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學生到台灣讀大學的面面觀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海華服務基金

赴臺升學諮詢委員 王達才編撰

資訊僅供校長、師長、家長，同學參考

《2017-2018學年度》



教育部林司長與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朱處長
頒發王達才委員委任狀



中學畢業後，無論去歐洲、美國、
澳紐或台灣讀大學，甚而中國大
陸，都會有學位、有機會，將來
發展比較去讀職業訓練、副學士
等前景更為寬廣。

赴外地升學目的是讓年青同學
提升國際視野
培育個人教養
學習專門知識



大學畢業，是在社會上踏上另一層平台，

在現今職業領域，大學學位是基本的、普

遍的，世界已經進入一個環球化層面，懇

請家長和同學們不必太考慮畢業後做什麼

工？賺多少錢？學歷承不承認？考唔考到

政府工？爸媽們，請讓年青人進入社會前

先去＜武裝＞自己，完成自己的大學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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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少數家長和同學，對台灣升學前景抱有懷
疑，在現今社會急速變化，資訊高度流通下：
（1）世界經濟已環球化，年青人不再拘限在香
港發展，掌握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印尼甚而
緬甸、巴基斯坦、、等一帶一路國家，在今後
五年、十年的黃金機遇。
（2）父母應該鼓勵年青人暫別溫室，去外地升
學和就業，闖一闖，培養他們的獨立能力和開
拓個人潛能，建立他們的人脈和事業！

讓年青人赴台升學完大學夢



香港學生赴臺升讀公私立大學的費用

雜費一般指書簿費、全民健康保險等等

匯率以1港元對台幣4.0元折算

住宿以該校雙人房八個月計算

(以上資料參考2017年台灣某私立大學新生入學註冊表)

學費 住宿 雜費 生活費 總計(全年) 每月平均

台幣 115，000 28,000 20,000 10,000 263,000 26,300

港幣 66，000 6，600

3.香港學生赴臺升讀公私立大學的費用



明智的決擇

•去台灣升學，不單是你在未來四年的大學進修生
涯，也是影響你個人人生的一個重要學習歷程。

•在父母意願、經濟負荷、個人志向、科系目標和
心理調適都要作出詳細研議和確定，好好和父母
交談，向爸媽提供充分的資訊和路線圖，自己决
定選擇的大學。

•由今日開始，定下短期而可評量和達到的目標，

盡力考好2018年DSE來進入不同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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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升學三大途徑

•A.教育部個人分發(11-12月)★★★★★

•B.教育部聯合分發(2-3月)★★★

•C.各院校獨立招生(全年)★★



申請來臺入學管道：個人申請入學

• 建議應屆中六同學從「個人申請」制途徑入學。

• 申請時間：2O17年10月準備選校選科， 11月集齊各項文件在網上申請。

• 相關文件及證件，11-12月指定日期送往尖沙嘴海華服務基金辦理確認及
完成繳費手續。（500港元。）

• 報 名 時 可 選 填 4個校 系 志 願→依 各 校 系 備 審 資 料 分 別 上 載

→由海外聯招會彙整後轉送各校審查→再依各校審查合格排序

→名額及志願序分發→預計2018年3月中放榜。

• 校長推薦和個人自傳十分重要。

• 考生提供詳盡中學校内成績、校内外活動及服務、獲獎紀錄、考勤、操行,
任何有助於加分之項目(如:美術、音樂、設計、體育或奧數等) 。

• 同學們有疑問可以 whatsapp (98793681)向王達才老師諮詢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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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網址：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申請來臺入學管道：聯合分發入學

•申請時間：2018年2月上網報名後到海華服務基金會辦妥驗證和
繳費。

• DSE放榜當天考生必須自行上網報填成績和選讀志願。

•依據各類組DSE文憑之最佳組合成績高低、所填志願，依校系名
額分發。

•預計2018年8月放榜。

•未達大學最低錄取標準者，分發至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修讀一年後，再依結業成績分發至各大學。

注意：申請個人分發的同學，如果四個選擇科系都未有錄取，海
外聯招會將自動將此類同學名單，撥入聯合分發，憑DSE成
績，再由同學自選之70個志願，重新分發。

報名網址: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獨立招生：由個別大學自行在港招生

***注意：非正式由台灣教育部辦理升學途徑***

• 1.家長和同學們要特別瞭解所選擇大學的辦學法團、大學規模、校園概
況、教學績效、院系設備、師資、在香港招生記錄等等。

• 2.一經獨立招生取錄，學生不能放棄而再進入台灣教育部聯招系統，當
然報了個人分發或聯合分發所有同學也不能參與獨立招生，三者選擇最
適合自己的。

• 3.獨立招生由大學自行辦理，入學分發書、台灣入境居留証、接機安排、
註冊、宿舍、、等，赴台升學前頗多問題要處理，請選擇近年有良好服
務記錄的大學。

• 4.我建議一般同學由個人分發或聯合分發途徑申請，少部分特別原因或
DSE某主科失手同學才考慮獨立招生。



如何選擇科系

•放眼世界，不要拘限將來不一定在香港發展。

•考慮將來可能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或亞太地區工作。

•社會上大量新興職務，缺乏人才，建議多作廣泛資訊搜集。

•醫科、建築、葯劑、牙醫、航天科技、精算、機械、土木
等專門科系，是長遠供不應求的人才，入學要求較高，同
學們評量個人成績作適切選讀。

•新興產業甚多，符合時代趨勢與產業需求之科系亦可考量:

•生物產業科技、運動事業管理、歐洲文化與旅遊、文化產
業國際人才學士、傳播藝術學士、婚禮規劃與慶典統籌、
園藝設計、食品工業、動畫設計、航空服務、休閒事業管
理、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等等。



如何在台灣160間大學選擇適合的大學科系

•參考2017年3月香港地區個人分發榜單，最多香港學生選擇的前八

間大學：

•1.大葉大學（155名）：台灣中部彰化縣，綜合型德國模式大學，
設計學院、外語學院、生物科技學院、管理學院、觀光餐旅學院、
工學院、護理學院等非常受歡迎，教學認真，對港生照顧全方位，

目前就讀中香港學生來自香港133間中學。

•2.義守大學（154名）：高雄市，綜合型大學，新成立大學，以電

影系，物理治療等較受歡迎

•3.中國文化大學（133名）：台北市陽明山，老牌大學，中國文學、

藝術 科系較突出。

•4.銘傳大學（125名）：原為商科女子學院，後轉型大學，學生多，

校舍 比較擠擁，宿舍一般。



如何在台灣160間大學選擇適合的大學科系

•5.逢甲大學（109名）：台中市逢甲夜市旁邊，老牌市區大學，校園
十分擁擠，沒有足夠宿舍，宿舍亦不在校區內，商科、工科都受歡

迎

•6.淡江大學（96名）：台北市淡水，在台灣有名氣，入學競爭性大，

學生人數多，校園擠迫，且缺乏足夠宿舍，商科、語文比較受歡迎

•7.暨南大學（86名）：南投縣，唯一上榜國立大學，校園景觀美，

僑生特多，以文商科系比較多。

•8.中原大學（78名）：中壢市，基督教大學，頗具歷史，標榜全人
教育，往昔頗受歡迎，惜近年未見特色，以心理學最受香港學生歡

迎。



台灣高等院校發展

•（3）台灣高等院校，大部分都可以連接世界各地大學，

• DOUBLE DEGREE雙學位、DOUBLE MAJOR雙主修

• 已經是台灣高等院校發展方向。

• **詳情建議你上網看看大葉大學網頁**

•（4）台灣升學選擇科系甚多，藥用植物與保健、節慶暨婚禮企

•劃、生物產業科技、運動事業管理、歐洲文化與旅遊、分子生物

•科技、航空服務管理、化妝品應用與管理、餐旅管理，台灣一百

•多間大學一千個不同院校科系，同學們請發掘自己的亮點，選擇

•自己的目標去完成吧！



大葉大學---綜合型大學（彰化）

• 台中大葉大學是2017年最火紅大學，超過六百人次學生由個人分
發申請入學

• 今年個人分發第一階段取錄155位香港同學入讀，高據台灣一百
六十間大學的第一名，目前在大葉大學就讀的香港學生來自香港
九龍新界各區135間不同中學，深獲家長和同學認同。

• 大葉大學的設計學院和護理學院，是香港同學的至愛，而生物產
業科技、運動事業管理、歐洲文化與旅遊、文化產業國際人才學
士、傳播藝術學士、應用日語、休閒事業管理，都是近年頗受同
學重視和推許的科系。

• 大葉大學在彰化八卦山腰，空氣清新，環境優美，且有足夠學生
宿舍，運動場，全天候游泳池，SPA，在台灣極受師長和家長推
薦的綠色校園，其報到率連續多年創高峰。



王委員拜會大葉大學歐嘉瑞校長



國立成功大學
校長蘇校長



大葉大學國際長陳美玲博士



其他不同大學科系的選擇

•台灣大學：台北市，台灣最有名綜合性大學，醫學院、法學院、
農學院、獸醫、藥劑學等競爭激烈。

•成功大學：台南市，與台大是全台灣最負盛名大學，工學院建
築、土木、化工、機械工程等備受推崇，近年醫學院、商學院、
文學院亦受重視。

•萬能科技大學：桃園機場航空城區大學，特別多港生入讀航空
服務管理（空姊／空中少爺） 、航空機械工程、化妝品應用與
管理等，對許多同學具吸引力和受職場重視。

•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北醫學大學、天主教輔仁大學、基督教
東吳大學、台中中山醫學大學、朝陽科技大學、、等等，可曾
引起你的大學夢想？



申請來臺升學資格

•申請資格：
• 赴台升學學生需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資格

• 香港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

• 另需最近連續居留港澳地區或海外滿六年以上

• 醫學、牙醫及中醫學系需滿八年。

• 持外國護照同學建議用外國學生自行申請赴台升學

•如何採計新高中文憑成績？ (聯合分發)

•新高中學制學生免試申請赴臺升學採計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 必採科目為「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及數學」3科。

• 另由申請人依簡章規定之類組採計科目別中任擇2科作為選採科目。

• 海外聯招會依照各類組之必採及選採科目，共採計5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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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校友就業機會

•香港學生畢業後尚未離境且原居留證仍在有效期內：
如有企業、政府機關或公私立學校願意僱用，由僱主檢具相
關文件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申請工作許可。

獲許可在臺工作之香港居民，得依規定申請居留。

•徵才說明會(每年8月)：
駐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在每年8月舉辦應屆臺灣畢業同學
徵才說明會，聯同香港數十間各行業企業集團現場招聘及工作
介紹。

包括臺資銀行、金融集團、航空公司、旅行社、醫療器材、
食品工廠、運動品牌企業等等，共分三場，為臺灣升學及畢業
同學提供一條龍服務。

當然期望你和我一樣，考進台灣政府機構工作，為香港市民提
供經濟、文化、旅遊、僑界和參觀訪問各種服務。



台灣畢業校友在香港的貢獻

•赴台升大學，畢業後許多回香港或歐美澳再讀MA，獲得各
地大學研究所歡迎。

•最近台灣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已互換學生交流和承認學分，
大葉大學亦有選派20位同學到香港理工大學學習和研修課程。

•目前在香港唸大學、研究所的台灣同學愈500人，而香港在
台灣升學接近10000人，是海外地區最多，香港和台灣高等
教育互動交流，已是現今世界教育發展趨勢。

•祇要你有能力、有大學學位、努力以赴，

全世界都歡迎你！



台灣畢業校友在香港的貢獻

許多許多台灣畢業校友默默奉獻香港數十年。

•現任城大校長郭位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前任校長金耀基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前校長朱經武教授

•港大商學院張介院長

•科大新任副校長吳恩柏教授

•城市論壇主持謝志峰

•機管局總裁彭定中

•香港電臺前任台長邵盧善

•香港培英中學校董會主席李偉庭醫生

•鳳凰衛視主播邱震海

•蘋果日報前社長董橋

•祇要你有能力、有大學學位、努力以赴，全世界都歡迎你！



東華三院黃鳳翊中學李校長



聖公會基道中學陳校長



佛教南華大學副校長林教授



香港學生赴臺升學享有全民健康保險

• 香港學生在台灣求學期間，首半年以「僑生傷病醫療保險」

保障健康和意外醫療

• 在辦妥相關居留手續並在臺灣連續居留滿六個月后，即與台灣民眾相同，
享有「全民健康保險」待遇，並由學校為同學投保

• 台灣政府相關機關會補助合資格僑生部分保險費，因此繳費較民眾為低

上述措施不時更動，以臺灣教育部及政府機關公佈為準



香港學生赴台灣升學申辦及簽證

• 香港學生赴台灣升學，由台灣駐香港: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統籌，並交海華服務基金辦理

• 學生須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及有效期六個月以上之特區
護照，經駐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境管証照組審核後辦理

＜赴台升學簽證＞

•赴台升學簽證(得在入學期間居留)和 一般香港居
民赴台觀光網上簽證完全不同,請同學和家長留意

• 根據近年觀察，大葉大學會由校長、教務長、國際處多位教
授和師長親自來港會見取錄新同學和家長，並邀請教育部駐
港參事和本人到場見証和分享，亦會在開學註冊前安排校車
到機場接機，師長和家長們都可以放心。



提供僑生財務協助

清寒助學金

• 由台灣政府提供每月約有3000元台幣予具有清寒證明的僑生

工讀金

• 部分學校提供每月約2500元台幣工讀金予有需要同學

• 大部分學校各單位優先選用僑生工讀

獎助學金

• 部分私立大學在符合條件及結盟中學合作協議下提供香港學生一年資

助學費，生活費或住宿費等不同優惠。

• 由僑委會接受各界捐款成立不同類型獎助學金予僑生申請

• 大學内外各項獎學金符合資格者皆可申請



歡迎師長、家長、同學
諮詢、研議、交流

•王達才顧問

•前任台灣政府行政院僑務委員會駐港僑務秘書、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赴台升學諮詢委員、

海華基金會董事、

國立成功大學校友會會長、

台灣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理事長。

聯繫電郵：wong_d_s@hotmail.com

電話（香港）852-98793681       請用 what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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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李天任校長與王達才伉儷合照



王達才代表靈糧堂怡文中學
與萬能科技大學莊校長結盟



王達才委員代表台灣四所大學與
東華三院五間EMI中學結盟



王達才夫婦與中原大學張校長合影



應邀參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37

文理書院-台灣升學講座



38

天主教培聖中學-台灣升學講座



大葉大學武東昇校長



樹德科技大學顏志榮副校長



培聖中學蕭校長, 元智大學
國際長王教授



國立暨南大學校長蘇玉龍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