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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流程 

•東吳大學概況 

•東吳升學指南針 

•報到及日常生活需知 

•解答提問 

 



www.scu.edu.tw 



http://icae.scu.edu.tw 



辦理入出境許可證、良民證 

•在「境外人士線上申辦系統（香港/澳門居民短

期停留）」，辦理入出境許可證（入臺證），
證件有效期六個月。 

•年滿20歲須辦理良民證，辦理良民證的推
薦函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提供。證件有效
期只有三個月，可七月底、八月初辦理。 

•未能在指定時間領取分發通知書，可由5月
27日起，在辦公時間到海華服務基金領取。 

 



https://coa.immigration.gov.tw/coa-frontend/overseas-honk-macao 



完善的新生接待安排 



購買機票 



2019學年度學雜費 



生活錦囊  住（宿舍） 

• 香港大一新生，一定可以安排宿位，
但因宿位有限，會採用「申請制」。 

 

• 以後逐年抽籤，如申請失敗，可嘗試
申請個案處理。 

 



生活錦囊  住（宿舍） 

•宿舍拍卡出入，無門禁時間 

•宿舍分5人、8人等等 

•上床，下櫃 + 書檯 

•有投幣洗、乾衣機；交誼廳有雪櫃、電磁爐 

•宿舍有上網、冷氣。每一個學期全包大約 
NT$ 12,000 至 NT$ 16,000 



僑生輔導機制 

住宿 

• 僑生床位已向住宿中心全數保留至報到日止。線上表單：https://pse.is/FLYYT， 

填報截止日：2019年8月11日晚上11時59分。 

• 宿舍：以雙溪校區學系住雙溪(女生宿舍-柚芳、榕華、男生宿舍-松勁)、城中校區學系住合楓

/合江/合垃學舍為原則，並以同系同儕為原則。 

• 報到日當天統一於雙溪校區分配住宿寢室別，及購買寢具後，再進住分配之宿舍。 

• 宿舍除提供個人床鋪、書桌、衣櫥、檯燈、角櫃外，其餘棉被、枕頭、墊被、拖鞋、個人用

等需自備。 

• 宿舍內配有電扇、冷氣。 

• 住宿期間違反宿舍規定或未參加新生宿舍輔導者將遭退宿。 

• 住宿期間門禁，憑住宿感應卡進出。 

• 其餘相關規定住宿中心，另安排說明。 

• 在學第二年起需自行申請校內外宿舍，如有特殊個案者將另依規定辦理。 

https://pse.is/FLYYT


宿舍收費標準 

宿舍別 規格 住宿費 保證金 網路費 冷氣費用 

榕華樓 5人房  

8500元 1000元 

1000元 

窗型、分離式冷氣 

寢室室友共同分攤 

柚芳樓 8人房 650元 

松勁樓 8人房 650元 

規格  以一學期為例 

合江 

學舍  
6人房  

14250元/每人/每學期 

費用明細為： 住宿費11400元， 

6個月網路費1850元， 

保證金1000元 

規格  以一學期為例  

合楓
學舍 

雅房  

14250元/每人/每學期 

費用明細為：住宿費11400元，6個月網路費1850元， 

保證金1000元 

套房  

14950元/每人/每學期 

費用明細為：住宿費12000元，6個月網路費1850元， 

保證金1000元 
 

 繳交方式：一次繳交一學期，可辦理就學貸款(保證金、網路費不得申貸)。  

 保證金：每學年每人繳交一次(第1學期已交者，第2學期免交)。住宿期間未損壞公物，並於離宿前完成個人寢室公物清點及
環境打掃，經檢查合格後，無息退還保證金。  

 網路費：採用光纖網路，1人獨立1線，共1,850元。 

 冷氣費：各寢室冷氣空調費用依實際使用狀況平均分擔。  

 退費：於宿舍開放進住日第六日起退宿者，除休、退學因素外，一律不退費。 

 

 冷氣費：各寢室冷氣空調費用依實際使
用狀況平均分擔。 

 退費：於宿舍開放進住日第六日起退宿
者，除休、退學因素外，一律不退費。 

 



生活錦囊  住（宿舍） 



生活錦囊  住（宿舍） 



宿舍環境介紹 



生活錦囊  錢：每月生活費 

•豐儉由人 

•有人 NT$ 8000一個月， 有人 NT$ 16,000
一個月 

•首次過臺灣或每學年開始時使費會較多 

   NT$ 10,000 – NT$15,000 

•在外租屋（房）每月約NT$ 7,000至12,000
左右，看地段、大小而定。 

 



生活錦囊  錢：每月生活費 

•第一年赴臺灣，錢銀預寬鬆一點 

•臺灣普遍在郵局開儲蓄戶口，全臺灣郵局提款
機均可提款 

•可先帶足夠支付開學初期的開支，之後用香港
提款卡在臺灣提款 

•亦可一次過帶港幣過去，在臺灣兌換 

•香港提款卡有「銀聯」標誌，可直接在臺灣各
銀行有「銀聯」功能的提款機使用 

 



生活錦囊  錢：每月生活費 

•香港銀行提款卡有「銀聯」標誌，則可直接
在臺灣各銀行任何一部標示有「銀聯」功能的
提款機使用。 

• 每次提款最高金額限制 NT$ 20,000。 

     # 須事先在香港開啟「境外提款服務」     

     # 設定每日提款金額上限 

     # 設定境外提款時效 

•要注意每次提款須扣手續費（匯價亦可能有
少許差異。 

 



生活錦囊  錢：每月生活費 

•如要使用香港發行的提款卡（包括扣帳卡
、信用卡）在境外櫃員機提款，應在 

•離港前，透過香港的櫃員機、網上銀行、
電話銀行或銀行分行等途徑，啟動境外 

•提款功能，你可指定屆滿日期，及可設定
低於本港提款限額的境外櫃員機提款上限。 

•如有疑問，請聯絡發卡銀行。 

 



生活錦囊  錢：每月生活費 



生活錦囊  錢：每月生活費 

•最好同時申請網上銀行服務  



生活錦囊  錢：每月生活費 



生活錦囊  錢：每月生活費 



生活錦囊  錢：每月生活費 

東吳大學雙溪校區郵政局
設有可用「銀聯」香港銀
行提款卡提款的櫃員機。 



生活錦囊  錢：每月生活費 



生活錦囊  錢：每月生活費 

台北各捷運站 
大堂 



生活錦囊  清寒證明 

•東吳大學香港校友會獲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權核發《家庭清寒證明》。 

•校友會不保證中華民國教育部或其他機構核
發任何「助學金」或「獎學金」或提供任何補
助。 

•申請人提供文件，如公屋租約、香港學生資
助辦事處兩年內曾發出中學生資助評審結果通
知書、綜援家庭證明等等，將有助評估申請。  

 



生活錦囊  清寒證明 



生活錦囊  醫療 

•抵臺日起暫受「僑生保險」保障 

•申請健保卡前，在臺連續居留滿6個月，期間
可出境 1 次，最長 30 日（農曆年假）。（健
保卡到手後可隨便出境） 

•全民健保：每月 NT$749，約 HK $203 

  （每年 NT$ 8,988，約 HK$ 2,430） 

•家境困難每月可申請補助 NT$ 375 ，約HK 
$101（每年約省 NT$ 4,500，約 HK$1,216） 

 



生活錦囊  醫療 



生活錦囊  醫療 

•就醫程序：看病應攜帶健保 IC 卡、居留證
，到有「全民健保」標誌的特約醫院或診所
就醫。 

•未獲發健保卡又須求醫時，需先在學校領
取門診單，或住院就醫時先自行付費，後索
取診斷書及保留費用收據，交回東吳大學的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負責僑外生事務
的老師，轉交保險公司索賠。 

 



申請保留學位 

如果有意向東吳大學申
請保留學位（保留入學
資格）延至2020年9月
入學，需自行撰寫一份
函件，掛號寄往「東吳
大學註冊組」，說明你
想保留學位。隨函宜附
分發書影印本。  



所有資料都會上載到 

www.scuhk.org.hk 
 



查詢聯絡 

臺灣  

東吳大學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游晴如 老師 （886）2-2881-9471 內線 5367 

chruyu@scu.edu.tw       /    icae.scu.edu.tw 

香港  

東吳大學香港校友會 賀曾慶           

9019-7841 

soochowhk@gmail.com   /    www.scuhk.org.hk 

 



學歷承認、學歷評審 

•如申請公務員職位，或個別學
術機構、僱主有特別要求，才
需要申請學歷評審。 

•申請學歷評審應附文件： 

•有關學歷的畢業證書/文憑； 

•有關學歷的所有最終成績單； 

•相關機構發出的學分轉移的書
面證明； 

•有關學歷的課程小冊子/簡介
資料（如有） 



臺灣學歷持有人通過評審數據 



未來就業 

•專業工作如社工、教師、會計師等專業資格，
須根據政府或相關專業學會規定。 

•教師須持有香港教學資格（如本港的教師證書
或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證書），可在本港的大
學修讀教育文憑。 

•無接受師資培訓及未具備教學資格者，可在中
小學擔任淮用教員。（前提是要有人請……） 

•有校友投身如警察、海關、入境處。 



未來就業：社工系學生須知 

•自從「社工註冊局」在1998年成立後，所有
從東吳大學（包括各大學）社工系畢業的學生
，回到香港後，沒有人可以單獨憑此學歷，獲
「社工註冊局」批准成為「註冊社工」。 

•他們僅能單獨憑在臺灣的社工系學歷，獲香港
的社服單位聘為「福利工作員」（WW）。要
在香港順利獲「社工註冊局」批准成為「註冊
社工」，基本上都要在香港修讀過 Master。 

 



未來就業：社工系學生須知 

•出現這情況並不是因為臺灣的社工系學術水
平差，例如東吳社工系校友反映，臺灣社工
系走很重的個人探索路向，而香港社工系就
是為入職作好準備，因此香港的社工課程在
學術上不夠精細，要用長時間的「實習」去
補足（800小時）。 

•以東吳社工系為例，大三、大四的部分課程
，要在香港的社工Master課程才會接觸到。 

 

 



未來就業：社工系學生須知 

•為何臺灣社工系畢業回來，都無法獲批准
成為「註冊社工」呢？相信是出於臺灣各大
學社工系規定的「實習時數」，有些院校甚
至不一定有「實習」。 

•香港院校的社工系學士課程，規定學生要
有800小時的「實習」，因此「社會工作者
註冊局」評估外地學歷時，相信也是根據此
標準評量。 



未來就業：社工系學生須知 

•要在香港入職「社工」，你必須要回港再
讀Master。 

•在東吳社工系四年，課業絕不能掉以輕心
，英文亦要保持一定水平。 

•在香港報讀Master，在臺灣畢業的，要呈交
「IELTS雅思」或「TOEFL」成績。 

 

 



未來就業：社工系學生須知 



未來就業：社工系學生須知 

•入讀浸會大學的「社會工作社會科學碩士
」的英文成績的要求則是： 

• Proof of English proficiency is required for all applicants  

whose Bachelor’s/Master’s degrees are obtained from  

non English medium institutions. These applicants must  

meet the  following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English  

proficiency: 

• a) an overall band score of 6.0 in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IELTS); or 

• b) a score of 537 (paper-based test) or 203 (computer-  

based test) or 74 (internet-based test) in TOEFL; or  

• c) an equivalent score on a comparable test.  

 



畢業後留臺工作  （現時政策） 

•曾在臺灣讀書之僑外生，對國內文化及語
言與生活具一定程度了解，宜優先留用及延
攬其在臺工作。 

•勞動部自2014年7月3日新增「僑外生留臺
工作評點新制」，學經歷、薪資水準、特殊
專長、語言能力、成長經驗及配合政府產業
發展政策等8項目進行評點，累計點數滿70
點，即符合資格。 

 



東吳大學入學輔導 

說明會 

東吳大學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大綱 

關於 

東吳大學 

新生入學

輔導 

系列活動 

獎助學金

及 

課間輔導 

畢業學長

姊的 

經驗分享 

學長姊的 

溫馨叮嚀 



關於東吳大學 



關於東吳大學 

• 1900年由基督教監理會於中國蘇州創建， 

為中國第一所西制大學 

• 1951年在台灣台北復校，為台灣第一所私立大學 

歷史悠久 

• 人文社會學院、外語學院、理學院 

• 法學院、商學院、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6個學院、23個學系 

• 外雙溪校區：鄰近故宮博物院、士林夜市 

• 城中校區：鄰近總統府、西門町，位處政經中心 

兩校區互享資源 



關於東吳大學 

• 學生人數16,000人，超過12萬名畢業生投入職場，成為社會中堅人才，知

名校友如：張曼娟、劉謙等。 

• 2017年商學院通過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AACSB)認證，評鑑成為全世界前

5%頂尖商管學院 

各項表現優異 

• 連續12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補助計畫達9億元以上，2018年獲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8,968萬元補助 

• QS亞洲最佳大學評鑑台灣私立綜合大學前5名 

• 2018年獲遠見雜誌評選企業最愛大學【法政學群】私校第1名、全國排名第

4名 

• 2017年1111人力銀行與時報周刊調查雇主最滿意大學【法政學群】及【財

經學群】私校第1名、全國排名第3名 

深獲社會各界肯定 



關於東吳大學 

外雙溪 
校區 

城中 

校區 



東吳大學科系介紹(外雙溪校區) 

• 中國文學系 

• 歷史學系 

人文社會學院 (7學系、3學程、1碩士學位學程) 

• 英文學系 

外語學院 (3學系、1中心、1學程) 

• 數學系 

• 物理學系 

理學院 (5學系、2學程) 

• 哲學系 

• 政治學系 

• 社會學系 

• 社會工作學系 

• 音樂系 

• 日本語文學系 • 德國文化學系 

• 化學系 

• 微生物系 

• 心理學系 



東吳大學科系介紹(城中校區) 

• 法律學系 

法學院 (1學系) 

• 經濟學系 

• 會計學系 

• 企業管理學系 

•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商學院 (6學系、2學程) 

•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1學程) 

•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 資訊管理學系 



多元學習、與國際接軌機會 

 與全球39國學生在校學習，擠身國際學習殿堂 

 修讀雙主修、輔系、跨領域學程、第二專長等 

 參與校內外各項社團活動、同儕成長團體 

 前往世界36國、超過250所大學交換及短期研習 

 參與校友跨國企業實習計畫 

 投身國際性校際活動：東吳24小時超級馬拉松、
海外國際志工、各類國際型研討會 

 



僑生輔導機制 

住宿 

•僑生床位已向住宿中心全數保留至報到日止。線上表單：https://pse.is/FLYYT， 

填報截止日：2019年8月11日午夜。 

•宿舍：以雙溪校區學系住雙溪(女生宿舍-柚芳、榕華、男生宿舍-松勁)、城中校區學系住合

楓/合江/合垃學舍為原則，並以同系同儕為原則。 

•報到日當天統一於雙溪校區分配住宿寢室別，及購買寢具後，再進住分配之宿舍。 

•宿舍除提供個人床鋪、書桌、衣櫥、檯燈、角櫃外，其餘棉被、枕頭、墊被、拖鞋、個人用

等需自備。 

•宿舍內配有電扇、冷氣。 

•住宿期間違反宿舍規定或未參加新生宿舍輔導者將遭退宿。 

•住宿期間門禁，憑住宿感應卡進出。 

•其餘相關規定住宿中心，另安排說明。 

•在學第二年起需自行申請校內外宿舍，如有特殊個案者將另依規定辦理。 

https://pse.is/FLYYT


僑生輔導機制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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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第二年起需自行申請校內外宿舍，如有特殊個案者將另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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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收費標準 

宿舍別 規格 住宿費 保證金 網路費 冷氣費用 

榕華樓 5人房  

8500元 1000元 

1000元 

窗型、分離式冷氣 

寢室室友共同分攤 

柚芳樓 8人房 650元 

松勁樓 8人房 650元 

規格  以一學期為例 

合江 

學舍  
6人房  

14250元/每人/每學期 

費用明細為： 住宿費11400元， 

6個月網路費1850元， 

保證金1000元 

規格  以一學期為例  

合楓
學舍 

雅房  

14250元/每人/每學期 

費用明細為：住宿費11400元，6個月網路費1850元， 

保證金1000元 

套房  

14950元/每人/每學期 

費用明細為：住宿費12000元，6個月網路費1850元， 

保證金1000元 
 

 繳交方式：一次繳交一學期，可辦理就學貸款(保證金、網路費不得申貸)。  

 保證金：每學年每人繳交一次(第1學期已交者，第2學期免交)。住宿期間未損壞公物，並於離宿前完成個人寢室公物清點及
環境打掃，經檢查合格後，無息退還保證金。  

 網路費：採用光纖網路，1人獨立1線，共1,850元。 

 冷氣費：各寢室冷氣空調費用依實際使用狀況平均分擔。  

 退費：於宿舍開放進住日第六日起退宿者，除休、退學因素外，一律不退費。 

 

 冷氣費：各寢室冷氣空調費用依實際使
用狀況平均分擔。 

 退費：於宿舍開放進住日第六日起退宿
者，除休、退學因素外，一律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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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環境介紹 



僑生輔導機制 

設有專職辦公室及專職人員 

•座談會、（大一、碩博士班、畢業生）清寒僑生助學金、校園學習與環境適應專題、校

園性騷擾防制專題、校內外工讀。 

•協助對學習障礙及高關懷僑生，由專人繼續輔導。 

學期中輔導及跨領域升學講座 

•開設「國文僑生班」、「歷史僑生班」、「微積分僑生班」專班課程 

•「期中預警」制度 

學業輔導 

僑生輔導經費 

僑生傷病醫療保險 

•設置「海外回國就學僑生醫療急難及喪葬慰問金發給要點」 

慰問其醫療、急難及喪葬事宜 

•除寒暑假外，每星期不得超過20小時 

校外工讀 



學期中輔導 



僑生輔導機制 

各項活動活動 

•民俗三大節活動(春節聚餐聯歡、中秋、端午藝文等) 

•新生接待年度活動、迎新宿營 

•同儕幹部研習、全國社團幹部研習活動 

•春節祭祖師生聚餐聯歡活動 

•全國大專校院幹部研習會 

•春季聯誼活動、文化參訪、知性之旅 

•應屆畢業生職涯規劃研習會 

•應屆畢業生歡送會、畢業送舊餐會 

在學生各地社團 

•僑生聯誼會 

•港澳同學會 

•馬來西亞同學會 



學生社團活動 

 



學生社團活動/學術活動 



僑生輔導機制 

就業輔導： 

• 就業諮詢 

• 在台實習：畢業後經學校核轉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在我國實習者，最長得延長

至畢業後一年 

• 畢業後申請留台工作評點配額制 

 

東吳大學各地校友會： 

• 香港校友會 

• 澳門校友會 

• 日本校友會 

• 馬來西亞校友會等全球15地校友會 



各項僑外生獎助學金(1/2) 

東吳大學優秀僑生暨外國學生入學獎學金  

東吳大學學士班優秀僑生獎學金 

教育部海外優秀僑生獎學金 

教育部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每名台幣5,000元 

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每年台幣36,000元 

教育部學行優良應屆畢業生獎：每名台幣1,000元 

教育部博碩士優秀僑生獎學金：每學期新台幣60,000元 



各項僑外生獎助學金(2/2) 

僑務委員會僑生學習扶助金 

僑務委員會108年度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 

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獎學金 

東吳大學香港校友會獎學金 

台灣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台灣各大學傑出香港學生獎勵計畫」 

華僑協會總會僑生獎助學金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獎學金 



提醒 

 注意事項 

 辦理僑生健保屬於『申請制』，於抵臺領取居留證日起，居留滿6

個月，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家境清寒僑生得檢附經駐外館處或
保薦單位、僑校、僑團等機關或單位（非個人）開立之中文清寒
證明文件向學校申請，經學校審查符合資格者，由僑務委員會補
助全民健康保險費自付額二分之一，因此，來臺前應先準備『清
寒證明書』。 

 港澳生以外的持外國護照（非中華民國）僑生申請我國簽證，必
須先透過國際網路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頁連結以下網址：
https://visawebapp.boca.gov.tw/BOCA_MRVWeb/subroot/MRVWeb0

_form.jsp 填妥申請資料並將申請表列印後，再持列印下來的申請
表向我國駐外館處申請簽證。 

 統一接機由港澳地區學長姊統一在香港帶隊到東吳報到（含行李
運送），切勿在免稅區逗留，以免落隊須自行前往報到。 



經驗分享及溫馨叮嚀 

• 東吳大學香港校友會 

畢業學長姊的經驗分享 



與我們連繫： 

 

東吳大學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東吳大學香港校友會 

僑生聯誼會 

港澳同學會 
   

www.scu.edu.tw 

+886 (0)2-28819471 

icae@scu.edu.tw 



期待與你在台北相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