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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台灣升學—從實地考察理解到台升學策略 

何俊恩幹事、鄭惠儀副主席 

 

引言 

香港新學制落實以來，到內地、台灣升讀學位課程的方法及前景漸受關注，但也有不少同工對

往兩岸學位的認受性存疑，對不同院校的辦學水平認識不多，難以給學生和家長全面的而確定

的輔導。感謝香港中文中學聯會的邀請，讓本會幹事參與於2013 年4 月10 至14 日舉辦的「台

灣升學考察團」，走訪七間國立和私立大學，了解到台升學的關鍵資料和策略。 

 

香港學生若想升讀台灣大學，以「個人申請」或「聯合分發」制度經海華服務基金提交申請最

為便利。前者以學生校內成績、學校推薦及其他範疇表現確認取錄結果，後者以文憑詴成績為

收生基礎。二零一三年中學畢業生申請已於4 月8 日截止，共接獲3829 人申請，打破歷年紀

錄，三月底前個人申請結果亦已公佈。當然，最後有多少獲分配學位的學生接受取錄條件往台

升學還待確定，但愈來愈多香港學生以此為多元出路之一卻是不爭的事實。 

 

台灣高等教育發展現況 

香港輔導老師和學生選讀台灣大學課程的難點之一是對各大學理解不深。台灣現有大學 146

所，能正名為大學的其中一個條件是校園的面積最少要有 5公頃（中大為 134公頃，嶺南為

3.4公頃）。台灣最大的大學是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面積是 553.9公頃。今次考察的 7間大學

中，面積最大的是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為 150公頃；最小的是南台科技大學，面積為 13.8公

頃。 

 

台灣大學可按兩個向度來分類。按學科專業劃分，「綜合大學」屬於傳統高教體制，著重基礎

理論知識之傳授，多數大學及系所頗具盛名，可習得較紮實深厚的理論基礎，進而奠定研究發

展與繼續深造之根基；「科技大學」屬於新興高教體制，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皆屬之，科系之

設置多與應用實務相關，重視學生操作訓練與技術養成，師資多來自業界，實務實習機會多。 

 

若按院校的財政來源來分類，可分為「國立」和「私立」大學。一般而言，國立大學的學雜費

用大約是私立大學的一半，文科院系較便宜，醫學院系較貴約 2 倍左右。若合計生活費及學

雜費用，就讀國立大學每年開銷約港幣 1.8 萬到 3.6 萬之間，私立大學則約 2.5 萬到 5 萬之

間。但因每所學校收費標準不同，個人消費習慣也有所差異，因此估算費用僅供參考。著名的

國立大學有台灣大學（法律及醫科）、成功大學（土木工程）、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台北大

學（法律）、中興大學（獸醫及農業）、台北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中山大學、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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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藝術大學等。台灣的私立大學亦辦得很出色，個別學系的排名甚高，如淡江大學的外語系、

南台科技大學的工程系等。有些私立大學由大規模的公司集團辦學，如元智大學（遠東集團）、

南台科技大學（統一集團）等，投放不少資源在學校，如虛擬攝影棚、環場互動娛樂實驗室等。

另外，私立學校亦提供不少獎學金給香港學生。著名的私立大學有淡江大學、輔仁大學、東吳

大學、陽明醫學院、東海大學、南台科技大學、逢甲大學、靜宜大學、文化大學等。近年，有

數間水準不錯的私立大學積極地招收香港學生，如玄奘大學、義守大學、大葉大學等，今年在

個人分發階段已招收了 300多名學生。 

 

探訪記錄 

元智大學 

這所私立桃園內壢的大學去年取錄了58 位香港學生。元智大學名列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

刊2011-2012 年世界大學排行榜前400 大，並於2012年獲評為全球百大潛力大學。元智大學的

管理學院及資管系全數通過美國國際商學院聯合會(AACSB)認證，而工程及電機通訊學院亦通

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除此之外，校園景觀是元智大學的一大特色，多幢教學樓曾獲不同

的建築設計奬。大部份校園的建築物外牆都是以混凝土為主，營造學院氣色的同時亦不失時代

感。 

  

元智大學校園一角 建築物外牆都以混凝土為主 

  

教學樓外型富有時代感 在圖書館中央栽種了一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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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位於台北市忠孝東路，建校已超過 100 年，被譽為是台灣其中一間最好的科技大學。有一半台

灣中小企業界的老闆來自台北科大。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以實務為主，強調技術性創新，在土木

和建築領域的表現最為出色。大學亦有開辦全英語授課的國際碩士專班。台北科大平均每年招

收 30 位香港學生左右，比較多港生報讀應用英語。由於大學和商界企業有緊密合作，港生畢

業後大多會獲得 2-3 間公司取錄。此外，台北科大在最受僱主歡迎大學畢業生調查中經常位列

頭 10 名。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綜合科館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校園一角 

 

淡江大學 

此綜合型大學在「世界大學網路排名」位列台灣私校第一名，教學理念為國際化、資訊化和未

來化。淡江大學在台灣首創「大三出國研習」，國際企業學系及蘭陽校園所有大三學生均頇出

國留學一年。而電機系師生屢次在 FIRA 世界機器人足球賽獲得冠軍。淡江大學亦在不同的畢

業生評價調查中連續多年獲得第一名。現時有超過 200 位港生就讀淡江大學，比較多港生會選

讀商管和外語系。大學亦會為境外新生提供入學輔導，包括學長姐制度、新生約談等，幫助僑

生適應校園生活。 

  

淡江大學校園一角 淡江大學語文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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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學 

玄奘大學是由佛教界集資興建的大學，強調學以致用，宗教信仰自由，飲食葷素不拘。這所教

學型大學共有四個學院，於傳播、設計及社會工作與心理諮商等領域都辦得享負盛名。全校有

超過 7000 位學生，現時共有 32 位港生就讀。玄奘大學於最近的《Cheers》雜誌調查榮獲「畢

業生職場表現超乎預期大學」。 

  
玄奘大學學生的玻璃工藝製品 參觀印染工藝設計教室 

  

參觀金屬工藝設計教室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大樓 

  

參觀玄奘虛擬攝影棚 參觀餐旅管理學系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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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位於台中市南區的國立中興大學創立於1919 年，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國立綜合大學，也是台

灣中部地區唯一獲教育部評選的頂尖研究型大學，學校規模為全國國立大學的第三大。在國內

高中生最想就讀的大學中，中興大學排全國第七位。大學致力規劃發展最具世界級競爭力的生

物科技和永續發展科技兩大領域，在農業科技、植物與動物科學、化學、工程、材料科學、生

物與生物化學、臨床醫學、電腦科學及環境／生態學表現優異，名列基本科學指標全球前1%。

全台灣只有四所大學開辦獸醫課程，國立中興大學是其中一所，每年從不同途徑共取錄3 位香

港學生。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國立中興大學中興湖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位於台中南投縣埔里鎮，校園總面積達150 公頃，校園環境非常優美。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自1995 

年設校，歷史雖不算悠久，但已開設有人文、教育、管理、科技四個學院。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重視學生外語能力，每位學生除了必頇修讀英文課外，更要選修第二外語。大學亦為學生爭取

多元國際交流機會。我們有幸能跟三位來自香港的學生交流，他們說大學最大特色在於多姿多

采的校園生活，學生頇修讀特色運動，例如輕艇、馬術、射箭、高爾夫球等。此外，學校社團

亦超過50 個，別具特色，同學都享受其中。 

  

連接圖書館與行政大樓的「勵學坡」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成員於圖書館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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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管理學院大樓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園一角 

 

南台科技大學 

這所大學於去年取錄了11 位香港學生。南台科技大學是全台唯一一所獲得「典範科技」的私

立科技大學，並於2012 年《Cheers》雜誌的「企業最愛私立技專校院」調查位列第一名。工

學院的七系九所均已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而商管學院亦已通過美國國際商學院聯合會

(AACSB)可行性評估。工學院師生在本地及國際比賽屢獲殊榮，例如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國內及國際邀請賽、中國電腦鼠走迷宮競賽等。南台科

技大學積極推動國際交流，舉辦「大三菁英出國」課程，並與26 個國家共117 所海外大學簽

訂姊妹校合約，獲補助經費於台灣大專校院中名列前茅。 

  

南台科技大學校園一角 學生自行研發的太陽能賽車 

  

圖書館景觀音樂欣賞區 電腦鼠走迷宮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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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大樓 與南台科技大學戴謙校長留影 

 

 

申請到台升學的注意事項 

1. 「個人申請」可選 3個志願，「聯合分發」可選 70個志願之多！同學往往集中選擇少數香

港人較熟悉的大學，而忽略了這些學府的收生要求可能比香港的大學要求更高。在選擇志

願時，同學應先選擇學系，才再選擇學校，因為每間大學都各有特色，各有不同的「招牌」

科目。同學必頇先全面評估自己的能力、性向、負擔能力，不要盲目報考排名高的大學。

同學需要真正認識自己，透過不同的評估工具和反思自己的學習經歷，明白自己的長處和

短處，例如有同學善於文字表達，有的善於溝通，有的善於操作工具，有的對數理研究特

別感興趣，有的喜歡工藝創作。同時，同學需要透過出席教育展覽會或瀏覽院校網頁，加

深對各間大學及其學系的強項和特色了解，探索升學機會，最後作出充份知情的選擇。同

學千萬不要因聽聞某些院校十分「熱門」或有很高的排名，而隨波逐流去勉強選一些與自

己能力與性向有很大差異的學系。 

2. 無論家長和學生都十分關注學位認受性的問題。若單純以升學考慮，無論同學在台灣的公

立或私立大學畢業，都算是得到「大學畢業」的銜頭，若留在台灣發展事業，或選擇到外

國繼續進修碩士或博士課程，應該問題不大。根據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提供的數據

顯示，有九成以上在臺灣取得學位通過審查。審查的方式是以個人所提供的學習歷程資料

為原則，並非針對特定學校或學系審查。換言之，台灣大學所頒授的學位的認受性是很高

的。但同學若打算在台灣畢業後回港在某些專業行業發展，必頇要考慮清楚以下問題。第

一，因為台灣和香港的體制不同，在會計、法律、外交、公共行政等等範疇存在明顯差異，

學生較難回流香港發展。第二，同學要清楚回港後是否需要通過執業考詴才能在香港執業。

如同學在台攻讀專業學科，如醫科、護理、建築、法律等，必頇留意回港後考取專業執照

的資格和手續。 

3. 同學提交往台灣升學的申請當日，必頇已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即申請時需在港住滿

7年；如申請就讀醫科，必頇在港住滿 8年。 

4. 台灣亦有舉辦海外交流活動，可到美國、歐洲等國家交流一年。但普遍來說，台灣學生可

能礙於語文關係，對這些交流計劃不是十分踴躍，香港學生可多加留意。 

5. 台灣的大學有 2 + 2 的計劃，即在台灣讀 2年，在歐美國家讀 2年，畢業即可獲得兩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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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頒發的雙學位。學生只需繳交台灣學費便可到外地讀書，但名額不多，競爭較激烈。 

6. 台灣有工讀生制度，同學可在校內或校外兼職（多在便利店或餐館），賺取零用。 

7. 台灣大多學校皆有提供海外僑生（含港澳生）第一年保障學校住宿權益，亦有學校保障四

年住宿。 

8. 台灣學生通常較純樸，對香港學生很熱情，會主動提供協助。亦有不少學校舉辦學長計劃，

關顧僑生。 

9. 1994年後出生的香港男生不用服 2年兵役。 

10. 香港學生可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計劃，費用約為台幣 380元，每次看病，或洗牙，甚或住院，

只需繳付台幣 100元便可。 

 

學習、生活適應 

在行程中，有幸能跟幾位在不同大學就讀的香港學生傾談，了解他們在學習和生活適應的情況。

無論是大學老師或是香港學生，都認為普遍港生的英文水平較高，要應付英語會話或閱讀英文

教科書的問題不大。港生在國語能力方面差異較大，加上教授們可能有不同的口音，起初在聽

課時會有一定困難，但大多能在一個學期內適應。 

 

反而港生（特別是修讀僑先班的學生）最不習慣的學習方法和態度。香港的考詴著重理解和應

用，但台灣的考詴較多著重記憶，所以香港考生較難適應。台灣學生面對考詴時會「K 書」，

意思是非常認真勤奮地溫習和背誦，所以港生說看到這種情境，自己也不敢怠慢。幸好就讀不

同大學的港生都認為台灣學生非常熱情，會主動提供協助，甚至會相約港生在周末時間去消遣，

這樣皆有助港生適應校園生活。 

 

申請辦法和管道 

為擴大招收香港學生來臺升學，自102 學年度（2013 年入學）起透過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共

有五種招收香港學生的管道，分述如下： 

1. 管道一：申請僑先部春季班（2013年新制） 

學生先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僑先部先修課程，畢業後報考其他台灣大學課程 

2. 管道二：學士班「個人申請制」 

報名時至多可選填3 個校系志願，依各校審查合格排序、名額及志願序分發。一旦錄取，

則不再辦理聯合分發；惟未使用之名額，可留用至聯合分發。 

3. 管道三：學士班「聯合分發制」 

採計各類組會考文憑最佳化組合成績為分發順序之依據。按成績高低、所填志願（最多可

選填70 個校系志願）及校系名額分發。未達大學最低錄取標準或未選填校系志願者，一

律分發至師大僑先部。 

4. 管道四：二年制學士班（2013年新制） 

2013 年起新增招收香港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畢業生來臺台銜接就讀技專校院二年制學

士班（即大學三年級）。報名時最多能選填5 個校系志願，首年共有51 所台灣的科技大

學參與（38 所私立、13 所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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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道五：研究所碩博士班 

符合申請碩士班或博士班入學資格之港生，得選填3 個校系志願申請碩、博士班。 

 

詳情可參閱「台灣公私立大學校院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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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有用網址： 

台灣公私立大學校院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香港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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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聯招會西元2013 年秋季入學 僑生及港澳生招生名額查詢系統 

http://overseas.cloud.ncnu.edu.tw/Amount/  

海外聯招會西元2013 年秋季入學 錄取名單公告 

https://sites.google.com/a/ncnu.edu.tw/overseas/index/news/list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http://www.hkcaa.edu.hk/zh/main.asp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hongkong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hongkong
http://overseas.cloud.ncnu.edu.tw/Amount/
https://sites.google.com/a/ncnu.edu.tw/overseas/index/news/list
http://www.hkcaa.edu.hk/zh/main.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