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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重 要 日 程 表 

 
一、 秋季班 Fall Semester （2022 年 9 月入學） 

工作項目 日期 

公告招生簡章 2022年3月16日(三) 
申請日期 公告招生簡章日期起至2022年7月31日(日)  

公告錄取/備取名單 2022年8月16日(二) 

錄取通知 
預計2022年8月23日(二) 
(俟教育部核復錄取名冊後發放) 

註冊入學 2022年10月7日前 
 
 
二、 春季班 Spring Semester （2023 年 2 月入學） 

工作項目 日期 

申請日期 2022年12月1日(四)至2023年1月3日(二) 
公告錄取/備取名單 2023年1月10日(二) 

錄取通知 
預計2023年1月17日(二) 
(俟教育部核復錄取名冊後發放) 

註冊入學 2023年2月24日前 
 

 

附註： 
1. 簡章請於本校網站免費下載。 

2. 簡章下載網址：http://www.cufa.edu.tw。 

http://www.cuf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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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招生系名額，請查詢簡章第1頁。 
 請至本校網頁查詢各系課程、師資等相關資料。 
 
 
 
 
 秋季班報名日期：至2022年7月31日(日)。 
 春季班報名日期：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1月3日(二)。 
 
 
 
 
 
 繳交表件參考附件1「繳交資料檢核表」。 

 請於「繳交資料檢核表」上逐項勾選需繳交之表件。 

 

 

 

 申請表件請於截止期限前，至

https://forms.gle/eijySQXCo9LdYnNg9上傳申請表或以電子

郵件報名。 
 收到申請時，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會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

申請人進行申請確認。 
 資料不齊全時，經本校通知後未於期限內補齊者，一律不予

受理。 
 

 

 

準備申請所需繳交表件 

資格及書面資料審查 

審查結果通知 

線上或 email 報名 

填寫入學申請表 

 

確定申請資格及申請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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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申請資格 

申請資格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之規定，辦法如經修正，將依教育

部公告為準。有關辦法之最新訊息，請查閱教育部網站。 

一、 外國學生身分： 

(一)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並不具僑生資格者，

得申請入學。 

(二) 具外國國籍且符合下列規定，於申請時並已連續居留海外 6 年以上者，

亦得申請入學： 

1. 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2. 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已不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

自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申請時已滿 8 年。 

3. 前二款均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年度接受海外聯合招

生委原會分發。 

(三) 依教育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構或學校遴薦來臺就學之外國國民，

其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者，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得不受前二

項規定之限制。 

(四) 前二項所訂 6 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2 月 1 日或 8 月 1 日）

為終止日計算之。 

(五) 前二項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稱

連續居留，指外國學生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 120 日。連續居留

海外採計期間之起迄年度非屬完整曆年者，以各該年度之採計期間內

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 120 日予以認定。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

證明文件者，不在此限；其在國內停留期間，不併入海外居留期間計

算： 

1. 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教育部認定之技

術訓練專班。 

2. 就讀教育部核准得招收外國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文中心，合計未

滿 2 年。 

3. 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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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 

(六) 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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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華民國 100 年 2 月 1 日修正施行前已提出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

籍者，得依原規定申請入學，不受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七)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申請時於香港、澳門或海外連續居留滿 6 年以上者。 

(八) 曾為大陸地區人民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已連續居

留海外 6 年以上者。 

 

 

 

 

 

二、 學歷： 

(一) 外國學生須符合教育部採認之高中、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者；申請學

士班者須具國外高中畢業學歷，申請碩士班者須具大學畢業學歷。 

(二) 具有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與我國學制相當之同等學

力資格者。 

(三)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歷，須另符合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

標準」第 9 條之相關規定。 

(四) 海外中五學制畢業生，畢業年級相當於臺灣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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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增修至少 12 個畢業學分。 

  

根據「中華民國國籍法」第 2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

中華民國國籍： 
(1) 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2) 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 
(3) 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 
(4) 歸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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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招生系別及名額 

學位 招生名額 系所 網址 

學士班 38 

表演藝術系 

https://dpa.cufa.edu.tw/ 
 
 
 

 

演藝事業系 

https://dppa.cufa.edu.tw/ 
 
 
 

 

影視傳播系 

https://dftc.cufa.edu.tw/ 
 
 
 

 

時尚造型設計系 

https://fsd.cufa.edu.tw/ 
 
 
 

 

碩士班 1 文化創意研究所 

https://ccd.cufa.edu.tw/ 
 
 
 

 

參、 修業期限 

學士班：4 至 6 年。 
碩士班：1 至 4 年。 

肆、 申請時程 

一、秋季班：簡章公告起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 

二、春季班：2022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至 2023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 

https://dpa.cufa.edu.tw/
https://dppa.cufa.edu.tw/
https://dftc.cufa.edu.tw/
https://fsd.cufa.edu.tw/
https://ccd.cuf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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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申請程序 

步驟一 
請先確認您的身分符合外國學生申請資格，再確認欲申請就讀系所及入學

時間之申請截止期限。 
步驟二 請填妥入學申請表、並準備所需文件 

步驟三 

1.親自繳交受理時間 : 週一至週五 8:00 -17:00 
2.電子郵件收件時間 : Email 至 national@cufa.edu.tw，截止日當日 23:59 前 
3.線上報名收件網址: https://forms.gle/eijySQXCo9LdYnNg9，截止日當日

23:59 前 

報名 

網址 

申請文件，請於截止日前至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eijySQXCo9LdYnNg9
完成上傳。 

步驟四 當申請表件收到時，本校會以電子郵件方式進行申請確認。 
 

陸、 申請應繳文件 

一、 報名資料檢核表（請參見附件 1）。 
二、 外國學生入學申請表，請附貼最近 3 個月 2 吋半身照片（請參見附件 2），

撰寫自傳及讀書計畫。 
三、 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

駐外館處）驗證，或由原修業學校提出之外國學校最高學歷或同等學力證

明文件中文或英文翻譯影本（正本請自行留存）。 
1. 大陸地區學歷：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2. 香港或澳門地區：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附及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3. 其他地區學歷：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我國同級

學校學歷。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歷，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

辦法規定辦理。但設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外國學校學歷，應經大陸

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

證。 
四、 護照或其他國籍證明文件影印本。 
五、 華語文能力證明（應提具相當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入門基礎級- Band A 

(Level 2)(含)以上證明）。 
六、 由金融機構提出足夠在臺就學之最近 3 個月財力證明書（美金 5,000 元或新

台幣 150,000 元以上）。 
七、 外國學生具結書（請參見附件 3）。 
八、 申請入學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請參見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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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申請注意事項 

一、 申請人不曾以僑生身份在中華民國就讀。 
二、 依教育部規定，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行、學業成績不及格或因犯刑事

案件確定致遭退學者，不得再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向本校申請入

學。若違反此規定並經查證屬實者，撤銷其入學資格。 
三、 簽證由我國駐外館處核發，入學許可並不保證簽證取得。特定國家人士來

臺申請簽證手續請參考外交部網站 http://www.boca.gov.tw。 
四、 如經註冊入學後，於就學期間許可在臺初設戶籍登記、戶籍遷入登記、歸

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即喪失外國學生身分，予以退學。 
五、 已報名或錄取之學生，如經發現申請資格不符規定或所繳交之證件有變造、

偽造、假借、冒用等不實情事者，未入學者即取消錄取資格；已入學者開

除學籍，亦不發給任何學歷證明；如將來在本校畢業後始發現者，除勒令

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六、 所有申請繳交文件概不退還，請自行保留備份。 
七、 考生報名所填各項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定為必要

資訊應用處理相關事宜。 
八、 本簡章他國語言翻譯僅供參考，他國語言與中文內容文意有差異處，以中

文為準。 
九、 本簡章相關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校外國學生招生委

員會決議辦理。 

捌、 放榜 

項目 秋季班 春季班 
公告錄取名單 2022年8月16日(二) 2023年1月10日(二) 
寄發錄取通知 2022年8月23日(二) 2023年1月17日(二) 
註冊入學 2022年10月7日前 2023年2月24日前 

【註】 
 1.錄取名單公告於本校首頁公告。 

2.錄取名單送部核准後，發放錄取通知。 
  3.錄取生應於規定期限前回覆入學意願。 

 
  

http://www.boca.gov.tw/


 -8- 

玖、 報到及註冊入學 

一、 新生應依錄取通知之規定辦理報到及註冊手續，並繳驗護照、經我國駐外

館處、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畢業證書、成績

單及健康檢查正本（檢驗後歸還），始得註冊入學；未於規定日期補繳或

逾期未報到即以自動放棄入學資格論。 

二、 外國學生註冊時，新生應檢附已於國外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六個月效期

之醫療及傷害保險，在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等相關保險證明文件。

國外之保險證明，應經駐外館處驗證（無證明者，應於抵臺後投保六個月

團體外籍學生健康保險）。 

三、 依本校學則第 5 條規定，新生因懷孕、分娩、撫育 3 歲以下子女、重病、

服兵役或其他不可抗力事由，不能於該學期入學者，得於註冊日前，檢具

有關證明向本校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格，經核准後得展緩入學，惟展緩

時間以一年為限，毋須繳納任何費用。 

四、 外國學生註冊入學後，其學分抵免悉依本校「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辦理。 

壹拾、 學雜費收費標準 

111 學年度單學期學雜費標準提供參考，請以本校會計室網頁公告為準。 
 

111 學年度日間部學雜費標準（單學期）（以新臺幣計算） 
科系 學費 雜費 電腦實習費 學生平安保險 合計 

文化創意研究所 $40,030 $9,970 $810 $450 $51,260 
演藝事業系 

$40,030 $9,970 $810 $450 $51,260 
表演藝術系 
影視傳播系 

時尚造型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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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獎學金 

碩士生、大陸地區、香港、澳門等地區，不核發獎學金。 
本校學士班每學期學雜費約為 50,000 元新台幣，外生獎學金一年級至四年級給付如

下： 

與本校簽約之合作學校獎學金另訂之。 

 

壹拾貳、 保險 

一、 學生於註冊時，應檢附於國外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六個月，並經駐外館

處認證且得於臺灣使用之健康保險。（無檢附者，應於抵臺後投保六個月

團體外籍學生健康保險）。 
二、 國際學生在臺領獲居留證後並連續居住滿六個月，始可加入全民健保。 
三、 有關外籍學生健康保險事宜請洽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四、 有關健康保險保費金額調漲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告為準。 

團體外籍學生健康保險(學生前六個月若無保險) NT＄3,000（六個月) 
全民健康保險(抵台後第七個月開始) NT $826（一個月) 

 
  

外生學士班收費標準（不含碩士生、大陸地區、香港、澳門等地區） 
年級學期 獎學金 須繳交學雜費 備註 

一年級第 1 學期 
 

40,000 元(新台幣) 
40,000NTD 

10,000 元(新台幣) 
10,000NTD 

住宿、電腦實習、平安保險 
費用另計 

一年級第 2 學期 
 

20,000 元(新台幣) 
20,000NTD 

30,000 元(新台幣) 
30,000NTD 

住宿、電腦實習、平安保險 
費用另計 

二年級第 1 學期 
 

20,000 元(新台幣) 
20,000NTD 

30,000 元(新台幣) 
30,000NTD 

住宿、電腦實習、平安保險 
費用另計 

二年級第 2 學期 
 

20,000 元(新台幣) 
20,000NTD 

30,000 元(新台幣) 
30,000NTD 

住宿、電腦實習、平安保險 
費用另計 

三、四年級全學期 
 

10,000 元(新台幣) 
10,000 NTD 

40,000 元(新台幣) 
40,000 NTD 

住宿、電腦實習、平安保險 
費用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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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 住宿 

優先保留外籍生住宿權，詳細宿舍設備及費用詳如下表。 
※寒暑假住宿費依據當月天數按比例計算費用※ 

一學期住宿費 
(含清潔費) 
(總計 18 週) 

寒暑假 
(每月住宿費) 

住宿設備 

NT $10,000 NT $2,425 

1.房間有冷氣、衣櫥、書桌、座椅、

床舖（不含床墊)。 
2.設有交誼廳、冰箱、每層樓設有投

幣式洗衣機、脫水機、烘乾機。 
3.每個樓層設有衛浴設備。 

壹拾肆、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報名時繳交之「畢業證書」，除海外臺灣學校所發者外，應依教育部「國

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 入學許可並不保證簽證取得，簽證須由我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駐外館處

核給（https://www.boca.gov.tw）。 
三、 繳驗最近 3 個月內由衛生福利部指定外籍人士體檢國內醫院或國外醫院出

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居留或定居健康檢查項目表)，國外健檢證明須經中

華民國駐外館處驗證。檢查項目及體檢醫院請參照我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

制署網站（https://www.cdc.gov.tw/）。 
四、 依菸害防治法規定，大專校院室內場所全面禁止吸菸；室外場所除吸菸區

外，不得吸菸。 
五、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校外國學生招生委員會決議辦

理。 
  

https://www.boca.gov.tw/
https://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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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報名資料檢核表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繳交資料檢核表 

申請系所  

修讀學位 □碩士    □學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連絡電話(手機)  E-MAIL  

 
 
 

報名班別 
□秋季班(Fall 2022)       □春季班(Spring 2023) 

應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表時請自行勾選下列已繳交項目) 

註記() 項目 數量 

 1.繳交報名資料檢核表 (附件1) 1 

 2.外國學生入學申請表 (附件 2) 1 

 3.畢業證書影本（附驗證之中文或英文譯本） 1 

 4.護照影印本或其他國籍證明文件 1 

 
5.六個月醫療及傷害保險證明(無證明者，應於抵臺

後投保六個月團體外籍學生健康保險) 1 

 6.語言能力證明 1 

 7.財力證明書 1 

 8.三個月內健康證明 1 

 9.外國學生具結書 (附件3) 1 

 10.申請入學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附件4) 1 

 11.其他有利資料 選繳 

* 所有申請文件一律不退還，請自行保留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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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Number (For Office Use) 
 

附件 2：外國學生入學申請表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外國學生入學申請表 
Chungyu University of Film and Arts International Student Application Form 

      

1. Applicnt’s Name (as it appears on your passport) 

□ Mr.  □Mrs.  □Miss 

    
 
中文姓名   

PHOTO 

2. 性別Gender □男Male □女 Female  3. 生日 Date of Birth     ／      ／   

         （year） (month)    (day) 

4. 出生地 Birth Country  5. 國 籍 Nationality  

6.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無則免填) 

 7. 婚 姻 狀 況 Marital Status □ Single □Married  

8. 通知信郵寄地址 Mailing Address     
 

         
 

City                                        State/Province Country Postal Code 

9. 永久地址 Permanent Address     
 

       

City                                        State/Province Country Postal Code 

10. E-mail                                Telephone No.                               Mobile No.                              

11. 教育背景Summary of Educational Experience  List in chronological order each high school / university attended. 

校名 
Name of School 

所在國家/城市 
Country/City 

就讀期間 
Period (month /year) 

主修/副修 
Major/Minor 

平均成績 
Grade Point Average 

  From to   

  From to   

12. 父母姓名 
 Parents’ Full Names 

 
   

 
   

 Father (same as passport) 

Date of Birth：    ／      ／   

       （year） (month)    (day) 

Mother ( same as passport) 

Date of Birth：     ／      ／   

       （year）  (month)    (day)__ 
13.學費來源  
Financial Support □個人儲蓄Personal Savings 

□父母支援 Parental support 

□其他來源Other Source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獎助金 Scholarship 

來源Source □臺灣獎助金 Taiwan Fellowship 

       □其他Oth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欲選擇系別志願序 Program you are applying for: 
碩士班 □ 文化創意研究所Graduate School of Cultural Creative Design 

學士班(請填志願序) 
(  ) 演藝事業系 Dept of Popular Performing Arts (  ) 表演藝術系 Dept of Performing Arts 

(  ) 影視傳播系 Dept of Film and TV (  ) 時尚造型設計系 Department of Fashion styling and Design 
 

15.語言能力  Language Ability 

15.1 華語Chinee Language 

聽 Listening □ 優 Excellent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說 Speaking □ 優 Excellent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讀 Reading □ 優 Excellent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寫 Writing □ 優 Excellent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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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英語English Language  

聽 Listening □ 優 Excellent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說 Speaking □ 優 Excellent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讀 Reading □ 優 Excellent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寫 Writing □ 優 Excellent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16.其他others 

  16.1 是否申請學校宿舍Would you like to apply for CUFA dormitory accommodation?  □是Yes  □否No 

  16.2 健康情況? Health Condition  □優Excellent  □佳Good  □尚可ok  □差Poor 

    如有疾病請敘明 please indicate your previous disease if an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自傳與讀書計劃 Autobiography & Study plan (Attached hereunder) 
※請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約500字，敘述個人背景、來本校求學動機、在本校求學期間之讀書計畫等，以及完成學業以後之規劃。 
In the following space please write a statement about 500 words in Chinese or in English , stating your background, motivation, study plan at CUFA, and career 
plan after finishing you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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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切結書 Deposition (請詳細閱讀並逐一確認 Please read it carefully and tick all boxes that apply.) 

●1. I hereby certify that I do not hold the nationality of Republic of China. (Please refer to Article 2 of Nationality La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ROC Nationality Definition.) 本人保證不具中華民國國籍法第二條所稱中華民國國籍。 

●2. I hereby certify that I do not possess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status or have previously applied to colleges/universities 
with this status inTaiwan. 本人保證不具僑生身份且在臺並未以僑生身份申請大學校院。 

●3. I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certificates of the highest-level diploma I provide are valid and authentic from my school, and 
they are equivalent to the degree level that universities/institutes offer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本人所提供之最高學歷
畢業證書在畢業學校所在國家均為合法有效取得畢業資格，並所持之證件相當於中華民國國內之各級合法學校授予學
位。 

●4. I hereby certify that I have not finished high school programs in Taiwan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status, or ever dropped 
out/withdrew form colleges/universities in Taiwan.  本人不曾在臺以外國學生身份完成高中學校學程，或未曾經國內大
學校院退學。 

●5. I hereby authorize Chungyu University of Film and Arts to verify any information provided above. I am willing to follow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Chungyu University of Film and Arts without any objections should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e 
found untruthful.  上述所陳之任一事項同意授權貴校查證，如有不實或不符規定等情事屬實者，本人願依貴校相關
規定辦理，絕無異議。 

我保證親自填寫此表格，並提供正確完整的資訊。我理解提供不詳實的資訊會讓我的申請被拒絕，或終止我已獲得的

許可。我理解提供申請入學所附的所有文件皆為學校所有，並不再退還。提交這份申請表，我同意遵守學校公佈的相

關規定。  
I hereby certify that I have personally filled out this form and that the information is complete and accurate. I understand 
that submission of incomplete or inaccurat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s may be grounds for denying or withdrawing an offer 
of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if I have been admitted. I understand that all credentials submitted in support of this application 
become the property of the University and will not be returned. By submitting this application, I agree to abide by and be 
subject to the University’s rules, regulations, and disciplinary code as stated in the University Bulletin and other publications. 
 
申請人簽名 Applicant’s signature： 

                                                      日期 Date：    ／      ／   

                                                          （year） (month)    (day) 

 

 

 

 

 

 

 

 

     審查 

(For Office Use)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初審： 

 

□通過 □未通過(原因:                                              )  

 

                       審查人員：              審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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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外國學生具結書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外國學生具結書 
1. 本人保證符合中華民國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之規定。 

I hereby attest that I am qualified for the regulations set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R.O.C. 
2. 本人保證符合以下三項其中之一： 

I hereby attest that I am qualified for one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並不具僑生資格。 

At the same time of application, I am holding a foreign nationality and have never held R.O.C. nationality. 
Moreover, I do not hav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status. 

           ●具外國國籍及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並於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且未曾
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年度接受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At the same time of application, I am holding both foreign and R.O.C. nationalities but have never ha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aiwan. Moreover, I have been living abroad continuously for more than 6 years and I 
have never studied with overseas Chinese status in Taiwan and I have not received the student status from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Committe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enrollment year. 

           ●具外國國籍，且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於申請時已經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已滿八年，並於申請時已
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 且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年度接受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At the same time, I am holding foreign nationality and once had R.O.C. nationality but I have not ha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ssued by Ministry of Interior for at least 8 years and have been living abroad continuously for more 
than 6 years. Moreover, I have never studied with overseas Chinese status in Taiwan and have not received a 
student status from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Committe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enrollment year. 

3. 本人保證不具香港或澳門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I hereby attest that I do not hold the nationalit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 本人所提供之所有相關資料（包括學歷、護照及其他相關文件之正本及其影本)均為合法有效之文件，如有不符規定
或變造之情事，經查屬實者，本人同意取消其入學資格並註銷學籍，並不得申請任何有關之學分證明或畢業證書。 
All the documents I have provided (including diploma, passport and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whether original or copy) 
are legal and valid. Should any of the documents be found to be altered or violate any university regulations, I agree to 
lose my TFDI admission privilege and I will not be allowed to apply for any transcript or diploma. 

5. 本人所提供之最高學歷證明(申請大學部者提出高中畢業證書、申請碩士班者提出大學畢業證書、申請博士班者
提出碩士畢業證書)，在畢業學校所在地國家均為合法有效取得畢業資格，並所持有之證件相當於中華民國國內之各
級合法學校授予之相當學位，如有不實或不符規定或變造之情事，經查屬實者，本人同意取消其入學資格並註銷學
籍，並不得申請任何有關之學分證明或畢業證書。 
The academic record of the highest degree I provided (for undergraduate admission, senior high school diploma; the 
bachelor’s diploma) is valid and legally obtained in the country which I graduated from and it is equivalent to the degree 
issued by certified schools of Taiwan. If there is any detail which is false or not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s, I agree 
my student status will be cancelled and revoked by the Institute and I will not be allowed to apply for any relevant 
transcript or diploma. 

6. 本人未曾遭中華民國國內各大專院校以操行、學業成績不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如違反此規定並
經查證屬實者，本人同意取消其入學資格並註銷學籍。 

I have never been expelled from a university or college in R.O.C. due to behavior problems, failed academic 
performances or criminal records. If I breach this regulation, I agree the admission privilege will be cancelled and the 
student status of the Institute will be revoked. 

7. 本人若於就學期間在臺初設戶籍登記、戶籍遷入登記、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以致喪失國際學生身分，本人
接受校方退學之處分。 
If I have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naturalization or restoration to R.O.C. nationality which makes me lose my 
international student status during my study, I will accept the discontinuation of my student status by the Institute. 

8. 簡章中文版與英譯版語意有所差異時，依中文版為主。 
If there should be any discrepancy or contradiction in between, the Chinese version will be prior to the English one. 

9. 本人已閱畢簡章條文，並遵守所有簡章上相關之規定。 
I have read all the regulations in this application guide and guarantee to obey all the regulations as set forth in this 
guide. 
上述所陳之任一事項同意授權 貴校查證，如有不實或不符規定等情事屬實者，本人願依貴校學則第九條之規定
辦理，絕無異議。 
註：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學則規定：「新生或轉學入學考試如有矇混、舞弊或其所繳入學證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一經查明，
即開除其學籍。如在本校畢業後始被發覺，除依法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I authorize Chungyu University of Film and Arts to check on all of the above information, and if any of it is found to be 
false, I will accept the consequences set forth in EDU Regulations. 
*Note: EDU Regulations: If any prospective or transferring student does cheat on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or any 
documents submitted by the student is fraud, altered or borrowed, the student will be expelled from the Institute If the 
frauds are found after the student’s graduation, the conferred diploma and the eligibility will be annulled. 

   

申請人簽名      日期             ／      ／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year）   (month)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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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申請入學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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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崇右影藝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個資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所為以下「申請入學個

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一、 機構名稱：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二、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基於辦理本校招生申請入學相關之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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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申請學生親送、郵遞、傳真或網路報名而取得的考生個人資料。

為確定您的身分資格符合「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之規定，您的部分個人資料將由本校

招生委員會、教育部、內政部移民署，提取您的出入境紀錄及相關入學審查作業。 
四、 個人資料蒐集之類別： 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居留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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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海外聯合招生委

員會、教育部、內政部移民署所在地或經考生授權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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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教育部、內政部移民署或其他行政、學術研究機構等。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 

1. 本校進行申請入學相關事務、錄取、報到、查驗、註冊、入學生管理等作業，

申請學生（或家長、監護人) 之聯絡，基於公信的必要揭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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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導致無法進行入學申請程序、緊急事件無

法聯繫、審核結果通知無法送達等等，影響申請學生後續相關申請程序之權益。申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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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交本校務處辦理更正。 
七、 申請學生得依個資法規定查詢或請求閱覽或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更正；請求停止蒐集、

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申請學生得以書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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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ojlaw.moj.gov.tw/LawContent.aspx?LSID=FL010631 
 

 

 

簽署人(簽名)： 
簽署日期(YYYY/MM/DD)：

https://mojlaw.moj.gov.tw/LawContent.aspx?LSID=FL0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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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崇右影藝科技大學位置圖(請參考 https://goo.gl/maps/VR95Gh1p5QfWdyyY9) 

 

 

交通資訊 
 

台北大眾運輸： 
從大台北地區搭乘 2088、1579 快捷公車、國光客運、基隆客運、福和客運、泛航通

運及火車到達基隆市。 
※免費學生專車自基隆火車站往返於本校校區，約 15 分鐘內即可直達(假日停駛)。 
※上課期間學生專車每日定時於基隆市公車總站與本校間雙向發車。 

市府轉運站： 
可搭大都會客運 2088 快捷公車來崇右(尖峰時間 5~12 分一班)，台北來校可在愛九路

口下車。回臺北可在義七路口上車。步行到校僅需五分鐘時間。 

圓山轉運站： 
可搭首都客運 1579 快捷公車經捷運忠孝復興站、捷運忠孝敦化站到「基隆市政府」

站下車後，於原地(星巴克咖啡門口)轉搭乘以下 203 線、204 線、107 線公車至本校。 

基隆市公車、基隆客運： 
公車：信義國中線（201）、深美國小線（202 經信二路）、深澳坑線（203）、教忠街

線（204）、八斗子-信義國中線（107）至「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站下車。 
客運：九份金瓜石線，至「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站下車。 

自行開車：※為方便駕駛，請將導航系統設定途經壽山路、由中正公園進入 
可使用車用導航指引，請將導航系統先設定至「基隆市壽山路 17 號」(或中正公園大

佛禪院)，到達後再往前行駛約 500 公尺處右轉，即可抵達本校正門（本校在風景優

美的中正公園內）。 
 

 

 

https://goo.gl/maps/VR95Gh1p5QfWdyyY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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