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國學生 Q&A 

財力

證明 
一定需要財力證明嗎？ 

是的。財力證明，因台灣教育部怕學生假借來

台讀書名義，非法來台工作，學生必須至銀行

開立證明，資助者的存款證明可為自己、父母

或親友皆可，來台後給學校。 

簽證 

學生居留簽證是不是一定要在報到

前辦妥？ 

還是報到後校方幫我們辦？ 

大家要在當地（ex.馬來西亞 or 泰國）辦外國留

學生簽證，註記：FS-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

技大學ＯＯＯ系 外籍生，並在當地（ex.馬來西

亞 or 泰國）做體檢，到校後準備：1. 簽證申請

表（要先在外交部領事局 >  簽證  >  外國人申

請中華民國簽證相關手續及說明  > 線上填寫申

請表專區  ；一般簽證申請 General Visa 

Applications 請填妥並印出）、2. 2 吋照片 2

張、3. 護照正本&影本、4. 健康檢查（當地做

的 ex.馬來西亞 or泰國）合格證明正本&影本、

5. 錄取通知單正本、6. 驗證之最高學歷證明&

成績單正本&影本、7.財力證明正本&影本，國

資中心綜合業務組會拿以上資料到移民署幫大

家辦居留證。 

簽證 
請問是先申請單次停留簽證還是觀

光簽證？ 

必須要申請單次入境之外國留學生簽證，不可

申請觀光簽證。 

行前 留學臺灣行前準備 

馬 來 西 亞 留 學 台 灣 行 前 準 備

http://www.mtec.fcu.edu.tw/page3/super_pages.ph

p?ID=page302 

請先申請單次入境之外國留學生簽證來臺，開

學後會由國資中心綜合業務組到移民署幫大家

辦居留證，開學後學校會統一全班至慈濟醫院

做新生健檢，其他入學問題會由國資中心綜合

業務組協助。 

＄ 讀五專的可以借錢讀書嗎？ 

護理科、系都可以申請簽公費生的方式就讀，

通過後由慈濟基金會獎助其這些年的學、雜

費；制服費、書籍費，每個月加發 NT3,000 元

～NT5,000 元零用金，畢業後薦派至慈濟醫院

服務（服務期間薪水與其他護士相同），若成

https://www.boca.gov.tw/mp-1.html
https://www.boca.gov.tw/lp-9-1-xCat-05.html
https://www.boca.gov.tw/lp-9-1-xCat-05.html
https://visawebapp.boca.gov.tw/
https://visawebapp.boca.gov.tw/
http://www.mtec.fcu.edu.tw/page3/super_pages.php?ID=page302
http://www.mtec.fcu.edu.tw/page3/super_pages.php?ID=page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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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在前五名內，還可申請績優獎學金每學期二

萬元，不但唸書不用學雜費，算下來一個月約

可領近萬元(寒暑假除外，但另有校內工讀的機

會)。基金會就是想幫助努力向學且想改善家中

經濟問題的學生就學，使其無後顧之憂，努力

向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提

供所屬教育志業體學生就學獎助辦法 

http://hum.tcust.edu.tw/files/11-1012-32.php  

 

請問獎學金和公費何時申請？ 獎學金於錄取後提出申請，經本校獎學金審查

委員會審查後決議獎助名單。 

成績優秀新生入學獎助學金 

http://tad.tcust.edu.tw/files/11-1004-3076-1.php  

  

欲申請慈濟基金會獎助生(公費)於開學第一週會

出席聆聽「慈濟基金會獎助生申請說明會」，

開學二週內交繳申請相關資料於人文室即可申

請。 

相關獎助生 (公費 )辦法，請參閱網站：

http://hum.tcust.edu.tw/files/11-1012-32.php  

成績優秀新生入學獎助學金問題：招生組分機

2734。公費問題：人文室教育文化組分機

2476。校內其他獎助學金問題：學務處課指組

03-8572158分機 2397。 

＄ 學校是否設置提款機？ 

於宿舍區入口處設置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之提

款機。校內提供花蓮二信開戶服務，每周二、

五下午 15:00 至 15:30 至會計室，由二信專員協

助辦理。不受理其他銀行開戶，請自行前往辦

理。 

＄ 物價不知是不是比馬來西亞高？ 

不會很貴，冬天的衣服買一些就好，基本上穿

校服時間多；夏天你會不想穿衣服 @@，食物

比馬來西亞貴。 

＄ 大概多少台幣去繳交首期學費還有 第一學期約 NT60,000 元～NT70,000 元，包含

http://hum.tcust.edu.tw/files/11-1012-32.php
http://tad.tcust.edu.tw/files/11-1004-3076-1.php
http://hum.tcust.edu.tw/files/11-1012-3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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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費雜費之類？ 學雜費約 NT45,000 元，住宿 NT 5,000～NT 

6,500台幣，制服費約 NT 8,000元，還有書籍、

床鋪等費用，第一次會比較多，第二學期就會

少約 NT10,000 元，書籍來台跟學長姐要會省一

些，制服也可以拿學長姐留下已清洗乾淨的

（如果 size適合的話）。 

＄ 要怎麼繳費用？可以刷卡嗎？ 

不能刷卡，建議帶現金或 Traveler's Cheque（旅

行支票）到台灣，再到銀行或郵局兌換台幣，

至 本 校 會 計 室 繳 費 。 國 外 轉 帳 資 訊

http://ib.tcust.edu.tw/ezfiles/34/1034/img/1373/211

345560.pdf 

＄ 
銀行帳戶能夠在花蓮開戶口後才在

當地開嗎？ 

建議開立兩國都有的銀行，如 City Bank or 

HSBC，OCBC 也可以，這樣在當地存錢，台灣

大額領錢，之後存郵局或花蓮二信（這都在台

灣開戶；除郵局之外須要滿 20 歲才能辦理），

小額提款花用。 

＄ 
請問花蓮有沒有 HSBC 匯豐銀行

可以讓我領錢？ 

沒有，學長是從 7-11 裡面的中國信託 ATM 領

錢，如果你的銀行是 HSBC，會先扣約 RM $15

的手續費，然後中國信託這邊會扣 NT100 元手

續費，然後就依照銀行的匯率兌換台幣給你。 

＄ ATM提款機離學校遠嗎? 

不遠，就在學校隔壁的 7-11，兩三步就到了。 

學校宿舍門口（學校對面）有花蓮二信 ATM提

款機。 

＄ 生活費大約多少? 
生活費看個人花費，如果基本開銷一個月約

NT3,000~5,000元 

衣 要帶些什麼衣物? 

圍巾、外套，比較保暖的衣物，可是也不用太

多，那樣行李會很重，而且學校制服有外套和

背心，平常上課時間穿那兩套+冬季休閒服（長

袖的）就差不多，除非是比較怕冷，就需要多

帶。 

住 學費，住和吃怎麼算? 

一年有 2 semester 

1 semester 學雜費 NT44,760元 

女生住宿舍 1 semester NT5,000元 

男生住宿舍 1 semester NT6,500元 

http://ib.tcust.edu.tw/ezfiles/34/1034/img/1373/211345560.pdf
http://ib.tcust.edu.tw/ezfiles/34/1034/img/1373/21134556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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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餐廳早餐 NT25元 

午餐和晚餐 NT33元（buffet） 

一天都在學校餐廳用餐 NT91元 

住 行李是否可以寄至宿舍？ 

可以，但宿舍僅提供存放空間，貴重或易壞損

物品請勿郵寄，並請配合下列事項： 

1.請填寫「住宿生郵寄包裹黏貼表」(按此下

載)P.35，貼於每件包裹側面，以利協助放置

住宿樓層文康室，縮短取件時間。 

2.新生報到後，請至住宿樓層文康室取件。 

住 寢具和生活用品需事先購買嗎？ 

新生報到當日，廠商於大喜廣場（宿舍區地下

室空間）設攤販售，提供同學自由採買。寢具

部份請符合學校規定（請至新生專區查詢 106

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須知訊息）。 

住 
到花蓮後孩子們直接入住宿舍嗎? 

那家長方面的住宿呢? 

是的，直接入住宿舍，家長有需要住宿的話要

事先提出申請，附寢具，需自備盥洗用具。五

人房通鋪 300元/人晚，四人房單人床 400元/人

晚。 

其他 行李可以帶多少 KG?? 
一般航空公司內含拖運行李是 20kg，手提行李

7kg，依不同航空公司有不同規定。 

其他 自己帶 Guitar去沒問題吧? 
關於帶 Guitar 的部分，上飛機要用託運方式，

最好用硬殼裝。 

其他 

我們到了桃園機場(TPE)後，要去

哪裡找你們？然後，我們要怎樣去

靜思堂？ 

在招生組接機日期時間，到了桃園後國資中心

綜合業務組會在出口等大家， 接著會帶大家搭

大眾交通回花蓮，從桃園機場到花蓮的交通費

約 NT1,000元（需自行付費） 

其他 
如果我媽媽沒有去只有我去可以

嗎? 

自己來當然也可以，沒有規定家長一定陪同，

你們到台灣我們都會協助！ 

其他 

請問家長的部份， 把孩子送到機

場集合或花蓮? 辦理註冊家長需要

陪同嗎? 

國資中心綜合業務組會在桃園機場(TPE)接機

（國資中心訂定接機日期時間），之後陪同回

到花蓮學校宿舍，家長可一同前往，註冊時家

長可不必陪同。 

其他 

如果是以高二的資格去申請，到了

學校開學後是不是要再多拿幾個學

分? 

(教育部規定持英制中五 FORM5 學歷入學者必

須要再多修 12 學分，約 4~6 門課，方得畢業，

可以分在四年修畢)。現今，在台灣依一般管道

http://dad.tcust.edu.tw/ezfiles/5/1005/img/1057/116924527.pdf
http://dad.tcust.edu.tw/ezfiles/5/1005/img/1057/116924527.pdf
http://www.tccn.edu.tw/files/40-1000-5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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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要提早入學去修那些學分? 

那些學分可以分開來在 4 年修完

嗎? 

還是第一年就要修完? 

入學的學生四年要修畢 128 學分方得畢業，但

是，在台灣能進大學的資格至少都要修畢高三

(也就是修畢中六 FORM 6)，因此，台灣教育部

規定：外國學生取得英制中五(FORM 5)畢業資

格的入學生，必須加修 12 個基礎學分(即四年

Total 140 學分，才能拿到學士學位)且 12 學分

可以分在四年修完。 

其他 有什麼課程? 

after PT3 - 5年制護理科  

http://na.tcust.edu.tw/bin/home.php 

 

五年制護理科讀完想拿到 degree，可以再讀 2 

年二年制護理系。 

 

After SPM/STPM /統考 /UEC– 四年制學士班 

( degree ) 

護理系 

http://na.tcust.edu.tw/bin/home.php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http://mdm.tcust.edu.tw/bin/home.php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http://itm.tcust.edu.tw/bin/home.php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http://mm.tcust.edu.tw/bin/home.php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http://xray.tcust.edu.tw/bin/home.php  

其他 

請問學生需要用電腦作業嗎? 如

有，印表機設備方面是否也自行準

備? 

有課程會需要用到電腦，printer 學校圖書館和

電腦教室都有，所以不用自己準備。 

其他 戶籍地址和通訊地址有什麼不同? 

在台灣戶籍地址是身分證上的地址，但有些人

不住在戶籍地址，目前住且收得到信的地址就

是通訊地址。 

 

 

http://na.tcust.edu.tw/bin/home.php
http://na.tcust.edu.tw/bin/home.php
http://mdm.tcust.edu.tw/bin/home.php
http://itm.tcust.edu.tw/bin/home.php
http://mm.tcust.edu.tw/bin/home.php
http://xray.tcust.edu.tw/bin/home.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