎學金
2. 5,000 元/月生活補助獎學金
3. 優良華語文獎學金，新台幣 20,000 元/學期，提供 4 學期
4. 學業優良獎學金

申請)
7.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目前共計 100 餘種（每名 NTD5,000 元
以上至 150,000 元左右不等）(透過學校代為申請)

明新科技大學獎學金(向本校申請) (未定)
急難救助及
傷病醫療保
險補助
在學輔導及
畢業聯繫機
制

1. 僑生傷病醫療保險(入台前 6 個月)

1. 外國新生醫療保險(入台前 6 個月)

2. 全民健康保險

2. 全民健康保險

3. 在學醫療及傷病急難救助申請

3. 在學醫療及傷病急難救助申請

政府方面：

1. 可使用一般台灣學生可使用之校內資源。
2. 明新科大設有外生輔導與服務中心，專責協助外國學生

1. 在學輔導：僑務委員會及教育部共同輔導。
2. 畢業聯繫：僑務委員會輔導。
學校方面：
1. 可使用一般台灣學生可使用之校內資源。
2. 明新科大特設有外生輔導與服務中心，專責協助僑生

3. 設有 FaceBook 社團 M-I-S-C，快速連繫在校生與畢業校友。

3. 設有 FaceBook 社團 M-I-S-C，快速連繫在校生與畢業校友。

繼續升學

於國內大學畢業後，如繼 於國內大學畢業後，如繼續攻讀碩士，依明新科大規定使用申請
學位之僑生，得向海外聯招會申請 續攻讀碩士，依明新科大 方式入學，僅書面審核無須經過筆試。
規定使用申請方式入
入學碩士以上學程。已依前述規定
學，僅書面審核無須經過
分發並註冊入學者，不得再依前述
筆試。
規定提出同級學程之申請。

1. 在台灣之大學校院取得學士以上

2. 自行報考研究所入學考試者，應依
國內學生錄取標準辦理。
畢業門檻

畢業學分修滿後，仍須符合畢業門檻與軟能力要求後才可畢業

畢業學分修滿後，並須符合畢業門檻後才可畢業(無須軟能力要
求)

打工機會
畢業後留台

取得工作許可證後，學期中每星期工作時間最長為 20 小時，寒暑假不受此限。
經勞動部審核累計點數滿 70 點，即符合資格。

工作
相關網站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http://www.moe.gov.tw/dice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http://www.moe.gov.tw/dice

僑務委員會 http://www.ocac.gov.tw

明新科技大學外國學生專區 http://fg.must.edu.tw/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http://ezworktaiwan.wda.gov.tw/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http://ezworktaiwan.wda.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