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籍生



STEP 1 

請確認您符合外國學生申請資格
Make sure you are eligible to apply as 

an international

STEP 2 

申請文件

Required Documents

STEP 3 
線上申請與繳件

Apply online and submit required documents

2017年2月6日 臺灣時間13：00至2017年4
月14日臺灣時間24：00止

February 6 (13:00 Taiwan Time, GMT+8) to 
April 14 (24:00 Taiwan Time, GMT+8), 2017

STEP 4 
榜單公告、寄發入學許可

Announcement of Admission Results and 
Mailing of Certificate of Admission

STEP 5
回覆入學意願

Submitting the Intent to 
Enroll

STEP 6
報到 & 註冊入學

Check-in at FJCU & Registration

詳細招生資料請至本校招生資訊網http://www.oie.fju.edu.tw/admission查詢，並以當年度招生簡章為準

The detail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s and of the school enrollment http://www.oie.fju.edu.tw/admission , 
please prevail when the annual brochures.

項目 What 日期 When

線上申請與繳件
Apply online and submit required documents
http://www.oie.fju.edu.tw/admission

2017年2月 6日臺灣時間13：00至
2017年4月14日臺灣時間24：00止
February 6 (13:00 Taiwan Time, GMT+8) to
April 14 (24:00 Taiwan Time, GMT+8), 2017

審查或甄試
Review of applications or entrance exams

2017年5月8日至2017年5月22日
May 8 to May 22, 2017

公告錄取名單
Admission results announced

2017年6月2日
June 2, 2017

寄發入學許可
Mailing of Certificate of Admission

2017年6月6日
June 6, 2017

正取生回覆入學意願截止日
Deadline to submit Intent to Enroll

2017年6月25日
June 25, 2017

通知備取生遞補
Waitlisted applicants notified of admission

2017年6月29日至2017年7月31日
June 29 to July 31, 2017

報到與註冊入學
Check-in and registration

2017年9月
September, 2017

http://www.oie.fju.edu.tw/admission/block/view/sn/569/lang/zh_TW
http://www.oie.fju.edu.tw/admission/block/view/sn/569/lang/zh_TW
http://www.oie.fju.edu.tw/admission/block/view/sn/576
http://www.oie.fju.edu.tw/admission/block/view/sn/576
http://admission.oie.fju.edu.tw/
http://admission.oie.fju.edu.tw/
http://www.oie.fju.edu.tw/admission
http://www.oie.fju.edu.tw/admission
http://www.oie.fju.edu.tw/admission


陸生



04

03

02

01查询报名资格

户籍：应届毕业生入学学士班时户籍所在地、非应届毕业生现在户籍所在地，为大陆北京、上海、江苏、
浙江、福建、广东、湖北及辽宁8省市之大陆地区人民

1.持台湾认可名册所列大陆地区高等学校或机构之学士学位毕业证（明）书及学位证（明）书。
2.具符合台湾采认规定之香港或澳门大学校院学士学位或具报考硕士班同等学力资格。
3.具台湾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校院学士学位或具报考硕士班同等学力资格。
4.具符合台湾采认规定之外国大学校院学士学位或具报考硕士班同等学力资格。
5.以大陆地区学生联合招生委员会网站「下载专区」http://rusen.stust.edu.tw/网站公告之认可名册为准。

陆联会在线报名

報名時間
2017 年3 月1 日上午9 時起

至
4 月6 日下午5 時截止。

缴寄资料
1.基本数据
（1）报名表
（2）学历证明文件
（3）财力证明

2.招生学校系所规定资料
（1）招生学校系所申请表
（2）在校历年成绩单复印件
（3）招生学校系所规定应缴交之资料

（大陆学历）向大陆地区「海峡两岸招生服务中心」申请代办学历文件认证

分发录取

预分发：陆联会依据各招生学校系所审查结果及申请人于网络报名时所选填之志愿顺序进行统一
分发，各招生学校系所可不足额录取。申请人可于指定时间，至陆联会网站查询预分发
结果，获得正取和备取者，称为预录生

正式分发：预录生务须指定时间至陆联会网站报名系统登记参加正式分发陆联会依据预分发及
预录生登记结果再次进行统一分发，分发时产生之缺额可流用至同校其他系组，流用
顺序由招生学校定之，正式分发结果可于指定时间至陆联会网站查询。本次分发不再
列备取生，获录取者，称为录取生，取得来台就学资格。

申请来台入境
准备事项

录取生邮寄证件至录取学校
（一）就学申请书
（二）大陆地区居民身分证复印件
（三）委托学校代为办理进入台湾申请手续之委托书复印件

详细招生资料请至陆联会网站http://rusen.stust.edu.tw/cpx/index.html查询，并以当年度招生简章为准

社会企业硕士学程规定应缴交之资料
1.推荐函2封
2.自传(1,000字为限)
3.职涯探索及职涯规划（5,000字为限）
4.大学歷年成绩单
5.其他有助于审查之资料
(特别欢迎提供社会参与相关经验补充资料)

http://rusen.stust.edu.tw/
http://rusen.stust.edu.tw/cpx/index.html
http://hxla.gatzs.com.cn/
http://hxla.gatzs.com.cn/
http://rusen.stust.edu.tw/cpx/index.html


港澳生



04

03

02

01查詢報名資格

詳細招生資料請至海外聯招會網站http://www.overseas.ncnu.edu.tw/查詢，並以當年度招生簡章為準

依據「香港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辦法」第7 條訂定之。

1. 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第4 條

2. 具有香港或澳門永久居留資格證件且最近連續居留港澳或海外6 年以上者，得申請來臺就學

3. 申請就讀碩士班者需具備學士學位（教育部認可之學校）

申請方式

一．申請時間：上網填報時間
1.香港：自西元2017 年11 月1 日上午9 時起至12 月22 日下午5 時止
收件時間自西元2017 年12 月9 日至12 月22 日止
2.澳門：自西元2017 年11 月1 日起至12 月15 日截止

二．申請地點：請至以下地點申請，不得越區申請：
1.香港：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九龍辦公室（海華服務基金）
地址：香港九龍尖沙咀彌敦道101 號海防大廈701-3 室；電話：23323361-4
2.澳門：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
地址：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411- 417 號皇朝廣場五樓J-O 座；電話：28306289

繳交表件

請先至海外聯招會網站（網址：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b01）登錄個人基本資料並選填
志願後，列印各項申請表格備用

（一）申請表一式4 份
（二）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影本
（三）切結書
（四）學歷證件
（五）志願校系審查資料上傳確認書

公告錄取海外聯招會約於 3 月中公告錄取名單，分發結果以海外聯招會
榜單公告為主。請至網頁(http://www.overseas.ncnu.edu.tw)查榜

社會企業碩士學程審查資料:
1.自傳
2.職涯規畫
3.成績單正本一份
4.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16605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63210&ctNode=5654&mp=1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b02/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b01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海外僑生



1.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至今，或在海外最近連續居留滿6年

2.取得僑居地之長期或永久居留證明

3.申請就讀碩士班者需具備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力）

申請資格

01

申請方式

(四)學歷證件
(五)志願校系審查資料上傳確認書

02

公告錄取 海外聯招會約於3 月中公告錄取名單，分發結果以本會
榜單公告為準。請至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頁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查榜

03

1.申請時間：
自西元2017 年11 月1 日起至12 月15 日截止。凡逾時報名或所附證
件不齊全者，一律不予受理，亦不得申請延繳。
2.申請地點：
請就近向僑居地我政府駐外館處、僑務委員會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提出申請。

請先至海外聯招會網站：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b02
登錄個人基本資料並選填志願後，列印各項申請表格備用。繳交表件

04
詳細招生資料請至海外聯招會網站http://www.overseas.ncnu.edu.tw/查詢，並以當年度招生簡章為準

社會企業碩士學程審查資料:
1.自傳
2.職涯規畫
3.成績單正本一份
4.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一)申請表一式3 份
(二)僑居地居留證件
(三)切結書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aspx?id=student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b02/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b02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國內大學畢業之僑生及港澳生



請先至海外聯招會網站：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b03
登錄個人基本資料並選填志願後，列印各項申請表格備用。

1. 依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14 條規定，在臺灣地區大
學取得學士學位（含應屆畢業）之僑生，得依本簡章之規定向海
外聯招會申請入學大學校院碩士班
2.依據「香港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辦法」第12 條規定，在臺灣地區
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含應屆畢業）之港澳學生，得依本簡章之規
定向海外聯招會申請入學大學校院碩士班

申請資格

01

申請方式

02

公告錄取 海外聯招會約於3 月中公告錄取名單，分發結果以本會
榜單公告為準。請至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頁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查榜

03

1.採現場或通信報名
2.申請時間：自西元2017 年11 月1 日起至12 月15 日截止
（以臺灣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
3.郵寄地址：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
（地址：54561 南投縣埔里鎮大學路1 號）

繳交表件

04
詳細招生資料請至海外聯招會網站http://www.overseas.ncnu.edu.tw/查詢，並以當年度招生簡章為準

(四)在臺之大學歷年成績單正本1 份
(五)志願校系審查資料上傳確認書

社會企業碩士學程審查資料:
1.自傳
2.職涯規畫
3.成績單正本一份
4.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一)申請表一式3 份
(二)身分證明文件1 份
(三)在臺之大學畢業證
書影本1 份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b03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國內大學畢業之僑生及港澳學生 海外僑生 港澳學生

申請時間 2017 年11 月1 日起至12 月15 日截止 2017 年11 月1 日起至12 月15 日截止
香港：自西元2017 年11 月1 日起至12 月22 日截止
澳門：自西元2017 年11 月1 日起至12 月15 日截止

繳交表件
請先至海外聯招會網站（網址：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b01）登

錄個人基本資料並選填志願後，列印各項申請表格備用。

公告錄取名單 2018年3月中旬

申請資料

(一)申請表一式3份

(二)身分證明文件1份

(三)在臺之大學(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1份

(四)在臺之大學(研究所)歷年成績單正本1份

(五)志願校系審查資料上傳確認書

社會企業碩士學程審查資料:
1.自傳
2.職涯規畫
3.成績單正本一份
4.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一)申請表一式3份

(二)僑居地居留證件

(三)大學(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

(四)大學(研究所)歷年成績單影本

(五)切結書

(六)志願校系審查資料上傳確認書

社會企業碩士學程審查資料:
1.自傳
2.職涯規畫
3.成績單正本一份
4.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一)申請表一式4份

(二)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影本

(三)切結書

(四)大學(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或同等學歷文件影本

(五)大學(研究所)歷年成績單影本

(六)志願校系審查資料上傳確認書

社會企業碩士學程審查資料:
1.自傳
2.職涯規畫
3.成績單正本一份
4.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b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