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中國大陸學生來臺研修作業說明表 

項目編號 QF05 

項目名稱 中國大陸學生來臺研修作業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學生交換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簡章資訊收集及統整 

(一) 與處室各組同仁確認重要日程表上資訊是否需配合作業時

間再調整的。 

需確認申請受理時間、審查結果公布及匯繳研修代辦費時程

及全體研修生回報抵臺航班訊息。 

(二) 各項需再次確認有無更動之費用資訊 

1. 確認外籍生與陸生研修學雜費訊息金額與宿舍床位申請

費用有無變動。 

2. 確認陸生健康檢查收費及團體保險費用有無更動。 

3. 確認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辦法有無變動。 

4. 確認研修申請費費用是否有更動及臺幣匯率換算後美金

及人民幣價格為多少。 

二、 公告來校研修資訊 

(一) 秋季班截止收件至 5 月 31 日，春季班則為 11 月 30 日。 

(二) 收件截止日每季可視狀況調整些微截止時間。 

(三) 來校交換生申請系統公告上需提供的資訊 

1. 提名開放期間 

2. 姊妹校老師提名系統連結 

3. 學生申請系統連結 

4. 學生申請時間 

(四) 公告來校研修申請資訊及於來校交換學生系統寄出提名通

知信件予姊妹校。 

公告日建議於開始申請當日公告即可。 

三、 姊妹校提名交換生名單及學生申請階段 

(一) 姊妹校於交換學生系統填寫提名學生之資訊及上傳大陸地

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相關活動團體名冊。 

(二) 國際處收到後於來校交換生後台系統寄送申請通知信件予



已被提名之姊妹校學生。 

四、 國際處收受學生及大陸學校申請資料並審查申請文件是否齊 

(一) 如須交付檔案無上傳齊全者，承辦人至交換生系統後台寄信

提醒請該學生於申請截止日前上傳。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陸生來台研修申請表(附件一) 

2. 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相關活動團體名冊(附件二) 

3. 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暨當事人同意書(附件三)  

4. 緊急事件授權同意書(附件四) 

5. 短期研修健康檢查項目表(附件五) 

6. 入台申請書(附件六) 

(二) 此時可開始建立Excel檔將所需的學生資訊一併彙整。 

1. 建檔之資訊(視承辦人需要可自行調整內容) 

中英文名、國籍、原校名稱、性別、信箱、欲研修系所、

送件進度紀錄等。 

五、 系所於來校交換學生系統審核交換學生申請件 

六、 寄送入學許可函 

國際處許可函寄出後，請學生填寫系統確認入學作業，系統點

選確認入學後將請學生填寫各項入學服務申請(含接機級班機

資訊、住宿需求、志工安排需求等)，填寫完畢儲存後即完成。 

七、 國際處申請陸生入臺簽證 

八、 轉知各校區同仁學生學籍資訊 

學籍建置完成後將學生名單轉知國學組及系所同仁，由其接手

學生後續學生證製作、住宿繳費、接機及後續在臺學生輔導事

宜。 

九、 學生抵臺並來校報到後開始研修 

十、 交換生在校交換期間與各交換生之姊妹校保持連繫 

(一) 國際處會與來校交換生之原就讀學校國際處保持連繫，以便

於姊妹校掌握學生就讀情況。 

(二) 學生赴外也需與其原校之國際處保持聯繫。 

十一、 交換生返國後結案辦理 

(一) 學生返國後，國際處會將學生學期/學年成績單紙本寄送至

該姊妹校。 

(二) 陸生成績單申請費用由學生自費支出，學生可至綜合業務組

繳費並告知處室請國際處代收並寄出。 

英文版:臺幣20元、中文版:臺幣10元 

注意事項 
一、 與選送學生之姊妹校保持聯繫及提醒各項重要時程，以免學

生來台簽證等出國手續準備不及。 



法令依據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入臺證申請線上申請 SOP 

使用表單 

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陸生來台研修申請表(附件一) 

二、 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相關活動團體名冊(附件二) 

三、 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暨當事人同意書(附件三)  

四、 緊急事件授權同意書(附件四) 

五、 短期研修健康檢查項目表(附件五) 

六、 入台申請書(附件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作業流程圖 

中國大陸學生來臺研修作業 

  

 

 

 

 

 

 

 

 

 

  

附件一 

公告來校研修資訊 

國際處 

申請入學資料 
 

姊妹校需繳交資料: 

1.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

事相關活動團體名冊 
 

學生申請入學資料: 

1. 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

暨當事人同意書 

2. 緊急事件授權同意書 

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陸生來

台研修申請表 

4. 短期研修健康檢查項目表 

5. 入台申請書 

簡章資訊收集及統整 

是 

國際處收受學生及大

陸學校申請資料並審

查申請文件是否齊全 

各系所審核交

換學生申請 

是 

否 

申請不通過 

姊妹校提名交換生名單及學生申請階段 

姊妹校、學生 

寄送入學許可函 

國際處 

1. 國際處將系所審核結果更

新於來校交換學生申請系

統供學生查詢。 

2. 確認學生是否來校報到。 

資料不齊全

者於申請截

止日前補件 

否 

是 

申請不通過 

否 

申請陸生入臺簽證 

國際處 

A 



 

 

 

 

 

 

 

 

 

 

 

 

 

 

 

 

 

 

 

 

 

 

 

 

 

 

是 

學生抵臺並來校報到後開始研修 

學生 

1. 交換生在校交換期間國

際處會與各交換生之姊

妹校保持連繫，以便於

於姊妹校掌握來校交換

學生之就讀情況。 

2. 學生赴外也需與其原校

之國際處保持聯繫。 

結束 

交換生返國後結案辦理 

國際處 

交換學生返國後，國際

處會將學生學期/學年

成績單紙本寄送至該

姊妹校 

1. 確認住宿申請 

2. 寄送選課須知 

3. 確認抵台日期 

4. 送教務處製作學生證 

學生報到 

撤銷入學許可 

否 

轉知各校區同仁交換生資訊 

國際處 

來臺交換學生抵台前需

自行辦理護照等出國相

關事宜。 

A 



 (附件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陸生來台研修申請表  

請務必參考課程內容後，慎選系所。錄取後恕不接受變更系所及校區。 

 
 

個 

人 

資 

料 

中文姓名  公民身份號碼  

請於此處插入照片

圖檔即可(照片格式

請參照簡章說明) 

英文姓名 
(同護照) 

 
護照號碼 

(無護照者，免填) 
 

性別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QQ 號碼 
 

*注意英文字母大小寫 *來台前及離校後，校方以此信箱聯絡  

Email 
 

*注意英文字母大小寫 *來台前及離校後，校方以此信箱聯絡 

原就讀學校  就讀系所/年級  

緊急聯絡人姓名  與緊急聯絡人關係  

緊急聯絡人電話  

研 

修 

計 

畫 

擬就讀系所 

□我已詳閱想申請系所資料，並接受錄取後來臺不

得變更系所及校區之規定。 

校區： □建工/燕巢   □第一   □楠梓/旗津 

志願系所 1:____________________ 

志願系所 2: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寫系、所、組全名。 

*請參考課程內容後，慎選系所。選填，恕不接受變更。 

欲申請指導教授：(本科生免填) 
*請至欲申請系所網站查詢教師資料。 

1.                   

2.                   

3.                   

入學時間 

一學期 

□ 秋季班 (西元_____年 9 月~ 1 月) 

□ 春季班 (西元_____年 2 月~ 6 月) 

申請住宿 

 校區：□建工/燕巢  □第一  □楠梓/旗津  *只能入住研修期間系所所屬之校區宿舍。 

____  A. 校內學生宿舍冷氣 4 人房(每人每學期 NT$7,200-NT$13,300) 

____  B. 校內學生宿舍無冷氣房(每人每學期 NT$5,700-NT$6,900) 

____  C. 校外特約宿舍  

備註：請依個人喜好填上 1、2、3，以便宿舍安排。其餘規定另詳當期簡章。 

應 

備 

文 

件 

檢 

查 

申請人自行於

右邊欄位確認

是否繳交勾選

 

 電子檔*(PDF 部分請彙整成 1 份檔案) 

1. 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暨當事人同意書   PDF 

2. 緊急事件授權同意書   PDF 

3. 大陸學生來台研修申請表  WORD  PDF 

4. 學習計畫   PDF 

5. 歷年成績單(正本) *需有校方戳章   PDF 

6. 在學證明(正本) *需有校方戳章   JPEG 

7. 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正反面   JPEG 

8. 二吋白底露耳彩色照片   JPEG 

9. 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  WORD  JPEG 

10. 推薦信 2 封   PDF 



11. 財力證明(新台幣 15 萬元以上)   PDF 

12.體檢報告(依照台灣表格-丙表)   PDF 

 本校填寫 
審查結果公布後，匯繳研修代辦費  

來台後，另有應備文件待繳 (詳當期研修簡章)  

本人聲明：我清楚本研修申請計畫相關作業規定並願意全面遵守。我所填寫及繳附資料均屬實，並願

意遵守台灣地區法律及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之規定及管理。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入學資格審查結果 (以下欄位由高雄科技大學填寫) 

 

審查結果：□同意 □不同意(請註明原因) 

 

導師/指導教授 系主任/所長 院長 國際事務處 

班級： 

 

 

*不同意者免填本格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大陸學生短期研修學習計畫書 
壹、目的： 

  

貳、內容： 

 

參、來臺之理由： 

 

肆、預期成效： 

 

     申請人（姓名）：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備註：                                                                                   

1.本表由申請人以正體字撰寫，應說明來臺研修或研究之理由並請詳細撰寫(可檢附相關文章或有利

申請之文件)，俾便本校審查之參考。                                                           

2.本表僅供參考，可自行增列表格繕寫。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大陸學生短期研修(研究)推薦書 
學生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地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原就讀學校  研修期間 自西元   年 月 日 

至西元   年 月 日 

選讀系所  

選修(研究)

計畫主題 

 

推薦者對 

申請人評語 

 

推 薦 者： 

服務機關： 

職    稱： 

電    話： 

通 訊 處： 

電子信箱： 

推薦者簽章： 

           年     月     日 

備註： 1.本表由學生該校 2位教授推薦填寫。 

       2.本表如不敷使用，請另以相同大小之紙張橫式繕寫。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附件五) 

短期研修健康檢查項目表 
Health Certificate for Short-Term Students 

(醫院名稱、地址、電話、傳真) 

(Hospital’s Name, Address, Tel, Fax) 

基 本 資 料 / Basic Data 

姓名 
Name 

性別 
Sex 

國 籍 
Nationality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實 驗 室 檢 查 /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A. 麻疹及德國麻疹之抗體陽性檢查報告或預防接種證明 / Proof of Positive Measles and Rubella 

 Antibody or Measles and Rubella Vaccination Certificates： 

a. 抗體檢查 / Antibody Tests 

  麻疹抗體 / Measles Antibody □ 陽性 / Positive  □ 陰性 / Negative  □ 未確定 / Equivocal 

  德國麻疹抗體 / Rubella Antibody □ 陽性 / Positive  □ 陰性 / Negative  □ 未確定 / Equivocal 

b. 預防接種證明 / Vaccination Certificates (證明文件應註明接種日期、接種院所及疫苗批號。如檢附幼 

   時接種證明，其接種年齡必須大於1歲。/ The certificate should include the date of vaccination, the  

   name of administering hospital or clinic and the batch no. of vaccine. If the childhood vaccination  

certificate is submitted, it is important to include the record of the vaccines administered only after one 

year of age.) 

  □ 麻疹預防接種證明 / Measles Vaccination Certificate 

  □ 德國麻疹預防接種證明 / Rubella Vaccination Certificate 

c. □ 有接種禁忌，暫不適宜預防接種 / Having contraindications, not suitable for vaccination 

B. 胸部 X 光肺結核檢查 / Chest X-ray for Tuberculosis： 

X 光發現 / Findings：                                                 

判定 / Result： 

□ 合格 / Passed  □ 疑似肺結核 / TB suspect  □ 無法確認診斷 / Pending  □ 不合格 / Failed 

□ 孕婦免驗 / Not required for pregnant women 

 

健康檢查總結果 / The final result of health examination： 

□ 合格 / Passed  □ 須進一步檢查 / Need further examinations  □ 不合格 / Failed 

負責醫檢師簽章 / Signature of Chief Medical Technologist：                          

負責醫師簽章 / Signature of Chief Physician：                          

醫院負責人簽章 / Signature of Superintendent：                          

日期 / Date：YYYY / MM / DD 

備註 / Note：本表為來臺短期研修停留之健康檢查項目表。表單格式僅供參考，學生可分別檢

具預防接種證明及胸部 X 光檢查報告。/ This form lists the required medical 

examination items for students applying for short-term study in Taiwan.This form is only 

used for reference, students may submit a copy of vaccination certificates and the chest 

X-ray report instead of completing this form. 

 本證明三個月內有效。 / The certificate is valid for three months. 

 

： 

： ： 

檢查日期 / Date of Examination 
YYYY / MM / DD 

：YYYY / MM / DD 

：□ 男 / M  □ 女 / F 

 



(附件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