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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前準備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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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簽證



來臺前準備
事項說明

國際學位生應申請居留簽證，因為居留簽證是日後辦理中華民國外僑居留證
的依據文件。即使您來自可免持停留簽證入臺的國家，您仍應辦理居留簽證。

一. 應備文件

1. 簽證申請表1份。可於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下載：www.boca.gov.tw > 
簽證 > 外國人申請中華民國簽證相關手續及說明 > (2) 居留簽證（擬在中
華民國境 內作180天以上居留之外籍人士） > 外國留學生

2. 6個月內2吋彩色照片2張（黏貼於申請表上）。

3. 護照正、影本各1份，護照效期須為6個月以上且有空白頁。

4. 居留或定居健康檢查項目表正本及影本。

5. 世新大學入學許可正、影本各1份。

6. 最高學歷證件(含畢業證書及成績單) 正本及影本，中文、英文以外之語文
應附中 文或英文譯本。

7. 財力證明正本及影本。

8. 其他視個案要求提供來臺目的證明、來臺關係人保證書等審核所需之有關
文件。

居留簽證(在僑居地辦)



來臺前準備
事項說明

二. 費用

居留簽證規費及美國籍人士申請簽證之相對處理費收費數額，請參考「外國
護照 簽證收費數額表」(www.boca.gov.tw > 簽證)

三. 注意事項：

以免簽證或落地簽證方式入境，或非以就學之簽證目的持停留簽證來臺者，
不得 以就學為由要求轉換居留簽證或申請延長停留期限。

四. 若您持就學之簽證目的之停留簽證來臺，須於停留期限屆滿前7個工作天，
將停留 簽證轉換為居留簽證：

1. 申辦地點：外交部領事事務局(駐各僑居地)

2. 應備文件：
 申請表1份
 6個月以內有效護照、 2吋照片2張
 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書正、影本各1份（初次申請者，得以錄取通知書替 代）。
 以來臺就學為由的停留簽證正影本1份
 3個月以內，指定醫院開立之健康檢查證明（指定醫院 : www.cdc.gov.tw > 國際

旅遊與健康 > 外國人健檢 > 健檢指定醫院）
 最高學歷證件(含畢業證書及成績單) 正本及影本，中文、英文以外之語文 應附

中文或英文譯本。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如財力證明
 手續費：新臺幣800元 (美金 24元)

居留簽證(在僑居地辦)



來臺前準備
事項說明

外僑居留證是國際學生在臺灣的身分證，是您居留在臺灣的身份證明文件，請務
必妥善 保管並隨時注意您的居留期限。 另外，無論是持居留簽證入境臺灣，
或是在中華民國境內獲改換發居留簽證者，請務必 於入境次日，或居留簽證
簽發日起15天內，向居住地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各縣（ 市）服務站申請
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

ARC Sample

一. 應備文件： . 

1. 申請表1份 : www.immigration.gov.tw > 線上申辦 > 申請書表範例 > 外籍
人士入出 國 > 外國人居（停）留案件申請表

2. 外僑居留證(初次申請者免附)。

3. 2吋照片。

4. 護照及居留簽證正、影本各1份。

5. 在學證明書正、影本各1份。

外僑居留證



來臺前準備
事項說明

外僑居留證
二. 辦理時間：
10個工作天

三. 申請流程：

由申請人親自或委託他人檢具前述文件向居留地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各縣（ 市）服務站提
出申請，委託他人代辦者，應於申請表上填寫委託聲明或另附委託 書，但初次申請者則必
須本人親自到場辦理。

四. 費用：

新臺幣1,000元（1年期），新臺幣2,000元（2年期），新臺幣3,000元（3年期）。 外僑居留證
遺失或因故污損申請換發者，須繳納換證費用新臺幣500元。

五. 注意事項：

持外僑居留證者，倘須在效期內出境並再入境，應申請外僑居留證時同時申請重入 國許可。

六. 辦理延期注意事項：

1. 未於居留期限內辦理延期者，主管機關得廢止當事人居留資格，並限令出國。

2. 初次入國未註冊經先行核發效期6個月之外僑居留證者：俟其註冊後，再行受理 居留延期
申請，並補足已繳規費之剩餘效期。

3. 已畢業欲留臺覓職者：應檢附畢業證書申請延期，其居留效期統一以畢業當月加 計6個月
為延期居留期限；如屬延畢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依實際就學情形 酌予核發6個月至1
年效期之外僑居留證。



來臺前準備
事項說明

請同學務必填寫就讀意願表單！

連結:

https://forms.gle/RAV5aJDXEAJ8P8oc9

❶就讀意願表單

https://forms.gle/RAV5aJDXEAJ8P8oc9


來臺前準備
事項說明

 請不用郵寄任何資料至世新大學。

 因為境外生在收取手冊的時間已經將近來台時間，因此僅需將
資料備齊親自帶來台灣即可辦理報到手續。

❸入學資料準備



來臺前準備
事項說明

 直發僑生（由僑居地學校畢業，僑務委員會分發入學）

❸入學資料準備

馬來西亞及其他地區直發生

1.簽證VISA影本 2張 7.清寒證明正本（申請健保卡補助用） 1張

2.分發書正本 8.白底兩吋照片(包含電子檔) 3張

3.分發書影本 1張 9.郵局存褶影本(無則免) 2張

4.護照正本 10.中華民國身份證&護照影本(無則免) 1張

5.護照影本 4張 11.學籍記載表(學生教務系統填寫列印) 1張

6.緊急事件同意書



來臺前準備
事項說明

 直發僑生（由僑居地學校畢業，僑務委員會分發入學）

❸入學資料準備

港澳地區直發生

1.分發書正本 9.單次入臺證正本

2.分發書影本 2張 10.單次入臺證影本(蓋有入境章) 3張

3.僑居地身份證正本 11.警局紀錄證明/良民證(年滿20歲需繳交) 1張

4.僑居地身份證影本 2張 12.清寒證明正本(申請健保卡補助用)

5.護照正本 13.郵局存褶影本(無則免) 2張

6.護照影本 3張 14.中華民國身份證&護照影本(無則免) 1張

7.白底兩吋照片
(包含電子檔)

5張 15.學籍記載表(學生教務系統填寫列印) 1張

8.緊急事件同意書



來臺前準備
事項說明

 僑發僑生（由台灣師範大學僑先部畢業，僑務委員會分發入學）

❸入學資料準備

僑大分發僑發生

1.分發書正本 8.緊急事件同意書

2.分發書影本 1張 9.居留證(更新前)影本 1張

3.護照正本 10.居留證(更新後)影本 3張

4.護照影本 2張 11.清寒證明正本(申請健保卡補助用) 1張

5.白底兩吋照片 2張 12.中華民國身份證&護照影本(無則免) 1張

6.郵局存褶影本 2張 13.學籍記載表(學生教務系統填寫列印) 1張

7.健保卡影本(無則免) 1張



來臺前準備
事項說明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自行直接向學校提出申請）

大一新生外籍生

1.簽證VISA影本 2張 6.緊急事件同意書

2.錄取通知書正本 7.白底兩吋照片(包含電子檔) 3張

3.錄取通知書影本 1張 8.郵局存褶影本(無則免) 2張

4.護照正本 9學籍記載表(學生教務系統填寫列印) 1張

5.護照影本 4張

❸入學資料準備



來臺前準備
事項說明

僑外生(含港澳生)

 請先確認好銀行提款卡在國外是否能正常使用

 通常提款卡後面有PLUS字眼的提款卡才能在國外提款。

 記得務必告訴工作人員要在國外提款。在申請時也把分發書或
錄取通知書帶過去，以防萬一。

 請事先與發卡銀行確認國外提款的限額為何。

- 有些銀行只要提領超過限額就會鎖卡，也請盡量將提款限額提
高至1天至少新台幣4萬元，方便在來台初期領取繳學雜費及購
買日常用品。（一般上，HSBC銀行若沒有特別說明，一天限
額為新台幣4萬元。但台灣銀行的提款機每次提領限額為新台
幣3萬元，所以1天需要分2次提領才能領到新台幣4萬元。）

 馬來西亞生推薦花旗銀行、渣打銀行、匯豐銀行

❹銀行提款卡



課程相關說明

❷通識課程

❶學分

❸國文課程(中文)

❹校訂學生基本
核心能力

請點擊選擇：



課程相關說明

 台灣是以學分來計算畢業標準，如：需修滿128學分才能畢業。

- 128學分裡又有規定，如：

1.選修學分必需大於34學分；
2.系上300號課程(課程代碼)必需研修至少18學分；
3.通識課程必需研修至少12學分（後面會說明）等。

- 每個科系的畢業學分規定都會有所不同，若有輔系或雙主修的
同學將需要研修更多的學分才能畢業。

❶學分



課程相關說明

 一般上一門課為2-3學分，但也有特殊情況如：英聽為1學分，
體育為0學分（但是為校訂必修課）。

 及格通過課程（總平均60%以上）即獲得學分，沒有則就是
「被當」（不及格）。

 大一至大三必須研修最低學分為16學分，最高為25學分，意即
在選課的時候不得選低於16學分或高於25學分。若真的需要修
高於25學分可至教務處申請。

❶學分



課程相關說明

 通識課程分為四大領域：
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史哲學課及文學藝術。

 通識課為校必修課程，必須修至少12學分（即6門課），每一
個領域至少要修1門課（2個學分），其他4學分可任選領域，
若超修將不會算入學分內。

例子：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史哲學課及文學藝術都修了1門
課之後，我再選擇社會科學和史哲學課的各別1門課來研修，
或社會科學再選2門課來研修。

❷通識課程



課程相關說明

 台灣的國語（即國家語言）為中文，所以在台灣中文統稱國文。

僑生國文課（校必修課程）

 針對僑生、港澳生與外籍生（統稱僑外生）的中文能力不及本
地生（即台灣學生），因此提供「僑生國文」取代一般國文課，
專門教授僑外生較淺白的國文課程。

 「僑生國文」課不須在選課時選取，需在境外生報到時能力分
班測驗，之後系統將直接帶入該課程到同學的課表。

 一般課程時間會在每個星期固定的其中一天晚上7點－10點
（12-14節），請同學們在選課時把這個段空下，以利選課作
業進行。

❸國文課程(中文)



課程相關說明

必須通過以下檢定考試或修畢課程方能畢業：
 英(日)語能力：

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初試及格，或學校舉辦之模擬全民英檢中級
初試能力會考（期末英聽/日聽考試）及修畢「外文英文/日文」。

 中文能力：
中文能力檢定，每學期定期舉辦，相關報名事項請留意校網頁或校內
佈告欄，有專門為僑外生開放的中文能力檢定。若至大四學期結束前，
仍未通過者，必須加修「中文寫作」(暑修)。

 資訊能力：
基本資訊能力檢測，每學期定期舉辦，相關報名事項請留意校網頁或
校內佈告欄及修畢「資訊素養」。 修畢「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思辨表達能力：
修畢「全媒體識讀」即可。

 自我管理能力：
修畢「法律與生活」課(法律系及行管系需修畢「法學緒論」)、通過
「體適能標準」檢驗（每學期定期舉辦，僅限大三生報名，若不通過
檢驗者，則必須與大四修習核心體育）。

❹校訂學生基本
核心能力



選課說明

❷課程查詢

❶學號查詢

❸選課須知

108-1註冊、選課手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qh1FPYvljeAwavDAoLANBzz8dg4awEJ/view

請點擊選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qh1FPYvljeAwavDAoLANBzz8dg4awEJ/view


選課說明
【選課前須知】

僑外生(含港澳生)

1. 登入學校首頁

http://www.shu.edu.tw/

2.選擇主條目『招生與入學』

3. 選擇『學號查詢』

❶學號查詢

http://www.shu.edu.tw/


選課說明
【選課前須知】

 在選課前可以先到學校「學生教務系統」查詢課程內容或大綱，
再自行決定是否選擇該課程。
（也可查詢上課時間是否有與其他課程相撞）

＊部分必修課（沒有需要排序興趣/志願的課程）將會自動納
入課表，不必選該課程。

❷課程查詢



選課說明
【選課前須知】

1. 登入學校首頁

http://www.shu.edu.tw/

2.選擇主條目『學生』

3. 選擇『學生教務系統』

❷課程查詢

http://www.shu.edu.tw/


選課說明
【選課前須知】

1. 選擇『課務作業』→ 『學期開課課程一覽表』

2. 選擇『學年』與『學期』，其他項目自行斟酌選擇搜尋

❷課程查詢



選課說明
【選課前須知】

課程查詢須知

課表查詢：選擇『課務作業』→ 『學生課表查詢』

 課表週數
課表上會註記上課週數，例如：每週、單週與雙週。
從開學的那禮拜開始是第1週，即為單週；下禮拜是第2週，即
為雙週，再下禮拜為單週，以此類推。課表上標示的單週意即
只需在單週上課，雙週則是只需在雙週上課。

 課表教室代碼
校內教室都是以代碼（每棟樓區分）+號碼編列，如： 世界大
樓是W、新聞大樓是J。代碼的後一數字就是該棟樓的樓層，
如：J401為新聞大樓四樓教室。

❷課程查詢



選課說明
【選課前須知】

 校園導覽地圖

❷課程查詢



選課說明
【選課前須知】

 選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有2輪、第二階段有3輪，每一階
段的每一輪的選課時間皆不同,請查詢「選課手冊」查看時間。

 分輪次選課的原因是有些人會錯過時間，所以如果錯過第一輪
時段可以等第二輪，但是千萬不要錯過階段選課。

 第一階段(志願排序選課)
依照自己喜歡的課去選，沒有限定人數，但不代表完成選課；
第二階段選課前會公布您最新的課表才能確認是否有選上該課
程。

 第二階段(系統選課)
即所謂的「搶」課，若第一階段沒有選到的課，可以在第二階
段查看人數上限是否已額滿，無則可直接加選。
※熱門課程都會在這階段被秒殺，所以請務必早起選課！

課表查詢請看簡報〖選課說明〗→ 

❸選課須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qh1FPYvljeAwavDAoLANBzz8dg4awEJ/view


選課說明
【選課前須知】

 搶課情報
多數人都是先搶再考慮，到選課的最後一刻很多人會把選到的
課退選，就會有名額空缺，所以選課時大家都一直待在電腦前
不停刷新，等到想要的課有名額就盡快搶。
但系統有限制滑鼠的點擊次數(上限點選250次)，超過就會自
動登出，幾分鐘後才可以再登入選課。

 僑外生注意事項
課表切記不要修滿25學分！最多修至23學分，因為需要留2學
分予「僑生國文課」，此為大一必修課。

※相關說明請查看簡報〖課程相關說明〗→ 國文課程 (中文)

❸選課須知



選課說明
【選課前須知】

選課系統

1.登入學校首頁

http://www.shu.edu.tw/

2. 選擇主條目『學生』

3. 選擇『選課系統』

 選課注意
選課系統若不是您的年級的選課時間就無法登入。

選修課在【加選】選項選課；
通識課程在【領域課程加退選】選項排序志願選課。

❸選課須知

http://www.shu.edu.tw/


費用說明

❷醫療保險及
全民健康保險

❶註冊費說明

❸獎助學金

請點擊選擇：



費用說明

以每學期繳交(一學年有2個學期)，繳費單內會有包括：學雜費、
醫保或健保費、電腦實習費及宿舍費等明細。

 學雜費：
根據每個系級所需的費用不同。

 醫保或健保費：
請詳見〖費用說明〗→ 

 學生團體保險：
學校團體保險，一學期費用為290元，以意外傷害為理賠範圍。

 電腦教室、語言教學實習費：
- 若有選到“0”開頭的課程，如： ，就必須要繳交

該費用(因相關課程有使用電腦)。
- 由於學校會在繳費單上會預設這筆費用，若沒有選到相關課

程者也需先繳費，學校在確認課表之後將會把該筆費用退至
你的郵局戶口(來台後境外辦公室會帶領同學辦理)。

 宿舍費：
請詳見〖宿舍與校外租屋相關說明〗→

❶註冊費說明



費用說明

醫療保險

- 境外生初到台灣時，學校會先幫同學購買商業醫療保險(6個
【台灣法規強制在台時一定要有至少任一保險】。若有看診，
同學可以在境外辦公室申請保險理賠。

- 一般門診每次最高理賠為1000元；住院每日1000元，最高12
萬元，保障理賠內容以疾病及意外事故為主，所以同學可不必
事先在僑居地購買保險。

 第一次來台就學的僑生(含港澳生):
原費用為1120元，僑務委員會負擔50%，實繳560元。

 外籍生及非第一次來台就學的僑生(含港澳生)：
共3000元。

❷醫療保險及
全民健康保險



費用說明

全民健康保險(僑外生)

來臺就學之僑外生即取得居留證日起在臺連續居住滿6個月(期間
出境不超過1次，1次不得大於30日)，即符合投保資格。
同學必須於符合資格前，向學校提出申請(來台後境外辦公室會
帶領同學辦理)。

 僑生(含港澳生)：
採「申請制」補助，須檢附清寒證明資料(中學或其他任何公務
單位開立之中文或英文清寒證明文件)以資佐證，經學校審核通
過加入健保後，始可由僑務委員會補助。
若有補助則僑務委員會負擔50%，每月實繳374元；
若沒有補助則每月費用749元，保障範圍大，較能保障重大疾
病支出。

 外籍生：
每月費用749元，保障範圍大，較能保障重大疾病支出。

❷醫療保險及
全民健康保險



費用說明

 以上所述費用，若因政府法令改變亦會跟著變動。

※ 健保法令規定，僑外生領取居留證後尚未取得全民健保資格前
(居留期間滿六個月，出境不得超過1次，1次不得大於30日)，
若離境超過30日，計算時間則要歸零重新起算；故建議同學
寒假返家時間勿超過30日！！

❷醫療保險及
全民健康保險



費用說明

 清寒僑生助學金(僅限僑生申請)
清寒僑生助學金為學年制助學金(每年的第一學期)，請自行查
看以下網址內的3張表單，並備齊資料帶來台灣，以便日後申
請。

申請表： http://global.web.shu.edu.tw/zh/degree-c/scholarship-c/

 校內外獎助學金
請自行查閱相關網址： http://osa.web.shu.edu.tw/?p=28

❸獎助學金

http://global.web.shu.edu.tw/zh/degree-c/scholarship-c/
http://osa.web.shu.edu.tw/?p=28


學校活動說明

❷社團

❶制服日
請點擊選擇：



學校活動說明

 社團活動
社團屬於課外活動的一種，不計入學分內，開學時校內會有社
團招生展覽，有興趣的同學可至攤位詢問。
若找不到攤位也可至大禮堂B1&B2的社桌區（社團的辦公桌）
尋找相關社團詢問。

 校內社團列表：
http://osa.web.shu.edu.tw/課外組首頁/社團性質列表/

❷社團

http://goo.gl/fvJX4i


來臺後開學前
相關行程說明

109-1日間學制註冊、選課手冊

 網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
GiXWevUqwAnHj5EAu9vWuzb08i-qjUd/view (109)

 請務必詳細閱讀手冊內容，若有不明白之處再進行詢問。

 填寫與列印學籍記載表範例：https://goo.gl/UUXnzA

❷選課手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iXWevUqwAnHj5EAu9vWuzb08i-qjUd/view
https://goo.gl/UUXnzA


學生權益
相關辦法

網址請點我

❶世新大學 學生請假辦法

網址請點我

❷世新大學 學生申訴辦法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0aKDPW9FRXfZ1pzc3lUN3RMSVk/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0aKDPW9FRXfeTdvaWxuOENtVjQ/view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聯絡：

世新大學 國際事務處 境外生服務中心
Email：ocsc@mail.shu.edu.tw
市話：+886-2-2236-8225#82326、82327
傳真：+886-2-2236-3512
網站： http://global.web.shu.edu.tw/zh/home-c/

http://global.web.shu.edu.tw/zh/hom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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