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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往台灣升學一直佔香港高中畢業生海外升學人數的前三位。入學管道多元化、

專業分工清晰也包羅萬有、文化背景相近等，都是主導原因。

個人認為，近年愈來愈普遍的「單獨招生」以及「個人申請」管道，都傾向全方位考

慮申請人的興趣、能力、學術和多元的學習經歷、個人願景和學習計劃等，而不單

以成績和公開試分數作為取錄指標。有人誤以為這是「優惠」，但學生在經歷整個

申請過程中的各種準備，正好是認識自己、整理經驗和反思沉澱的機會，推動他們

做「知情的選擇」(informed choice) 。這對大學和申請人而言，是一個互想理解

的過程。

因此，如何幫助學生理解、掌握申請過程及要求，讓他們認真地為自己的未來選擇

付出、負責任，也是生涯教育的一部份。感謝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從生涯輔導老

師的角度出發，編寫了這份精美又實用的資料。相信對「新手」輔導人員而言，是指

路明燈。

何玉芬博士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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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麗的風景〉
依據香港考評局指，2020 年度共有 52,687 名學生報考文憑試，而 2020 年度報讀

臺灣大學人數已超過 5,000 人，臺灣高等教育成為香港學生海外求學的熱門選擇。

除了因為臺港地緣接近、歷史、文化及語言相通之外，近年來臺灣的社會、經濟快

速發展，政府極度重視高等教育及人才培育，高教品質優良、學系選擇多元、職涯

發展良好、學歷評審通過率超過 98% 及完善的僑外生輔導及照顧等，都是吸引香

港學生的因素。

教育中最美的風景應該是人。臺灣的大學對每位學子的重視和人本關懷，完善的

照顧措施，讓僑外生倍感溫馨且安心，近年來吸引了世界各地僑外生。

此外，秉持人的多元性和教育本質，臺灣高等教育提供給不同潛能和興趣的學生

更多元的選擇，例如：臺灣的大學有海洋、森林、漁業、農業等領域，都是香港的大

學所缺乏，而透過教育的過程予不同能力和潛力的學子追求更美好生活，乃是教育

本質，在臺就學的香港學生找到人生目標和信心的例子比比皆是。臺灣以人為本的

高等教育展現著動人的教育風景。

2020 年疫情席捲全球，臺灣的大學仍維持正常校園生活及安心的就學環境，無疑

是海外學子優質與安心的選擇。臺灣升讀大學的管道多元，個人申請、各大學單招

及聯合分發等方式，提供不同潛能的學子透過更佳的入學管道，找到適合的校系。

本冊子希望能夠提供香港輔導老師正確、完整且實用的赴臺升學資訊，讓學子找

到適合的校系。

馬湘萍參事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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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臺灣升學流程一覽

 * 海華服務基金（簡稱：海華）：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101 號海防大廈 7 樓 701-3
 ^ 或視學校規定及抵免學分數編入就讀年級
 # 部分學系修業年限為 4 年以上（如醫科）

中六畢業

學士四年級 #

學士三年級

學士二年級

升讀學士一年級

在港修讀
副學士 /
高級文憑

僑先部
（一年）

DSE 成績DSE 成績 DSE 成績 DSE 成績

二年制學士班 ( 海華 )
或

單獨招生 ^( 各大學 )

以僑先部成績分發

個人申請（海華）或
 單獨招生（各大學）

聯合分發 ( 海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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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管道招生時程總覽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完成中五

中學 臺灣各大學
單獨招生 海華服務基金(尖沙咀)

暑假

中六學期

聯合分發報名

聯合分發放榜

DSE考試

DSE放榜

準備升學

大學開學

個人申請報名

個人申請放榜

報名

報名

第一階段
放榜

第二階段
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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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管道要點分?

升讀臺灣學士管道主要有三種。分別為直接向各大學申請的單獨招生① ( 各大

學自行辦理 ) 及於海華服務基金（尖沙咀）報名之個人申請②及聯合分發③。

單獨招生①及個人申請②：

無需 DSE 成績，學生需要在報名時繳交在校成績、自傳、讀書計劃、個人作品

集及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適合個別科目或某領域表現突出，或對特定學校之學

系有興趣的同學（例如：藝術、體育、資訊等有具體資料可呈現者）。

聯合分發③：

以香港公開考試成績 ( 如 DSE) 高低排名，依序分發至臺灣各大學。
註：「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簡稱海聯），臺灣官方授權招收香港學生之單位。

在香港由「海華服務基金」（簡稱海華，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101 號海防大廈 7 樓 701-3）受理

報名。

二年制學士班 (需副學士或高級文憑畢業 )

如同學完成副學士 / 高級文憑課程後，希望到臺灣升讀學士，可考慮二年制學

士班。二年制學士班入學時等同於大學三年級，原則上修讀兩年就可畢業。（修

讀期受所持學歷科系及報讀科系之關聯性影響。）

推薦哪個管道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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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招生①及個人申請②(無需 DSE 成績 )

 單獨招生①：

為各大學自行辦理的單獨招生，分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各大學招生詳情、報名日

期、截止日期需自行查看。

第一階段最早於前一年暑期就開始報名，隔年 2 月底前放榜。

第二階段一般 3 月至 7 月底前報名，8 月開始放榜。

部份大學不會分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並只會有一次放榜。學生可以在單獨招生報

名多所大學，並收到多間大學的取錄結果。

個人申請②：

於海華服務基金（尖沙咀）報名，可選 4 個志願，約於每年的 11 月左右開始報名，

隔年 3 月獲得一所大學取錄。

聯合分發③(需 DSE 成績 )

聯合分發③（學士班）於海華服務基金（尖沙咀）報名。聯合分發具三類組別，以香

港公開考試成績排名高低，依序分發至臺灣各大學。約於每年的 2 至 3 月左右開

始報名，7 月獲得一所大學取錄。

第一類組︰文史哲、外語、法政、社會與心理、大眾傳播、藝術、教育、財經、管理等。

第二類組︰數理化學、工程、資訊、地球與環境、建築與設計等。

第三類組︰醫藥衞生、生命科學、農林漁牧、體育休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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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格及所需文件
一、	學士報名資格

 

根據「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符合以下條件者具港生資格，可報名臺

灣學士課程。

 

1. 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

2. 具香港特區護照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3. 最近連續居留臺灣以外的地方 6 年以上。( 申請就讀大學醫學、牙醫及中 

     醫學系者，其最近連續居留年限為八年以上 )

4. 每曆年（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不得逾 120 日。

5. 完成中六或正在就讀中六。

 

*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留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連

續居留香港、澳門或海外 6 年以上 ( 申請就讀大學醫學、牙醫及中醫學系者，

其最近連續居留年限為八年以上 )。符合「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之

資格，可以報讀臺灣學士課程

二、	報名需繳交的文件，主要分2 大類。

分別為港生身份證明文件和大學或海華所需文件。

( 詳細需看各大學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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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獨招生①及個人申請②(無需 DSE 成績 )，報名需繳交之文件

2.	聯合分發③(需 DSE 成績 )，報名需繳交之文件

大學或海華所需文件

海華所需文件

港生身份證明文件

港生身份證明文件

1.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副本

2. 護照副本

3. 回鄉證副本 ( 大陸出生者 )

4. 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

5. 切結書

6. 改名契 ( 如曾改名者 )

1.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副本

2. 護照副本

3. 回鄉證副本 ( 大陸出生者 )

4. 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

5. 切結書

6. 改名契 ( 如曾改名者 )

1. 申請表

2. 中學畢業證書或中六在學證明

3. 成績表 ( 三年，在學中六者交２年 )

4. 自傳

5. 讀書計畫

6. 其他有利審查之資料 ( 如獎項、證書、

作品、課外活動紀錄等 )

7. 繳交資料檢核表 ( 視學校要求 )

8. 報名收據 ( 海華 - 個人申請適用 )

1. 申請表

2. 中學畢業證書或中六在學證明

3. 成績表 ( 三年，在學中六者交 2 年 )

4. 香港中學文憑試證書副本 1 份 

( 應屆中六生免繳）

5. 繳交資料檢核表

6. 報名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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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格及所需文件

二年制
學士班

海華服務基金
（尖沙咀）

單獨招生

向各大學報名
（線上）

個人申請

海華服務基金
（尖沙咀）

聯合分發

海華服務基金
（尖沙咀）

副學士或高級
文憑畢業證書

DSE成績

其他有利
審查資料

讀書計劃

自傳

中學成績表

中學畢業證書

身份證明文件

報名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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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聯及單招只會有一邊Offer	Results（取錄結果）

單獨招生 ( 各大學自行辦理 )、個人申請及聯合分發（海華服務基金（尖沙咀））三

種管道，都是以來年度 9 月為入學目標。

個人申請、聯合分發及單獨招生可重覆報名，但不會重覆放榜。海外聯招會不分發

經單招錄取者，若要放棄單招，必須在單招分發 ( 放榜 ) 前完成。8 月 1 日後放榜

之單招學校，不會錄取當學年度經海外聯招會個人申請及聯合分發的分發者，同

學要留意「聲明放棄」的時間。

 

例子一：	同學 A 報了個人申請及 5所大學的單獨招生

3 月

3月

3月

4月後2月

2月

2月

1月

1月

1月

12 月底前

12月底前

12月底前

單獨招生

單獨招生

單獨招生

完成 5 所大學
報名

完成 5 所大學
報名

完成 5 所大學
報名

作業中

聲明放棄

作業中

第一階段放榜
( 獲得 3 個 offer)

沒有獲得任何
offer

個人申請

個人申請

個人申請

完成海華報名

完成海華報名

完成海華報名

作業中

作業中

作業中

停止作業，不會派 offer

放榜 ( 獲得 1 個 offer)

放榜 ( 獲得 1 個 offer)

等待另外 2 所大學放榜 或
繼續報名其他單獨招生

停止作業，不會派 offer

停止作業，不會派 offer

情況 1：如先獲單招學校取錄

情況 3：如向單招學校聲明放棄，進入個人申請放榜

情況 2：如未獲單招學校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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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格及所需文件
例子二：	同學 B 報名了聯合分發及 5所大學的單獨招生

7 月 8月3月－ 6月2月1月前

單獨招生 完成 5 所大學報名

聯合分發
沒有
報名

完成海華報名 作業中 放榜 ( 獲得 1 個 offer)

停止作業，不會派 offer

情況 1：如先獲聯合分發取錄

6 月 7月－ 9月3月－ 5月2月1月前

單獨招生 完成 5 所大學報名

聯合分發
沒有
報名

完成海華報名 作業中 停止作業，
不會派 offer聲明放棄

放榜 ( 獲得 3 個
offer)

情況 4：如向聯合分發聲明放棄，等待單招取錄

7 月 8月－ 9月3月－ 6月2月1月前

單獨招生 完成 5 所大學報名

聯合分發
沒有
報名

完成海華報名
已勾選

「不就讀僑先部」  
作業中 沒有獲得任何大學 offer

沒有分發至僑先部

放榜 ( 獲得 3 個
offer)

情況 2：如未獲聯合分發取錄　聲明不就讀僑先部

7 月 8月－ 9月3月－ 6月2月1月前

單獨招生 完成 5 所大學報名

聯合分發
沒有
報名

完成海華報名
沒勾選

「不就讀僑先部」  
作業中 準備入讀

僑先部
沒有獲得

任何大學 offer
將分發至僑先部

停止作業，
不會派 offer

情況 3：如未獲聯合分發取錄　沒有聲明不就讀僑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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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教授看到我的學生

熱情、有想法

字數	 							建議 1~2 頁，不需太冗長

字型	 							新細明體、標楷體

大小	 							建議 12~14 號字體大小

行距	 							建議固定行高 20-25

1.	 簡單介紹自己 (簡述 )，例如：

・ 名字、來自香港、家庭對你的薰陶

2.	 性格與你的志向 (詳述 )，例如：

・ 你的個性／日常興趣與這個系有什麼關聯？

・ 義工及課外活動的啟發，如何影響你將來想選擇這個系？

・ 你的學習歷程是怎樣的？ 

( 如成績表現、高中修讀科系、以中學歷程為主 )

・ 結論：希望進入 XX 大學 XX 學系。

3.	 你的未來規劃 (簡述 )，例如：

・ 入學前的準備？（讓大學看到你如何處理自己的不足）

・ 在這個學系畢業，你想做什麼？

簡潔 ( 可有排版但不花巧 )

一、	自傳篇

自傳 ( 又稱個人簡介 ) 在「個人申請」及「單招」中是不可或缺的文件。大多大學都不會為

境外生進行面試 ( 部份學校會進行網上面試 )，故透過個人簡介了解學生的背景和志向。

寫作誤區

・沒有獨立製作（如誤寫為他校學系、申請外語系可用外語寫作等）

・過多不相關的資訊 ( 如血型星座、過份闡述家庭背景或父母的資訊、舉列太多不

相關的課外活動或義工經驗等。)

・字數太小或過多、排版過於混亂、版面運用太多色彩。

寫作風格

規格

規格

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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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教授看到我的學生
自傳範例1（資訊工程科系）

我的自傳我的自傳

一、	自我介紹一、	自我介紹

我叫ＯＯＯ，來自香港，是一個愛好科技、愛好運動的男學生。我生

活在一個平凡而幸福的三口之家，父親是一名中學老師，母親是一名兼職

幼教老師。雖然我是家裡唯一的孩子，但父母從不會嬌慣我，要求我要獨

立自立、積極向上，我也會常常參與義工活動（即志工活動），從而增廣

自己的生活閱歷。我從小就喜歡各種電子產品和機械，也愛拆裝玩具汽車

和機器人等，長大後對於電腦科技有了極大興趣。

二、	成長歷程二、	成長歷程

我在六年的小學時代就讀以國語教學的中文班，學會學習了一口流利

的國語。中一的時候來到了香港，很快就適應了香港的學習生活，也學會

了寫繁體字和粵語，也結識了很多新的朋友，每個學期都積極參與學校各

項活動，如校運會、賣旗籌款活動，還參加了暑假夏令營和義工活動。初

中之前，成績都保持在中上水平，讓我順利於中四分科時選擇到理科，也

常常和同學琢磨電腦的裝配，家裡的台式電腦被我動手拆裝了好幾次，成

功升級了它的配置。高中的學習成績我考的不理想，我反思過是我自己分

心所致的，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教訓，但我並沒有放棄學習的願望和動

力，以後我一定會集中精力學習，以堅韌不拔的毅力面對任何學習困難，

做一個有技能的人！

三、	未來願景三、	未來願景

隨著資訊化時代的來臨，電腦的運用愈加廣泛，它與我們的生活息息

相關。中學時代的我就很熱愛電腦方面的知識和應用，但自己掌握的知識

量很有限，所以為了求得知識與實務技能，我選擇貴校。我喜歡ＯＯ大學

的「全人教育」與「終生學習」的教育理念及專業化的教育特色，若能如

願進入　貴系，我必定以虛心和努力的態度學習，並且深信我選擇的決定，

對未來一定有很好發展，　貴校就是我實現夢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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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範例２（哲學系）

ＯＯ大學ＯＯ學系系主任道鑒：ＯＯ大學ＯＯ學系系主任道鑒：

我是ＯＯＯ，來自香港。首先感謝系主任及評審老師撥冗閱覽，這次

來函是想就　貴校經單獨招生招收港生來台就學入讀ＯＯ系，呈交自傳簡

介。以下將就學生自述、個人學習經歷及未來期望等方面作出詳細介紹。

望能令校長、教授及老師們從自傳中簡單認識本人。

學生自述學生自述

我的父親是一名公務員，母親是一名護士，自小在公共屋邨長大。邨

內發展成為我成長的一部份，久而久之，我開始留意自己該區的社會福利

配套，思考推行福利措施的利弊和改善之處。我也時常與父母討論時事，

家庭背景令我養成希望能改善社會，造福人群的想法。相較成績，父母重

視我的品德和獨立批判思考，自少便教導我很多人生道理，也帶領我閱讀

有關哲學的書籍，長大的我深深愛上哲學並養成求真的精神。

個人學習經歷個人學習經歷

我於ＯＯ中學完成中六學業，高中選修中國歷史及經濟學。我非常喜

愛中國歷史科，曾前後三次參與不同交流計劃及交流團，中史科令我從歷

史中了解到社會階級和管治模式。而經濟科的宏觀經濟學令我對社會經濟

有一定了解，我曾參加「○○○○○○計劃」並有幸獲得季軍，是次經驗

令我明白了一些創業關鍵和累積創業經驗，經濟科為我將來修讀社會學打

下基礎。此外，社會經驗方面，我在學生時期的暑假曾在大企業工作，了

解到社會現況，也讓我開始反思人生處世的問題。

未來期望未來期望

我希望將來能在臺灣這個多元化社會學習、發展和生活。素聞　貴校

活動豐富多元，擁有良好風氣和文化氛圍並廣受台灣企業好評。ＯＯ學系

遐邇聞名，擁有優秀教師團隊，相信透過系上的學習定能在哲學路上獲益

良多。期望在完成　貴校學士學位後繼續深造攻讀碩士學位，我定會努力

爭取優異的成績畢業並繼續升學。

	

最後，希望師長們能給我機會入讀　貴校，再次感謝撥冗閱覽。恭請

教安

ＯＯＯ　敬啟

二零ＯＯ年Ｏ月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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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教授看到我的學生

積極、夢寐以求

字數	 							建議 1 頁半 ~2 頁左右
字型	 							新細明體、標楷體
大小	 							建議 12~14 號字體大小
行距	 							建議固定行高 20-25

1.	 學校及學系的吸引力 (詳述 )
・ 大學吸引你的地方 ( 名氣、校風、學長姐的分享等 )
・ 學系吸引你的地方 ( 系上的特色、實習機會、畢業後的競

爭力等 )
2.	 	Year	1-2( 詳述 )
・ 有沒有特別喜歡那幾門課？
・ 除上課外，如何在空餘時間打好基礎。
・ 善用校內資源、參與學系／大學舉辦的活動
3.	 Year	3-4( 詳述 )
・ 如何融會貫通？結合大一及大二所學，在大三及大四發揮
・ 帶領學系／大學舉辦的活動
・ 交流活動或實習如何安排。
4.	 畢業後的安排 (簡述 )

分短中長期說明

二、	讀書計劃篇

讀書計劃是學生進入學校後學習生涯安排。學生可以在系所課表或課程地圖、校

務行政系統或開課系統找到學系相關課程資訊。由於是境外生，教授期待看到你

為什麼選擇這所大學，闡述大學吸引學生的地方也是個關鍵喔！

寫作誤區

・不了解學校或學系，對開課不清楚。

・字數太小、沒有分段、沒有看到階段式的學習規劃。

・沒有了解畢業門檻或畢業後考取證照的相關資料。

寫作風格

規格

規格

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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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範例1（放射系）

讀書計劃讀書計劃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禮記．中庸》這句名言是我最近預備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時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也是一直提醒著自己的道理。事

情要成功就必須要先有計劃，在接下來大學的四年裡，我會接受到更專業、

更精深的課程，為了能夠把學習過程變得更有效率，我規劃了一個讀書計

劃。如蒙各位老師的肯定，能夠進入	貴校就讀，我一定會珍惜機會，努力

的實現自己的目標，以下是我的讀書計劃：

一、	入學前一、	入學前

在完成中學六年的學業之後，我會利用中學至大學之間的銜接期去多

閱讀一些與放射有關的書籍，加強對放射科的基本概念。另外，鑒於高中

的選修科沒有選擇到生物科，我會好好利用這段時間盡可能打好生物方面

的基礎，報讀一些關於生物的短期或網上課程。

二、	大一及大二二、	大一及大二

大一是一個讓人覺得陌生又興奮的階段，在熟悉、適應學校跟學習環

境後，複習高中所學的同時鞏固基礎知識如『普通物理』、『微積分』、

『普通化學』、『醫學影像處理』等，讓以後更能掌握『放射物理學』、『放

射化學』、『輻射度量』等課程的內容。升上二年級後，除了專業知識外，

我希望在英文能力方面可以更進一步，讓日後與國際交流專業知識時更輕

鬆，並預先完成畢業門檻中的英語要求。我會考取英語能力檢定 (IELTS)，

除了透過閱讀方式學習英文之外，我希望在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參加美國或

英國的交流團，以聽，說的方式增強語言能力。

三、	大三及大四三、	大三及大四

我會在大三把所有大一，大二所學的基礎及原理加上大三的課程內容

不斷的重溫、理解，以預備大四上的實習。我也會在這一年的時間，多跟

同學們學習台語，希望到了實習的時候可以更加容易的去跟病人溝通，以

及學習到知識跟操作。在大三的過年假期，我也會嘗試在香港找一個診所

或醫院去見習，這樣我就可以更了解到這個科系所需要做的工作，也可以

透過接觸儀器加深對學習內容的理解，為大四的實習作預備。大四這一年

是大學的最後一年，在實習前我會把所有課堂內容都先重溫幾次，希望在

實習的時候可以學習到更多新的知識，或把不懂的地方搞清楚。在實習期

- 接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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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我也會好好抓住機會，如果有可以嘗試的機會，我都會盡力學習，操作，

並且把知識都整理好，寫成一本筆記。下學期實習已經結束，我會好好利

用下學期的時間，計劃一個詳細的時間表去進行國考的溫習，預備。

四、畢業後四、畢業後

在完成四年的大學學業後，我會申請國外的研究所，多學習不同國家

的技術，畢竟在這個科技發達的年代，儀器的技術都在進步，要追上科技

進步的腳步最好的方法就是學習。學習完之後，便能更容易掌握儀器的運

作，也可以治療到更多的病人或者幫助他們更早發現身體的問題。

如何讓教授看到我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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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計劃範例 2（服裝設計）

- 接下頁 -

讀書計劃讀書計劃

ＯＯ大學ＯＯ學系在臺灣擁有很高的評價，學生及畢業生屢獲不同國

際獎項。ＯＯ學系以「服飾設計」、「經營行銷」、「織品應用設計」等

三大範疇培育人才，課程內容豐富，同時在實務上提供多元的實習機會，

如有幸入讀，我將會充實及積極地度過大學生涯，因此我製定了四年的讀

書計劃。

一、	短期目標（進入大學前）一、	短期目標（進入大學前）

我在高中有修讀視覺藝術，為銜接大學課程，我將重溫及加強色彩運

用方面的知識及觸覺。此外，在大學一年級　貴校有開辦中國服裝史，近

年不少品牌都將中國服裝的元素融入流行時裝中，我將報讀一個為期一個

月的旗袍製作的工作坊，透過些微的實作經驗，讓我在大學上課時更易理

解和吸收。

二、	中期目標二、	中期目標

＜大一及大二＞＜大一及大二＞

如可以進入　貴系所學習，在大學前兩個學年中，我將著重學習大學

的必修專業課程，如「織品材料」、「服裝及設計歷史」、「電腦服飾繪圖」

等。為了讓大學三年級可以與同學進行國外交流，我會在大一及大二期間

另外修讀日語及加強英語課程，以利申請　貴系所開辦之日本或奧地利的

短期研習課程。大三開始將有一系列有關成衣後的行銷和檢測課程，我會

在暑假期間多看行銷相關的書籍，包括線上及線下行銷推廣。於課外時間

多參與校內的活動，結識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討論時裝及發展，並學習

拍照、攝影及後製的基本知識。

＜大三及大四＞＜大三及大四＞

到大三大四時，我要把所學和志趣結合，並嘗試創建自己的風格。我

將選讀「紡織品品質鑑定」、「成衣樣品製作」、「風格與設計美學」等

課程，加強個人風格的展現能力，並會選修「流行服飾英文」、「國際品

牌策略分析」及「電腦網路行銷」和翻閱探討「台灣網拍」的期刊及論文，

了解相關模式在不同亞洲地區的發展潛力。我亦會非常珍惜大四到企業實

習的機會，也會爭取更多短期研習的機會和與同學參加校內衣賞服裝設計

比賽或參加全國性服裝類競賽。在課外，希望會找到同學一起嘗試開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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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搭配的 Instagram	或 Youtube	頻道。在ＯＯ大學的四年把握時間學習，

珍惜每一個機會。

三、長期目標三、長期目標

在畢業後，我希望自己能在服裝與設計領域上繼續得到提升，並嘗試

申請海外的工作，把在ＯＯ大學學到的知識、專業觸覺及不同的實務及參

賽經驗等，在工作中實踐，期望自己能在時裝領域創出一番事業。在工作

數年後，我期望在有一定的資金與能力下，嘗試創立自己的品牌，擁有自

己的小型工作室，做出合乎大眾要求又不失個人風格的服裝。

如何讓教授看到我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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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表備忘錄

審查資料類

回鄉證有繳交 ( 大陸出生者 )

身份勾選正確

父母資料填寫正確

所填電郵是常用的

切結書有簽名

中四及中五成績單均有繳交

檔案格式乎合校方要求

作品或證書用掃瞄的（不要「巢炆炆」）

身份文件類

身份證及護照有繳交

身份證括號數字有填寫

籍貫填寫正確

所填電話是常用的

申請書有簽名

其他需要簽名的文件亦有簽名

在學證明有繳交

完成海華報名沒有用特殊字型

無法繳交的資料有進行說明

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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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驗證
經單獨招生入學之學生。需於錄取後在香港就其上一階段學歷進行驗證，有關驗

證需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服務組）進行。當中，原校需準備「學歷驗證資料包」

予學生。

1.	 申請表

2.	 身份證正副本

3.	 學歷驗證資料包 (請中學協助提供 )	

( 如上一個學歷階段為大專院校則請大專院校提供 )

4.	 每份文件 120 港元

5.	 出世紙正本（如為家長代辦）

1.	 學生向中學 *申請文件	

( 如上一個學歷為大專院校則請大專院校提供 )

2.	 預約

3.	 學生前往 <台北辦 >辦理	

( 地址：金鐘力寶中心第一座 40 樓，經大學預約 )

4.	 大約 2-3 個工作天後取件 (請保存收據 )	

5.	 領取文件

6.	 繳交予大學

1.	 副本與正本相符

2.	 學歷為香港發出
目的

學歷驗證流程

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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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驗證資料包如何準備

部份中學不提供「畢業證書」只提供在學證明或修業證明等，只要文件

中 有 顯 示「 完 成 中 學 六 年 級 」 的 語 句， 如「reached Secondary 6」、 

「 complete F.6 」等即代表完成高中，並可用此文件進行驗證。

部份大專院校不提供成績單副本，但可重覆申請成績單正本。

如為此情況，學生持正本進行驗證即可。

學歷驗證資料包如何準備

學校在學生的畢業證書和成績表之副本	
蓋上	校印	和	True	Copy 印

畢業證書

成績表

畢業證書

香港
中學

True Copy

成績表
(中四 -	中六 )

香港
中學

True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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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驗證資料包如何準備

只需確保文件未經開封。

1.	 部份學校採郵寄方式，則請學校寄至以下地址：	

香港金鐘道 89 號力寶中心一座 40 樓 -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 服務組 )

2.	 確認文件已送達	

請於學校寄出文件的 5 個工作天後，致電 2887-5011。確認文件已送達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 服務組 )，否則請更改預約時間。

學歷驗證資料包如何準備

	學校把這兩份文件放入學校信封。
密封信封後，蓋上校印

已密封好之文件交給學生

已密封好之文件「不會」交給學生

香港
中學

畢業證書

香港
中學 True Copy

成績表
(中四 -	中六 )

香港
中學 True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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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	 漁翁撤網或報名(單招及海聯的管道都參與 )有利弊嗎 ?

(1) 個人申請、聯合分發及單獨招生可重覆報名，但不會重覆放榜。海聯不分

發經單招錄取者，若要放棄單招，必須在單招分發 ( 放榜 ) 前完成。

(2)	8 月 1 日後放榜之單招學校，不會錄取當學年度經海外聯招會個人申請

及聯合分發的分發者，同學要留意「聲明放棄」的內容和時間 ( 詳情請看

P.11-12)。

2.	 未讀過的學科（如森林、海洋科技、語言）點樣準備好？
(1) 最快速的方式是利用網路資源。海外聯招會有許多場線上講座 ( 網址：

https://www.overseas.edu.tw/THEonlineEXPO/) 可以參考，或是「IOH 

開放個人經驗平台」( 網址：https://ioh.tw/) 邀請了許多就讀這些科系的

同學和師長分享。

(2) 最傳統的方式是在確定錄取學系後，直接和學系聯繫，請系上師長建議如

何利用暑假加強相關學科知識。

(3) 大部分學系都有學長姐制度，也可請教學長姐，學長姐的經驗也是很好的

寶庫。

3.	 過左去讀之後，發現不適合自己，可以轉系或轉學嗎？
可以的，可向就讀大學詢問申請轉系之相關規定，依學校規定辦理轉系事宜外，

亦可向各校報名轉學考，經轉學考試至其他學校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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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4.	 赴臺升學有學費資助嗎？開銷大嗎？

在臺學雜費及生活費開銷較香港便宜許多，此外，臺灣提供給港生多種獎學

金，同學入學後可向大學洽詢及申請，例如 : 可申請「清寒僑生助學金」。大 

一第二學期申請到工作證之後，亦可於課餘時間工讀，貼補學費和生活費。	

5.	 臺灣的大學在香港的認可性如何 ?
(1)	根據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最新的資料，持臺灣學歷者 98% 順利通過審

查。同學需在回香港前準備成績單、畢業證書及其他需審查資料（如實習

紀錄等 )。成績單亦不妨在臺時多申請幾份喔。

(2)	臺灣高等校院畢業生學歷獲國際認可，學生畢業後可選擇返港或在臺繼續

升學。

(3)	一般來說，學歷認證與否在於雇主或專業團體是否認可。不過，如畢業返

港欲投身政府部門、學校、專門職業者，須經過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或

所屬專業人員法定機構的評核，評定其學位是否等同香港學位或是否具有

專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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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臺升學３建議
一、依自己潛能、興趣、喜愛領域，或參考就業資訊選擇校系

臺灣的大學學系領域多元豐富，提供許多香港沒有開辦或是入學名額較少的

領域，如農業、森林、海洋、藝術、幼兒教育等，或是因應產業發展如物聯網及

AI 的機器人學程、人工智慧等相關科系，以及受到香港學生近年來喜愛的物

理治療、職能治療等。香港學生可依據自己的潛能、興趣和喜愛的領域，在臺

灣的大學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系就讀。

建議可以參考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或海華基金會 ( 尖沙咀 ) 及以下網頁中對

臺灣各大學之 18 學群的介紹，還有學生對於各個學系的現身說法和經驗分享，

非常具體。並採用適合自己的入學管道 ( 個人申請、各校單招、聯合分發 ) 申

請入讀臺灣的大學。

二、參加學校課外活動、積極投入產業實習及國際交換學習
除了積極的課堂學習，獲取專業知識，並建議參加學校社團及活動，歷練自己

在各方面的能力，如 : 領導、溝通、團隊合作和解決問題等。臺灣的大學在產

學合作盛行，方式多元，如實習、企業問題解決 ( 以共同研究、專題或技術報

告方式 )，同學可以積極參與，增進自己的產業經驗。此外，透過學校的國際交

換和雙聯學制，進行國際交流和學習，將有助自己開展另一扇窗，並可銜接未

來進入國際間的高等教育機構繼續就學或就業。

三、以開放的態度體驗臺灣的生活和文化並融入社會
讓臺灣的學習和生活經驗提升自己的適應力、培養多元觀點和國際視野，成

為未來職涯發展的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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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名稱 地區 招生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可預約線
上說明會

國立中山大學 南部 教務處招生策略
辦公室　李國偉先生

nsysu-overseas@ 
mail.nsysu.edu.tw

+886-75252000 
#2148 ✓

國立中央大學 北部 國際處
王美琦小姐

eileen@ncu.edu.tw +886-34207107
✓

國立中興大學 中部 教務處
李靜觀女士

kuan@nchu.edu.tw +886-422840216
✓

國立成功大學 南部 國際處僑陸組 
簡小姐、連小姐

ciao@ncku.edu.tw +886-62743398
✓

國立東華大學 東部 國際處 
李小姐

admission@gms.ndhu.
edu.tw

+886-38905114
✓

國立金門大學 外島 國際處
許欣萱小姐

rdincn@email.nqu.edu.tw +886-82313734
✓

國立屏東大學 南部 國際處
林小姐

oiais@mail.nptu.edu.tw +886-87663800
#17102 ✓

國立政治大學 北部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王舒嫺

mainshow@nccu.edu.tw +886-229387892
✓

國立高雄大學 南部 國際事務處 
黃卉庭小姐

dia@nuk.edu.tw +886-75916669

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

南部 國際處
呂老師

camilla@nknu.edu.tw +886-77172930-
3956

國立嘉義大學 南部 陳亮君 lucy@mail.ncyu.edu.tw +886-052717296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

中部 謝忠潤 ncue425254@cc.ncue.edu.
tw

+886-47232105
✓

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

中部 教務處招生組 
洪鎂雯小姐

admission@ncnu.edu.tw +886-492918305

國立臺灣大學 北部 何敏瑄 intadmission@ntu.edu.tw +886-233662007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北部 國際處
洪婕瀠小姐

chiehyin@ntnu.edu.tw +886-277491284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北部 國際處
李耘輔專員

levitt7437@mail.ntou.edu.
tw

+886-224622192

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

中部 國研處
林家筠小姐

ici@gm.ntcu.edu.tw +886-422183456

國立臺北大學 北部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林文聰先生

thermon@mail.ntpu.edu.
tw

+886-2867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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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大學 - 單獨招生       ( 按筆劃排序 )
一 般 大 學

大學名稱 地區 招生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可預約線
上說明會

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

北部 教務處招生組 
許智偉先生

cwhsu@tea.ntue.edu.tw +886-227321104

國立臺北護理 
健康大學

北部 國際暨兩岸教育中心 
潘幼苓專員

yuling@ntunhs.edu.tw +886-228227101

國立臺東大學 東部 研發處國際事務中心  
吳雅琴小姐

yaya1024@nttu.edu.tw +886-89517873

國立臺南大學 南部 國際處
蔡佳恩組員

oia-1@pubmail.nutn.edu.
tw

+886-62133111 
#856

大同大學 北部 教務處招生組
黃鈺婷小姐

ythuang@gm.ttu.edu.tw +886-277364865

大葉大學 中部 吳語若 wj@mail.dyu.edu.tw +886-8511888 #1767
+886-975322818 ✓

中原大學 北部 吳鈺雯 cycuoverseas@gmail.com +886-920571801
✓

中國文化大學 北部 教務處招生組 
王琬淳、潘維哲

cuafc@dep.pccu.edu.tw +886-228610511 
#11302 ✓

中國醫藥大學 中部 國際事務處
楊喻淇小姐

intelstu@mail.cmu.edu.tw +886-22991621

中華大學 北區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janice@chu.edu.tw +886-35186339
✓

元智大學 北部 陳彥樺 yenhua@saturn.yzu.edu.
tw

+886-34638800 
#3287 ✓

天主教輔仁
大學

北部 招生組
朱家明先生

adm@mail.fju.edu.tw +886-229052224

文藻外語大學 南部 國合處境外組 oc5005@mail.wzu.edu.tw +886-73426031
#2641-2644 ✓

世新大學 北部 林慧萍、張淑珍 karenlin@mail.shu.edu.tw 
sjchang@mail.shu.edu.tw

+886-222368225 
#82048  #82042 ✓

台灣首府大學 南部 林欣怡 oicsa@tsu.edu.tw +886-65718818
✓

玄奘大學 北部 招生服務處
薛漢偉先生

1070740200@hcu.edu.tw +852-55102093
+886-966484194 ✓

佛光大學 東部 國際處
林秀芬

hflin@gm.fgu.edu.tw +886-39871000

亞洲大學 中部 黃鈺軒 ceehsuan@asia.edu.tw +886-4233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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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大 學

大學名稱 地區 招生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可預約線
上說明會

明道大學 中部 港澳區執行長 郭乙頡小姐 
港澳區顧問 戴雁容小姐

hgwei@mdu.edu.tw +886-911190359
✓

東吳大學 北部 國際事務中心 
黃敏淳小姐

minchun@scu.edu.tw +886-228819471 
#5364 ✓

東海大學 中部 國際處　陳冠傑先生 s80308pc@thu.edu.tw +886-988723594
✓

長榮大學 南部 入學服務處 
王佩茵小姐　陳咨綺小姐

overseas@mail.cjcu.edu.
tw

+886-62785601
✓

南華大學 南部 國際及兩岸學院 
洪于桑小姐

teresahung1230@
nhu.edu.tw

+886-52721001 
#1711 ✓

真理大學 北部 招生中心
黃眉湘小姐

au1aga@au.edu.tw +886-226290228

高雄醫學大學 南部 教務處招生組 enr@kmu.edu.tw +886-73234133
✓

淡江大學 北部 國際處 顏嘉慧 
招生策略中心 陸寶珠　

132618@mail.tku.edu.tw +886-226296579
✓

逢甲大學 中部 招生事務處 
陳姿伶小姐　游謦妅小姐

chentl@fcu.edu.tw +886-918185313
✓

華梵大學 北部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高偉穎

ica@gm.hfu.edu.tw +886-918756227
✓

開南大學 北部 賴玟婕 nc@mail.knu.edu.tw +886-33412500 
#4140 ✓

慈濟大學 東部 國際與兩岸事務處 
湯梓儀

judytang727@gms.tcu.
edu.tw

+886-38565301
✓

義守大學 南部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王尹琳老師

jolinw@isu.edu.tw +886-933688470
✓

嘉南藥理大學 南部 國際處
林忠慶先生

lincc37168@gmail.com +886-988216960
✓

實踐大學 
( 台北校區 )

北部 入學服務處
周春玫小姐

admission@g2.usc.edu.tw +886-225381111 
#2215 ✓

實踐大學
( 高雄校區 )

南部 入學服務處
林信志先生

khusc002@gmail.com +886-925806700
✓

臺北市立大學 北部 教務處
羅國清、吳敬

ad@utaipei.edu.tw +886-228718288

銘傳大學 北部 國際教育交流處
朱亭佳

daphne@mail.mcu.edu.tw +886-33507001
#3703 ✓

靜宜大學 中部 吳紹淇 lumi77@gm.pu.edu.tw +886-905028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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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大學 - 單獨招生       ( 按筆劃排序 )
科 技 大 學

大學名稱 地區 招生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可預約線
上說明會

國立高雄科技
大學

南部 國際事務處 蘇寶玉小姐 sally@nkust.edu.tw +886-73617141 
#19026 ✓

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

中部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游淑媛小姐

yusy@yuntech.edu.tw +886-55372637

國立勤益科技
大學

中部 國際事務處　李小姐
(Wendy)

WendyLee@ncut.edu.tw +886-423924505

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

北部 教務處註冊組 蔡莉雯 lydia@mail.ntust.edu.tw +886-27301190

國立臺中科技
大學

中部 國際處　楊千霈小姐 oia20@gm.nutc.edu.tw +886-422195755
✓

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

北部 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組 
黃郁婷小姐

sofiahuang@mail.ntut.
edu.tw

+886-227712171
✓

國立澎湖科技
大學

外島 教務處 註冊組呂先生 gogofight@gms.npu.edu.
tw

+886-69264115 
#1122

大仁科技大學 南部 研發暨國際兩岸事務處 
黃玉鈴 Tina 

tinahuang222@tajen.edu.
tw

+886-989833148 
+886-87624002 
#1857

✓

中州科技大學 中部 國際交流中心鐘瑩如組長 cieac@gm.ccut.edu.tw +886-8359000
#1549 ✓

中國科技大學 北部 國際及兩岸交流組 csec506@cute.edu.tw +886-36991111

中華科技大學 北部 
南部

國際合作中心 陳國明組長 ckm@cc.cust.edu.tw +886-227856180

中臺科技大學 中部 招生及國際合作中心 
蔡昀蓉小姐

108424@ctust.edu.tw +886-422395079

元培醫事科技
大學

北部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匡思聖
兩岸交流暨合作中心 林若涵

kss12345@mail.ypu.edu.tw
ruohan@mail.you.edu.tw

+886-36102406 
+886-36102402 ✓

弘光科技大學 中部 國際處　梁美芬（Fan-
nie）

fannie@hk.edu.tw +886-934078628
✓

宏國德霖科技
大學

北部 國際處 蔡昀璋先生 noahtsai@mail.hdut.edu.
tw

+886-22733567
#835 ✓

明新科技大學 北部 林嘉莉 chiali@must.edu.tw +886-937994016
✓

東南科技大學 北部 施伃欣小姐 1090703@mail.tnu.edu.tw +886-286625948
✓

南開科技大學 中部 簡名俞 yu@nkut.edu.ya +886-4925634891595
+886-925265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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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大學 -單獨招生							( 按筆劃排序 )
科 技 大 學

大學名稱 地區 招生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可預約線
上說明會

美和科技大學 南部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吳巧敏小姐

x00011865@meiho.edu.tw +886-87799821 
#8794 ✓

致理科技大學 北部 國際處 鄭冠榮老師 
香港辦事處主任 Mike Wong

irene618@mail.chihlee.
edu.tw

+852-59297155
✓

崑山科技大學 南部 國際處　莊璽儒小姐 
國際處　馮馨儀小姐

oiab@mail.ksu.edu.tw 
oiaf@mail.ksu.edu.tw

+886-62050659
✓

景文科技大學 北部 教務處入學服務中心
洪婉家

red0907@just.edu.tw +886-282122111

朝陽科技大學 中部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謝孟芯

mengxin@cyut.edu.tw +886-423323000 
#3130 ✓

華夏科技大學 北部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專員
林世青

chinglin@go.huh.edu.tw +886-289415100
#1432

慈濟學校財團法
人慈濟科技大學

東部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盧蔚嘉先生、李怡真小姐　

ss444@ems.tcust.edu.tw +886-38572158 
#2479 ✓

聖約翰科技大
學

北部 教務處 國際招生組
林怡君 許淑櫻

yinghee@mail.sju.edu.tw +886-228013131
#6827 ✓

萬能科技大學 北部 邱春婷 alice16@mail.vnu.edu.tw +886-912218020
✓

臺北城市科技
大學

北部 國際交流中心 蔡以昕 ihtsai@tpcu.edu.tw +886-228927154
✓

輔英科技大學 南部 國際事務中心
林冠華、郭燕雀

oia@fy.edu.tw +886-77811151#2402
+886-912161848 ✓

遠東科技大學 南部 國際中心
張彥輝先生、唐荷婷小姐

hotelmatthew@gmail.com +886-930044080
✓

黎明技術學院 北部 國際處 
徐明偉主任　彭筱惟專員

wei777@mail.lit.edu.tw +886-910053757
✓

樹德科技大學 南部 陳亞淯、黃麗芬 oica@stu.edu.tw +886-910799251
✓

醒吾科技大學 北部 國際處 李采蓁秘書 101037@mail.hwu.edu.tw +886-226015310 
#1118 ✓

龍華科技大學 北部 兩岸交流中心主任 
尹協麒先生

allan1520722@gm.lhu.edu.
tw

+886-282093211 
#2503 ✓

嶺東科技大學 中部 國際事務處　張惟珩 awhchang53@teamail.ltu.
edu.tw

+886-423890288
✓

環球科技大學 中部 國際處　翁如慧小姐 cia@twu.edu.tw +886-55370988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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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