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學說明會流程 
 

☺ 東吳大學概況 

     講員：東吳大學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李景根老師 

☺ 東吳升學、報到指南針 

      講員：東吳大學香港校友會 賀曾慶 

      講員：東吳大學僑生聯誼會 陳劭揚 

☺  解答提問 

☺  分組（院）討論 

☺  其他 

 

 





東吳大學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www.scu.edu.tw 



# 盡快領取分發通知書及 雲端辦理入臺證。 

#  年滿20歲（1997年9月1日前出生）者，
依規定在臺申請居留證須具備香港警務處
發出之「居住地無犯罪紀錄證明（良民
證）」。 

#  辦理良民證之推薦函由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提供，請留意入學時間辦理，正本將
由香港警務處郵寄本處代轉內政部移民署。 



院  系  別 
每學期學雜費 
（一年兩學期） 

 
全年學雜費 

 

文、法、外語學院各系 

（不含音樂學系） 
NT$ 48,370 

NT$ 96,740 

（大約 HK$ 25,550） 

商學院各系 

（不含資訊管理系） 
NT$ 49,110 

 
NT$ 98,220 

（大約 HK$ 25,900） 

理學院各系 

（含資訊管理系） 
NT$ 55,990 

 
NT$ 111,980 

（大約 HK$ 29,500） 

音樂學系（比照工學院） NT$ 56,460 

 
NT$ 112,920 

（大約 HK$ 29,800） 

2017-18 學年度學雜費 



生活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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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會發電郵通知大家在網上填寫 

      新生住宿申請表。 



• 第一年一定有宿位（須申請），以後逐年
抽籤，如申請失敗，可嘗試申請個案處理。 

• 宿舍拍卡出入，無門禁時間。 

• 宿舍分5人、8人 

• 上床，下櫃 + 書檯。 

• 有投幣洗、乾衣機；交誼廳有雪櫃、電磁
爐。 

• 每一個學期全包大約 NT$ 12,000 至  

    NT$ 16,000   （上網、冷氣） 

生活錦囊  住 

 











•豐儉由人 

•有人 NT$ 9000一個月，                              
有人 NT$ 15,000一個月。 

•首次過臺灣或每學年開始時使費會較多 

• NT$ 9,000 – NT$15,000 

•在外租屋每月約NT$ 7,000至10,000
左右，看地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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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銀行任何一部標示有「銀聯」功能的提
款機使用 

 

生活錦囊  錢 



• 香港銀行提款卡有「銀聯」標誌，則可直
接在臺灣各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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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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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定屆滿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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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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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各捷運站大堂 







• 第一次過臺灣，可購買學生機票 

• 須附分發書、身份證副本 

• 未必一定要買來回票 

 

 

生活錦囊  機票 





• 抵臺日起暫受「僑生保險」保障 

• 在台連續居留滿6個月，即可申請全民健保，期間可
出境 1 次最長 30 日。 

• 全民健保：每月NT$749，約HK $198 

    （每年NT$ 8,988，約HK$ 2,366） 

     家境困難每月可申請補助 NT$ 375 ，約HK $99 

     （每年約省NT$ 4,500，約HK$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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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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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搵兼職（工讀） 

申請清寒僑生助學金 

申請清寒證明 

申請保留學位 



校外打工（工讀） 

 

要向勞動力發展署 申請「外國留學生、僑生及
華裔學生工作許可 

 

外國留學生、僑生及港澳生其申請工作許可，
許可期間最長為6個月，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
每星期最長為20小時。 

 

  臺灣法定基本工資時薪 NT$ 133。 

 
 



東吳大學香港校友會按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89僑
輔在字第040415號」函授權核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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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填妥後請連同附件掃描成PDF / JPG檔案後，電
郵至 soochowhk@gmail.com。 

表格可於東吳大學香港校友會網站、臉書專頁下載。 

清寒證明 





下載清寒證明書申請表 www.scu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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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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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函須附分發
書影印本。  



學歷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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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承認 



自2008至2012年，
香港學術及資歷評
審局一共接獲572
宗有關評估臺灣學
歷持有人的申請，
當中學歷獲評定為
與香港水平相若的
個案有519宗，成
功率達90.7%，覆
檢申請數目共有3
宗，兩宗失敗，1
宗成功。 

臺灣文憑多數可通過學歷評審 

（2013年2月21日《文匯報》） 



評審局在
2015年評
估了127宗，
台灣學歷
持有人提
出的學歷
評估申請， 
當中超過
九成三被
評定為與
香港水平
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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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系學生
須知 



自從「社會工作者註冊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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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者
註冊局」批准成為「註冊社工」。 

 

他們僅能單獨憑在台灣的社工系學歷，獲香港的社服
單位聘為「福利工作員」（WW）。要在香港順利獲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批准成為「註冊社工」，都要
通過臺灣的「社工師」資格，以及在香港修讀過 
Master。 
 

社工系學生須知 



這情況並不是因為台灣的社工系學術水
平不及香港，因為香港社工系是職業導
向，為入職作好準備，因此香港的社工
課程，要用長時間的「實習」去補足
（800小時）學術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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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院校的社工系學士課程，規定學生要有800小
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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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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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畢
業的，要呈交「IELTS雅思」或「TOEFL」成績。 

 





以浸會大學的「社會工作社會科學碩士」為例， 

當中就包括了「實習時數共計80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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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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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後留臺工作  （現時政策） 



「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
第30條規定，經中央核准來臺就學者畢業後，經許
可居留連續滿5年，每年在臺灣地區居住183日以上，
且最近一年於臺灣地區平均每月收入逾中央勞工主管
機關公告基本工資 2 倍，得申請定居設立戶籍，設籍
後請領臺灣身分證。 

2017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NT $  21,009（約 HK $ 5,500），亦即你要有一份  
每月 NT $ 42,018 的工作。 

（現時法定基本工資為每小時 NT$ 133） 
 

畢業後留臺工作  （現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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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根 老師 
（886）2-2881-9471  內線 5369 
 rheinli@scu.edu.tw 
 http://www.scu.edu.tw/icae 
 
香港  
 東吳大學香港校友會 賀曾慶           
 9019  7841 
 soochowhk@gmail.com        
 www.scuhk.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