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 110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重要日程
THU Admission Application Timeline for Overseas Chinese,
Hong Kong and Macau Students
in Fall Semester 2021
【第一梯次】Early Action
開放線上申請
Online Application Open

2020 年 11 月 3 日上午 10 點
10 am, 3rd November, 2020

線上申請截止（報名系統關閉）
Application Closes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5 點
5 pm, 18th December, 2020

申請文件收件截止（逾期不受理）
Deadline for Submitting Required Documents

2020 年 12 月 20 日下午 5 點
5 pm,20 th December, 2020

公告錄取名單暨寄發錄取通知書
Release of Admission List and
Sending of Admission Letters

2021 年 2 月 26 日
26 th February, 2021
(若教育部及僑務主管機關延後核復考生身分資格，將另行通知放榜時程)

【第二梯次】Regular Action
開放線上申請
Online Application Open

2021 年 4 月 15 日上午 10 點
10 am, 15 th April, 2021

線上申請截止（報名系統關閉）
Application Closes

2021 年 7 月 01 日下午 5 點
5 pm, 1 st July, 2021

申請文件收件截止（逾期不受理）
Deadline for Submitting Required Documents

2021 年 7 月 02 日下午 5 點
5 pm, 2 nd July, 2021

公告錄取名單暨寄發錄取通知書
Release of Admission List and
Sending of Admission Letters

2021 年 8 月 20 日
20 th August, 2021

註冊入學
Registration

(若教育部及僑務主管機關延後核復考生身分資格，將另行通知放榜時程)

2021 年 9 月初
Early September, 2021

東海大學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流程
Application Procedures of Overseas Chinese, Hong Kong and Macau Students Admission

Step 1

請確認您符合僑生及港澳生申請資格，請參考【II.申請資格】。
Make sure you are eligible to apply as an Overseas Chinese, Hong Kong or Macau student.
Please refer to “II. Entry Requirement”.

線上申請：
(1) 報名網址：http://exam.thu.edu.tw/
(2) 一律採線上報名，於截止日前，將所有相關資料上傳以完成線上申請。恕不

接受紙本文件。每位申請人至多申請 2 個系組。

Step 2

Online Application
(1) Please go to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exam.thu.edu.tw/
(2) Only online applications shall be accepted. Please complete the online application, and upload
all the relevant documents before the deadline. Hard copy applications/
documents will not be accepted. Each applicant may apply for up to two departments/
graduate institutes.

上傳審查文件：
(1) 申請文件請參考【應繳文件】與【招生系所分則】。
(2) 申請文件須以 PDF 檔上傳，除了照片可為 JPG 檔。檔案大小以 5MB 為限。

每一項目僅可上傳單一檔案，若有多個檔案請自行合併。
(3) 於截止日前允許分次上傳及更新檔案，請務必審慎檢視上傳資料正確無誤
後，點選"確認送出"鍵完成申請。報名資格不符規定、表件不全等情形，恕
不予受理。

Step 3

Step 4

Uploading Documents
(1) About the application documents, please refer to “Required Application Documents” and
“Departmental Specifics”.
(2) All required documents shall be uploaded in PDF files, except for the photo which may be in
JPG format. Each document is limited to 5MB. Only one file for each field is accepted. If you
have multiple files for a particular field, please combine them into one file before uploading.
(3) The documents may be uploaded and updated at different trials and at any time before the
deadline. Please check the documents carefully before clicking confirming submission, after which
no uploading could be made. THU will not process incomplete submissions or submissions by
non-qualifying applicants.

報名完成後，系統會自動發送電子郵件。
You will be notified via auto-generated email upon completing online application and
submission.

 請在 Microsoft Windows 或 Android 系統中使用 Chrome 報名並上傳文件以避免兼容性問題，報名系統無法
支援 macOS、iTunes、iOS。

 Please use Chrome on Microsoft Windows or Android to apply and upload the files to avoid compatibility
issues. Application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macOS, iTunes, and iOS.

招生資訊系統提供之網路服務
Online Admission Information System
報名網址 Application Website

http://exam.thu.edu.tw/
 簡章公告 Brochure 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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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系主修樂器申請表
Major Instrument Application Form for Music Dept.



作品集網址上傳表 Form for Portfolio Link

 申請進度查詢 Application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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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招生系所資訊
1. 修業年限
學士班為 4 至 6 年（建築系修業年限為 5-7 年）
。
2. 招生名額及招收對象
110 學年度學士班新生總招生名額共 110 位。

3. 招生系所
本校學士班有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社會科學院、農學院、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法
律學院及國際學院等九大學院，詳細內容請參考「IV.系所分則」。

II.申請資格
僑生及港澳學生申請資格係依據教育部「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及「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
之規定，辦法如經修訂，以教育部公告為準，網址：http://www.edu.tw/。

1. 身分規定
申請者以當年度自海外回國者為限（不含已在臺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國內大學一年級肄業及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結業之僑生及港澳生）。
(1) 僑生：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
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
(2) 港澳生：香港或澳門（以下簡稱港澳）居民，具有港澳永久居留資格證件，且最近連續居留境外
六年以上者；並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規定，未持有外國護照者。
(3)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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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以上之華裔學生申請入學大學，於相關法律修正施行前，
其就學及輔導得準用「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規定申請入學。
註1：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得以取得僑居地公民權、永久居留權或以其所持中華民國護照
已加簽僑居身分認定之。
註2：「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規定，所稱香港居民係指具有香港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持有英國國
民（海外）護照或香港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者；所稱澳門居民係指具有澳門永久居留資格，且未
持有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或雖持葡萄牙護照但係於葡萄牙結束治理前於澳門取得者。
註3：所稱境外，指台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所稱海外，指大陸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註4：所謂「連續居留」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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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係
以本簡章申請時間截止日為計算基準日往前回溯推算六年。但計算至西元2019年8月31日始符合
本簡章所訂連續居留年限規定者，亦得申請。申請人如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以連續僑居中斷
論；其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不併入港澳或海外居留期間計算（意指港澳或海外連續居留時間須往
前推算）。請於報名時檢附證明文件一併繳交，以利審核。
(1) 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之技術訓練專
班。
(2) 參加僑務主管機關主辦或其認定屬政府機關舉辦之活動，或就讀主管機關核准境外招生之華
語教育機構開設之華語文研習課程，其活動或研習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3) 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4)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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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國接受兵役徵召及服役。
(6) 因戰亂、天災或大規模傳染病，致無法返回僑居地。
(7) 因其他不可歸責於僑生之事由，致無法返回僑居地，有證明文件。
註5：僑生身分認定，由僑務主管機關為之；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身分認定，由教育部
為之。
註6：僑生及港澳生在臺就讀期間因故自願退學返回僑居地且在臺停留未滿一年，得予重新申請回國就
學，並以一次為限。惟曾在國內大專院校（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註冊在學、休學、
非因故自願退學（如勒令退學）及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有案者不得申請，如有違反此規定經查證屬
實者，撤銷其錄取資格。
註7：僑生及港澳生回國就學期間，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任意變更身分。
註8：若同時符合外國學生及僑生身分資格者，請擇一身分申請入學，一旦提出申請後不得變更身分。
註9：本項招生對象不含緬甸、泰北地區未立案華文中學畢業僑生。

2. 學歷規定
(1) 在當地華文中學、外文中學畢業或相當於國內高級中學畢業取得畢業證書（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
者，須檢附修業證明書）
，且經我政府駐外機構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查證屬實者。
(2) 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或畢業年級高於相當國內高級中學學校之國外同級同類學校肄業並
修滿相當於國內高級中學學校修業年限以下年級，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或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
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得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
A. 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
B. 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
C. 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
上述休學、退學或重讀年數之計算，自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所附具歷年成績單所載最後修滿
之截止日期，起算至報考當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3) 同等學力資格之認定依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辦理。
(4)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依本簡章之規定申請入學，違反規定者，取消錄取資格；已入學者，
應勒令退學並撤銷學籍。
A. 已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經核准有案且尚未取得他國國籍者。
B. 持偽造或冒用、變造證明文件或護照者。
C. 錄取分發後，經僑務主管機關或教育部審核資格不符者。
註1：應屆畢業生申請時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請繳交「在校證明書」或「預計畢業證明書」替代，如經
錄取，須於開學註冊時繳驗學歷證件正本，否則註銷其錄取資格。
註2：畢業年級相當於臺灣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高中11年制，Form 5)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類學
校畢業生得申請本校學士班，惟入學後依本校學則規定應增加畢業學分數12學分。

如違反上述任一條件之申請者，經查證屬實者，撤銷其入學資格、開除學籍或撤銷其本校畢業資格，
且不發給任何學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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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申請流程
1. 報名日期（臺灣時間）
第一梯次

2020 年 11 月 03 日上午 10 時 至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5 時止

第二梯次

2021 年 04 月 15 日上午 10 時 至 2021 年 07 月 01 日下午 5 時止

2. 申請方式
(1).報名網址：http://exam.thu.edu.tw/。
(2).一律採線上報名，於截止日前，將所有相關資料上傳，並完成線上申請，恕不接受紙本資料。
(3).每位申請人至多申請 2 個系組，報名完成後，系統會自動發送電子郵件。
注意事項：

(a). 請牢記您線上報名時所填寫之護照號碼及電子郵件，以便之後登入申請系統修改資料、上傳文
件以及查詢資格審查與錄取結果。
(b).完成線上報名後，請自行下載列印出由系統產生之表單並簽名：申請表、具結書或其他文件。
(c).請務必於申請期限內完成資料上傳，如延誤時間而致喪失申請權益，其責任概由申請者自行負責。

3. 申請費用
免費。
4. 上傳審查文件
請至報名系統【表件上傳】，上傳所有審查文件（限 PDF 檔）。
(1).申請文件請參考【應繳文件】與【招生系所分則】。
(2).申請文件須以 PDF 檔上傳，除了照片可為 JPG 檔。檔案大小以 5MB 為限。每一項目僅可上傳單
一檔案，若有多個檔案請自行合併。
(3).於截止日前允許分次上傳及更新檔案，請務必審慎檢視上傳資料正確無誤後，點選"確認送出"鍵
完成申請。報名資格不符規定、表件不全等情形，恕不受理。
(4).若作品集超出 5MB，可提供連結網址。請至報名系統【下載專區】下載並填寫「作品集網址上
傳表」。
(5).申請者可隨時登入東海大學報名系統查詢申請狀態（點選【申請狀態查詢】登入您的帳戶）。
請在 Microsoft Windows 或 Android 系統中使用 Chrome 登入。為了能列印相關文件，開始申請前，
請確認您的瀏覽器允許彈跳式視窗。
5. 應繳文件
(1).學系審查文件：請參閱【IV.招生系所分則】。
(2).資格審查文件
(A). 入學申請表(報名後由系統提供)
請於報名系統填寫資料後列印並簽名。報名時請務必登錄有效資料，以免自身權益受損。
(B). 2 吋證件照
請上傳六個月內 2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1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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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身分及學歷資格切結書、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報名後由系統提供)
請自行下載列印，並詳讀具結書內容後簽名。
身分別

應繳文件

僑生

身分及學歷資格切結書。

港澳生

(1).身分及學歷資格切結書。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2).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

(D). 身分證明文件
身分別

應繳文件
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擇一上傳)

僑生

(1).僑居地身分證或護照。
(2).中華民國護照暨僑居身分加簽。
(1).港澳永久居留資格證件。

港澳生

(2).在境外連續居留之原始證明文件。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3).大陸地區出生者，另須檢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回鄉證)之個人資料頁。

(E). 學歷證件
(a). 高中畢業證書：
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另附駐外館處或登記在案之翻譯社公證之中文或英文譯本。
 應屆畢業生申請時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得先繳交由其學校出具之「在學證明書」或「預計
畢業證明書」
；如獲錄取，則需於註冊期間繳交經驗證之畢業證書，否則將取消錄取資格。
(b). 歷年成績單：
高中歷年成績單(10th~12th grade /Form4~6)，應包含修業起訖年月、分數等級說明，若無，請
申請者自行註記在成績單上，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另附駐外館處或登記在案之翻譯社公
證之中文或英文譯本。
 高中 11 年制(11th grade /Form 5)：請繳中學最後二年成績單(10th~11th grade /Form4~5)。

(F). 推薦信：請上傳至少 1 封您目前或之前學校老師/公司主管寫的推薦信。

IV.招生系所分則
關於課程及師資等相關資訊請至各系所網頁查詢。

1. 文學院
代碼

系所

學系審查附加規定

Website /E-mail

1.中文自傳(500-1000 字)。
110

中國文學系

2. 學 習 研 究 計 畫 書 : 說 明 申 請 本 系 之 理 由
(700-1000 字)。

http://chinese.thu.edu.tw
E-mail: chinese@thu.edu.tw

3.其他有審查文件:各項檢定獲得獎事蹟。
1.英文自傳(300-500 字) 。
120

外國語文學系

2.英文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有助證明申請者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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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lld.thu.edu.tw
E-mail: flld@thu.edu.tw

系所

代碼

學系審查附加規定

Website /E-mail

文能力之英文測驗成績證明文件(如
IELTS、TOEFL、TOEIC 等)。
4.如必要將以電話或網路視訊進行口試。
130

歷史學系

150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190

1.中文自傳(700-1000 字)。
2.學習研究計劃書：說明申請本系之理由 http://history.thu.edu.tw
E-mail: history@thu.edu.tw
(700-1000 字)。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1.中文自傳(500-1000 字)。
http://japan.thu.edu.tw
2.中文讀書計畫書。
E-mail: japan@thu.edu.tw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1.中文自傳(700-1000 字)。
2.學習研究計劃書：說明申請本系之理由 http://philo.thu.edu.tw
E-mail: philo@thu.edu.tw
(700-1000 字)。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哲學系

2. 理學院
系所

代碼

學系審查附加規定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210

應用物理學系

221
222

化學系化學組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

231
232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得獎事蹟。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
得獎事蹟。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
得獎事蹟。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240

應用數學系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
得獎事蹟。

Website /E-mail
http://phy2.thu.edu.tw
E-mail: phys@thu.edu.tw
http://chem.thu.edu.tw/
E-mail: chem@thu.edu.tw
http://biology.thu.edu.tw
E-mail: biology@thu.edu.tw
http://www.math.thu.edu.tw
E-mail: math@thu.edu.tw

3. 工學院
代碼

系所

學系審查附加規定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31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330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
獎事蹟。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
獎事蹟。

Website /E-mail
http://chemeng.thu.edu.tw
E-mail: chemeng@thu.edu.tw
http://www.ie.thu.edu.tw
E-mail: ieei@thu.edu.tw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340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351
352
353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資訊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組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 http://www.envsci.thu.edu.tw
獎事蹟，如：社團參與、學生幹部、 E-mail: envsci@thu.edu.tw
成果作品等。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
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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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s.thu.edu.tw
E-mail: cs@thu.edu.tw

系所

代碼

學系審查附加規定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360

電機工程學系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
獎事蹟。

Website /E-mail
http://ee.thu.edu.tw
E-mail: ee@thu.edu.tw

4. 管理學院
系所

代碼

學系審查附加規定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410

420

企業管理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競賽
獲獎、社團或志工參與等。
1.中文或英文自傳。
2.中文讀書計畫書。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
獎事蹟。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競賽
獲獎、社團或志工參與等。

430

會計學系

440

財務金融學系

471
472

統計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
統計學系決策管理組

491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行銷與
電子商務應用組
資訊管理學系物聯網與
大數據應用組

492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如證照、中文或
英文能力檢定證明、獲獎紀錄等。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
獎事蹟。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
獎事蹟。

Website /E-mail
http://ba.thu.edu.tw
E-mail: ba@thu.edu.tw

http://inttrade.thu.edu.tw
E-mail: inttrade@thu.edu.tw

http://acc.thu.edu.tw
E-mail: acc@thu.edu.tw
http://fin.thu.edu.tw/
E-mail: fin@thu.edu.tw
http://stat.thu.edu.tw
E-mail: stat@thu.edu.tw

http://im.thu.edu.tw
E-mail: im@thu.edu.tw

5. 社會科學院
系所

代碼
521
522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531
532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學系審查附加規定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獎事
蹟。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獎事
蹟。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540

550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社會學系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獎事
蹟。
1.中⽂⾃傳：撰寫內容分以下部分：
「成長歷
程中影響你/ 妳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
麼？」
、
「你/妳選本系的理由」
、
「你/妳最
想選的一門課程」、「你/妳有興趣的社會
學領域？」自傳內容 3000 字以內（若有引
用資料請記得註明出處）
。
2.其他有利的審查資料:請從以下選擇三件，
6 / 34

Website /E-mail
http://economic.thu.edu.tw
E-mail:economic@thu.edu.tw
http://politics.thu.edu.tw
E-mail: politics@thu.edu.tw
http://pmp.thu.edu.tw/
E-mail: deptpuad@thu.edu.tw

http://soc.thu.edu.tw
E-mail: soc@thu.edu.tw

系所

代碼

學系審查附加規定

Website /E-mail

不限項目，並請附上文字說明（① 競賽成
果(或特殊表現)證明、②社團參與證明、
③學生幹部證明、④語言檢定證明、⑤專
業證照、⑥研討會參加證明、⑦參與其他
活動的證明或⑧讀書心得（小論文）
。
1.中文自傳。
560

社會工作學系

2.未來學習計畫。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http://sociwork.thu.edu.tw
E-mail: sociwork@thu.edu.tw

6. 農學院
系所

代碼
610

學系審查附加規定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http://animal.thu.edu.tw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E-mail: animal@thu.edu.tw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620

食品科學系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中文或英文能力檢定
證明、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660

餐旅管理學系

680

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
士學位學程

Website /E-mail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相關作品發表、各項
檢定或得獎事蹟。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 到 1000 字)
2.其他有利於審查之文件:各項檢定或得獎
事蹟。

http://foodsci.thu.edu.tw
E-mail: foodsci@thu.edu.tw
http://thotel.thu.edu.tw
E-mail: thotel@thu.edu.tw
http://swss.thu.edu.tw
E-mail: swss@thu.edu.tw

7. 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
代碼

系所

學系審查附加規定

Website /E-mail

1.中文或英文自傳：請詳述個人學習藝術創作經歷
及未來學習計畫。
710

720

美術學系

音樂學系

2.作品集：包括個人各階段作品圖片、畫冊、創作
自述…等創作歷程資料。

http://fineart.thu.edu.tw
E-mail: fineart@thu.edu.tw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作品集超出 5MB：請至【報名網頁】→【下載專
區】下載並填寫「作品集網址上傳表」。
1.中文或英文自傳：簡述個人學習音樂經歷及學習
目標。請註明主修樂器名稱。
2.音樂系主修樂器申請表：請至【報名網頁】→【下
載專區】下載並填寫。
(1) 錄影資料：個人一年內演奏(唱)錄影，時間長
度達 10-15 分鐘，器樂及聲樂均須背譜。錄影
內容為 2 種不同風格的古典音樂曲目，並附演 http://music.thu.edu.tw
E-mail: thumusic@thu.edu.tw
出書面資料。
(2) 以作曲為主修者，提供 3 首已完成主要作品，
其中至少包含以下 3 類作品之一：室內樂、重
唱或合唱曲、管絃樂作品。請同時繳交作品演
出的影音資料。
(3) 以聲樂為主修者，自選曲目須選自不同語言
(義、德、法、英、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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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系所

學系審查附加規定

Website /E-mail

(4) 請將錄影資料上傳至 YouTube 或雲端資料庫，
並提供連結網址。
3.術科(主修)教師推薦函 1 封。
【備註】
本校主修樂器為：鋼琴、聲樂、小提琴、中提琴、
大提琴、低音提琴、豎琴、長笛、雙簧管、單簧
管、低音管、薩克斯風、小號、長號、法國號、
低音號、上低音號、擊樂、作曲、電子琴，採不
分組招生。
1.應具中文聽、說、讀、寫的能力。
2.須具備樂器演奏以及音樂理論基礎。
1.中文自傳。
2.作品集：能表現創意、思考、實作的各類創作，
類型不拘。作品集中的各項作品請標示：名稱、
製作時間以及創作理念及媒材等相關說明。如有
作品為合作製作，請註明合作人員姓名以及申請
者所擔當之工作內容。

730

建築學系

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社團
參與證明、中文程度相關證明文件（如修習時數、
檢定等）
。若為海外臺灣學校或以中文為官方語言
http://arch.thu.edu.tw
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以中文自傳、成績單、
E-mail: webarch@thu.edu.tw
畢業證書或其他證明替代」。
★本系以中文教學為主，申請者宜考慮中文的聽、
說、讀、寫能力。本系為理論與實務並行的科系，
但實作課程占比高，需要良好體能、肢體及細微
動作的操作能力、辨識顏色與形狀等視覺功能，
具溝通協調能力與情緒控管之抗壓能力，以對抗
學習過程中沉重的作業壓力。
作品集超出 5MB：請至【報名網頁】→【下載專
區】下載並填寫「作品集網址上傳表」。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2.中文讀書計畫。

740

工業設計學系

3.設計作品集：包含作品名稱、作品特色說明、使
用媒材說明、立體圖呈現。
4.其他有利審查資料：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各項
檢定或得獎事蹟）等。
作品集超出 5MB：請至【報名網頁】→【下載專
區】下載並填寫「作品集網址上傳表」。

http://id.thu.edu.tw
E-mail: id@thu.edu.tw

1.自傳(500-1000 字，中文或英文)。
2.讀書計畫(中文或英文)。
750

景觀學系

3.作品集：能表現創意、思考、實作的各類設計作
品，型式不拘。作品集中各項作品請說明作品名
稱、設計理念及媒材之運用等內容。
4.其它有利文件，如相關檢定、獲獎、參與社團活
動等證明文件。
作品集超出 5MB：請至【報名網頁】→【下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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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thu.edu.tw
E-mail: la@thu.edu.tw

系所

代碼

學系審查附加規定

Website /E-mail

區】下載並填寫「作品集網址上傳表」。

8. 法律學院
系所

代碼
810

法律學系

學系審查附加規定
1.中文或英文自傳(500-1000 字)。
2.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Website /E-mail
http://law.thu.edu.tw
E-mail: law@thu.edu.tw

9. 國際學院
系所

代碼

學系審查附加規定

1.英文自傳(限 300-500 字)。
2.英文讀書計畫書(限 300-500 字)。
營管理學位學程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有助證明申請者語文能力之英文
(全英語授課)
測驗成績證明文件(如 IELTS、TOEFL、TOEIC 等)。
永續科學與工程 1.英文自傳(限 300-500 字)。
2.英文讀書計畫書(限 300-500 字)。
學士學位學程
3.其他有利審查文件：有助證明申請者語文能力之英文
(全英語授課)
測驗成績證明文件(如 IELTS、TOEFL、TOEIC 等)。
國際學院國際經

910

920

Website /E-mail
http://ic.thu.edu.tw
E-mail: iba@thu.edu.tw

http://ic.thu.edu.tw
E-mail: sse@thu.edu.tw

V.申請結果公告
1. 錄取規定
【第一梯次】經錄取或遞補並完成報到之錄取生，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將不再進行分發。
【第二梯次】本校不再對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在案之僑生及港澳生進行錄取。

(1).本校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單獨招生經僑務主管機關認定符合僑生身分或經教育部認定符合港
澳生、港澳具外國國籍華裔學生身分，並經相關院系進行書面資料審查合格者，提送本校招生委員
會決定錄取名單。
(2).各學系之最低錄取標準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達最低錄取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之考生，列為
正取生。
(3).考生成績相同時，依同分參酌標準進行名次排序。同分參酌順序以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為優先。
(4).申請 2 個系(組)之考生，將依報名時所選填志願順序分發，第一志願正取後，取消後面志願正取資
格。
2. 申請結果查詢
申請者請於開放查詢申請結果期間，逕至報名系統申請查詢申請結果。
3. 成績複查
申請結果公告後 7 天內，至報名網頁「文件下載」列印「成績複查申請表」，並於期限內以電子郵件傳
送至 admission@thu.edu.tw 或傳真+886-4-23596334 至本校招生策略中心辦理，免收申請費用。
(1).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且不得要求提供各項目得分、調閱或影印成績相關表件，亦不得要求告知審
查委員之姓名或其他相關資料。複查僅查核核算是否有誤或漏評。
(2).未錄取之考生，如經複查結果其實際成績符合錄取條件者，即予補錄取；已錄取之考生，經複查發
現其成績低於錄取標準者，即取消其錄取資格，該考生不得異議。
(3).複查完竣後，即將複查結果以電子郵件函覆考生。
4. 就讀意願回覆
申請者務必填寫「僑生及港澳生入學意願確認表」回覆給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以完成登記手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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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時間內辦理者，申請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5. 寄發錄取通知書
申請結果公布後，本校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者結果，並以專函寄發紙本錄取通知書。

VI.註冊入學
已完成報到之錄取新生，應依錄取通知書之規定時間（預計 2020 年 9 月初）來校辦理註冊手續，
未按規定完成註冊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
1. 註冊時應繳交下列文件，未繳交者不得註冊入學：
【僑生】：(1) 護照正本。
(2) 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正本。
(3) 經我政府駐外機構驗證或由僑務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核驗之高中畢業證書
（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正本。【各地臺校畢業生畢業證書免驗證或核驗】。
(4) 經我政府駐外機構驗證或由僑務主管機關指定單位核驗之高中歷年成績單正本。
(5) 六個月內 2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1 張。
【港澳生】、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1) 護照正本。
(2) 港澳永久居留資格證件正本。
(3) 在港澳或海外連續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正本。
(4) 經我政府駐外機構驗證或由僑務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核驗之高中畢業證書
（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正本。【各地臺校畢業生畢業證書免驗證或核驗】。
(5) 經我政府駐外機構驗證或由僑務主管機關指定單位核驗之高中歷年成績單正本。
(6) 六個月內 2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1 張。

2. 來臺入學相關規定
(1) 錄取生若經僑務主管機關或教育部審查不符僑生、港澳生或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身分資格
者，本校將取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不得異議。
(2) 入學許可並不保證簽證取得，簽證須由中華民國駐外館處核給。
(3) 經本升學管道入學本校之僑生、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不得自行轉讀或升讀各級
補習及進修學校（院）
、空中大學、大專校院所辦理回流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
僅於夜間、例假日授課之班別。但非以就學事由，已在臺取得合法居留身分者，不在此限。僑生及
港澳生違反前項規定者，本校將撤銷其自行轉讀或升讀之學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畢業
後始發現者，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其學位證書。
(4) 依我國移民署規定，錄取之港澳新生必須於入臺後進行居留體檢並通過體檢才得以辦理居留證，
體檢項目（表格）及體檢醫院依衛生福利部規定。
(http://www.cdc.gov.tw/info.aspx?treeid=AA2D4B06C27690E6&nowtreeid=E2E03C52598CD5F6&tid=F
E2A4655E9F73411)。註：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者無需進行居留體檢。
(5) 錄取生可採用現行之「境外人士線上申辦系統」
（簡稱雲端系統）申請入出境許可證，惟學生赴臺
時務必攜帶本校製發之單招錄取通知證明文件正本，以利順利來臺申辦居留證。
(6) 依我國移民署規定，港澳地區學生於入境當日計算滿二十歲（含）以上者，必須檢附無犯罪紀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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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或稱良民證、行為紙（且須經駐外機構驗證）才得以辦理居留證。
(7) 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於開學後統一為新生投保「僑生傷病醫療保險」
；居留滿一百八十日以上且
中間未出境一次以上（單次出境時間不得多於三十日）者，符合全民健康保險加保資格。若未達上
述條件而不得加保健保者，將協助辦理境外生傷病醫療保險至符合健保資格之時。註：港澳生之健
保居留起算日為取得居留證日始進行計算，非港澳地區之僑生則自入境後即進行起算。

VII.考生申訴處理
1. 考生對考試結果認為有損害其權益情形時或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疑慮，得於放榜後 7 日內，以書面向
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
2. 考生申訴書應詳載考生姓名、報考系所組別、住址、聯絡電話、申訴日期、申訴之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
關文件或佐證資料。
3. 考生申訴案，如有下列情形者不予受理：
(1).於招生有關法令或招生簡章已有明確規範者。
(2) .逾申訴期限或申訴人不適格者。
4. 受理之申訴結果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於一個月內正式答覆，必要時由教務長召集各學院院長、法律顧問及
相關人員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理。
5. 申訴評議以一次為限。

VIII.其他注意事項
1. 為確保僑生及港澳生身分資格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或「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輔導辦法」
之規定，您的部分個人資料將由本校函送至僑務委員會、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教育部、內政部移民
署查詢您的出入境紀錄，並由僑務委員會進行僑生身分審查及教育部、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進行港澳
生身分審查。
2. 入學許可並不保證簽證取得，簽證需由我國駐外機構核給。
3. 如發現錄取新生有申請資格不符、舞弊情事或所繳證件有偽造、變造、假借、塗改、冒用、不實或學
歷資格不具合法效力等情事，即取銷其錄取資格或開除學籍，亦不發給任何有關學業證明。如係在本
校畢業後始發現者，除勒令繳銷其學位證書，公告取銷其畢業資格外，並應負法律責任。
4. 在臺灣地區現有或原有戶籍之僑生，在學期間應申請緩徵，畢業或離校後，緩徵原因消滅，則應適用
歸國僑民兵役相關規定。但如在學期間、畢業或離校後，已無僑民身分，則應適用國內一般役男規定，
有關兵役問題，可向內政部役政署查詢。
5. 海外學生家長應指定在臺親友一人為監護人。
6. 學生入學後，凡因操行不良、或學業成績過差而為學校勒令退學或開除之學生，必須自費返回原居留
地。
7. 僑生及港澳生保留入學資格、轉學、轉系、休學、退學及其他學籍、學業、生活考核等事項，依本校
學則暨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8. 本校大一新生及轉學生不分科系、國籍、性別皆必修一學年 0 學分之勞作教育課程。
9. 本校學士班學生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應修學分外，尚須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
外語能力畢業標準，方能畢業。
10.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以同等學力資格
入學本校學士班後，依本校學則規定應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增加其學士班應修畢業學分數 12 學分。
11. 本招生入學係依據「僑生回國及就學輔導辦法」、「港澳學生來臺就學輔導辦法」、本校學則及「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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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招收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規定」辦理。
12. 本簡章若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理。

IX.實用資訊
1. 學雜費收費標準
下表學雜費收費標準供參考用，幣別為新臺幣，實際收費標準以本校會計室網頁公告為準
(http://account.thu.edu.tw/web/tuition/tuition.php?lang=zh_tw)。
學院
系所
合計
文學院
理學院
工學院
管理學院
社會科學院
農學院
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
法律學院
國際學院

外文、日文

50,510

中文、歷史、哲學

48,217

應物、化學、生科、應數

55,820

化材、工工、電機、數創

56,289

環工、資工

55,820

企管、國貿、會計、統計、財金、資管

48,951

經濟、政治、行政、社會、社工

48,217

畜產、食科、餐旅

55,820

美術、音樂、工設、建築

56,289

景觀

55,820

法律

48,217

國經學程

69,020

永續學程

76,800

2. 全年花費估計
含書籍、住宿、保險、餐費等，僅供參考。所有費用以新臺幣為準，美金僅為概算(1 美金≒30 新台幣)
項目

費用估計

書籍費

NT$10,000~16,000（US$ 340~540）/年

住宿費

NT$15,400~25,400（US$515~850）/年

生活費

NT$96,000~120,000（US$ 3,200~4,000）/年

保險費

NT$9,000（US$ 300）/年（檢附清寒證明者，提供健保補助）

學生會費

NT$1,000~5,000 (US$ 35~170)/ 4 年

全年估計花費

NT$135,000~210,000（US$4,500~7,000）/年

3. 住宿資訊
本校學士班大一新生皆保障住宿。相關訊息可至本校學務處住宿輔導組網頁查詢，網址：
http://deanstu.thu.edu.tw/subweb/d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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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關單位聯絡資訊
(1)東海大學校內單位

(2)其他相關單位

東海大學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電話：+886-4-23590121
網址：http://www.thu.edu.tw

電話：+886-2-23432888
傳真：+886-2-23432968
網址：http://www.boca.gov.tw

提供所有關於東海大學之資訊。

簽證與其他相關業務。
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
內政部移民署

電話：+886-4-23598900
傳真：+886-4-23596334
E-mail：admission@thu.edu.tw
網址：http://csr.thu.edu.tw/

電話：+886-4-22549981；
網址：http://www.immigration.gov.tw
申請換發外僑居留證。

提供入學諮詢、申請。

教育部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電話: +886-2-77366666
網址 http://www.edu.tw

電話：+886-4-23590234
傳真：+886-4-23590354
E-mail：course@thu.edu.tw
網址：http://aca.thu.edu.tw/

提供留學臺灣之各式資訊。
僑務委員會

處理學生教務需求，如註冊、發給學生證、成績
單、畢業證書、保留學籍、休學、復學等。

電話: +886-2-23272600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綜理臺灣僑務相關事宜。

網址: http://www.ocac.gov.tw

電話：+886-4-23594041
傳真：+886-4-23592884
E-mail：overseas@thu.edu.tw
網址：http://oir.thu.edu.tw/
提供入學後之輔導，統籌居留證、健康保險等相
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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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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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考生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下簡稱個資法）
，為確保您的個人資料，隱私及權益之保護，請詳細閱讀
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個資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所為以下「考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
事項」。
一、機構名稱：東海大學。
二、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基於辦理本校招生入學考試相關之試務、資（通）訊與資料庫管理、統計研究分析、註冊入學後之學
生資料管理及相關或必要工作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蒐集之方式：
透過考生親送、郵遞、傳真或網路報名而取得的考生個人資料。
四、個人資料蒐集之類別：
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或居留證或護照號碼、生日、相片、性別、教育資料、緊急聯絡人、住址、電
子郵遞地址、聯絡資訊、轉帳帳戶、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方式等。法定個人資料類別(註)為：
C001、C002、C003、C011、C021、C023、C033、C034、C038、C051、C052、C056、C057、C061、C062、
C064、C072、C111、C132。
五、個人資料處理及利用：
(一) 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
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辦理考試個人資料保存期限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
期間為利用期間。
(二) 個人資料利用之地區：
台灣地區（包括澎湖、金門及馬祖等地區）或經考生授權處理、利用之地區。
(三) 個人資料利用之對象：
本校各單位及本於完成上開蒐集目的之相關合作單位，包含教育部或其他行政、學術研究機構等。
(四) 個人資料利用之方式：
1. 本校進行試務、錄取、報到、查驗、註冊、入學生管理等作業，考生（或家長、監護人）之聯
絡，基於試務公信的必要揭露（榜示）與學術研究及其他有助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必要方式。
2. 本校得依法令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料或相關資料提供予相關
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六、當事人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料，將導致無法進行考試報名、緊急事件無法聯繫、考試成
績無法送達等等，影響考生考試、後續試務與接受考試服務之權益。考生應確認提供之個人資料，均
為真實且正確；如有不實或需變更者，應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本校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辦理更正。
七、考生得依個資法規定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
用；請求刪除。考生得以書面、傳真、電話等方式與本校聯絡（聯絡方式請詳見報名簡章）
，行使上述
之權利。惟停止蒐集、處理、利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料之請求，不得妨礙本校依法所負之義務。
註：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代號
http://mojlaw.moj.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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