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111 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簡章
本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要點奉教育部 103 年 2 月 12 日臺教文(五)字第 1030020474 號函核定

一、招生依據：依據本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要點訂定本簡章。
二、招生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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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具外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規定，且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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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
3.前二款均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委
員會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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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所定六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終日計
算之。
第二項所稱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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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日。但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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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未滿二
年。
3.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4.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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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華民
國一百年二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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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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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以上者。
前項所稱連續居留，指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日。但
符合前一點第五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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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併入前項連續居留期間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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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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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六年以上者。
前項所稱連續居留，指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日。但
符合前一點第五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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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併入海外連續居留期間計算。
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六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
)為終日計算之。
三、申請資格：具有高級中等學校同等學力者，得申請入本校學院部就讀。
外國學生申請來臺就學，以一次為限。於完成申請就學學校學程後，除申請
碩士班以上學程，得逕依各校規定辦理外，如繼續在臺就學者，其入學方式
應與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
四、招生內容：
招生學系

招生名額

甄審方式

修業年限

京劇學系

4

民俗技藝學系

4

客家戲學系
戲曲音樂學系

14

4

書面審查

4

歌仔戲學系

4

劇場藝術學系

4

五、申請時間：111 年(2022 年) 06 月 01 日至 06 月 30 日。
六、繳交證件：
(一)入學申請表一式二份。(附件 1)
(二)最高學歷之外國學校畢業證書影本及中文翻譯本二份(應經我國駐外館處、
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包括國內外僑學校)。
(三)該學程全部成績單中譯本二份(應經原就讀學校加蓋章戳或鋼印密封後逕
寄本校)。
(四)推薦信一封(含中國語文教師之推薦書，或能敘明申請者中、英文語文能力
之推薦書一份)。
(五)中文留學計畫書。
(六)中文自傳。
(七)能力證明文件影本或作品(個人作品或演出 VCD、DVD 影音資料及節目單)。
(八)財力證明：美金 15,000 元(由金融機構提出，密封逕寄本校)或政府、大專
校院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學金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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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授權查證同意書（Authorization）。(附件 2)
(十)外國學生申請人在臺就學檢核表及切結書。(附件 3)
前項第二款所稱外國學校，除海外臺灣學校外，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
認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對於第二款、第九款未經駐外館處、行政院設立或
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外國文件認定有疑義時，得要求經驗
證；其業經驗證者，得請求協助查證。
獲准入學後，註冊時應檢附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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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投保
者，應於註冊時繳納保險費，由本校代辦投保事宜。
前項保險證明如為國外所核發者，應經駐外機構驗證。
七、外國學生註冊入學時，未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當學期
入學；已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第二學期或下一學年註
冊入學。
八、申請人須具備中國語文聽、說、讀、寫能力，如中國語文能力無法隨班聽課
者，應自費於國內相關大學之語文中心中國語文組、國際華語研習所或其他
相關國語教學單位修習中國語文課程。有必要時得接受中國語文能力測定。
九、外國學生在我國就讀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雙語部(班)或
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外國課程部班畢業者，得持該等學校畢業證書及歷年
成績證明文件，依第五點規定申請入學。
十、外國學生就學應繳之費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駐外機構推薦來臺就學之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受獎學生及具我國永久居留
身分者，依本校所定本國學生收費基準辦理。
(二)依教育合作協議入學者，依協議規定辦理。
(三)前二款以外之外國學生，由本校擬訂收費基準，並不得低於同級私立學校
收費基準。
十一、錄取通知：111 年(2022 年)07 月 15 日前通知申請結果，錄取者須於 07 月
29 日前回覆是否入學，否則視同放棄。
十二、注意事項：因本校為專業技藝訓練學校，授業課程除理論、創作等學科外，
尚包括傳統戲劇技藝翻滾、體操動作及肢體表演等劇烈肢體活動，專業術
科課程亦包含劇團(場)之專業技藝(技術)實習操作及舞台演出，故凡視
覺、聽力、語言、行動有障礙者或經醫師建議身體狀況不適合劇烈活動者
（如氣喘、癲癇症、心臟血管疾病、脊椎側彎或重大疾病等），申請時宜
慎重考慮，以免影響將來學習。
十三、本校聯絡電話：招生專線 002886-2-27946357。網址：www.tcp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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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 立 臺 灣 戲 曲 學 院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ERFORMING ARTS
報

名

序

號

入 學 申 請 表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No. 177, Section 2, Nei-hu Road
TAIPEI 114, TAIWAN

最近二吋相片

REPUBLIC OF CHINA

Attach recent
photograph here
(about 1〞x 2〞)

Phone: +886-2-2796-2666 ext.1220，Fax: +886-2-2794-1238

http://www.tcpa.edu.tw
申請人須以中文正楷詳細逐項填寫一式兩份
TO THE APPLICANT : Read carefully, complete, and duplicate. Please type or print clearly.

(First)

姓名(中文)

(英文)

Full name (In Chinese)

(In English)

住

址

行動電話

Home address

Cell phone

(Middle)
電

(Last)

話

Telephone
郵遞區號(zip code)

現在通訊處
Mailing address
E-mail
(month) (day)

出生地點

出生日期

Place of birth

Date of birth

國

籍

Nationality

/

(year)
/

學生證號碼

性別

男 Male

Sex

女 Female

護照號碼

Student Identification No.

Passport No.

監護人姓名及住址
Name and address of legal guardian:
學程 degree
項目

小學
Primary school

中等學校
Secondary school

學院或大學
College or University

學校名稱
Name of school
學校所在地
City and country
學位
Degree conferred
畢業日期
Graduate year
主修 Major
副修 Minor
專長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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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Graduate school(MA Program)

擬申請就讀之部別、科別
What department or division do you expect to study at NTCPA?

學院

部

學系

在華研習期間各項費用來源 How will you finance the major portion of your study at NTCPA?
個人儲蓄 Personal savings
獎助金 Scholarship
父母供給 Parental support
其他 Other (Specify)
如有疾病或缺陷請敘明之 If you have a health problem, please describe it.

經歷 Previous Employment(s)

語言能力 / Language proficiency
(請用優，良，可，差/Please use one of these words : Excellent, Good, Fair, Poor)
讀 / Reading

寫 / Writing

聽 / Listening

說 / Speaking

中文 / Chinese
英文 / English


具

結

內

容

一、本人保證未具僑生身分且不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並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
二、本人保證自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貴校開學日止，喪失中華民國國籍已滿八年；如有不實，願依
相關辦法撤銷入學資格或開除學籍。
三、本人在華並未以僑生身分申請其他大學校院。
四、本人所提供之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報名大學部者為高中畢業證書，研究所者為大學或碩士畢業證書）在畢業學校
所在地國家均為合法有效取得畢業資格，且所持有之證件相當於中華民國國內各級合法學校授予之相當學位。
五、本人在華未曾經入學學校以操行、學業成績不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遭退學。
六、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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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撤消入學資格或開除學籍
，絕無異議。

申請(具結)人簽名 Applicant’s (recognizer) signature

日期 Date

各科主任審查意見
Opinion of Referees:

(學

位

別)

茲同意錄取該生為
學院部
茲不同意錄取該生，不錄取原因請勾選：

學系

1.審查成績未達該所入學標準。

4.未參加入學考試。

2.入學考試成績未達標準。

5.語文能力不佳。

3.口試成績未達標準。

6.其他

系主任：

教務長：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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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Letter of Authorization】

授權查證同意書
Letter of Authorization
我授權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查證我所提供的所有資料。
I authorize the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erforming Arts to
undertake verific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and to
release information about me.
正楷書寫全名
Print Name in Ful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全名)
Signature (Full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照號碼
Passport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dd/mm/y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dd/mm/y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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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外國學生申請人在臺就學檢核表及切結書
外國學生申請人是否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檢核
依據「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 2 條規定，外國學生須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
為確認您的外國學生身分，請確實填寫回答以下問題，謝謝！
1.請問您是否曾經來臺就學過？是□ 否□(若填寫否，則無需回答以下問題)
2.請問您是否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是□ 否□ 不確定□
3.請問您是否曾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是□ 否□ 不確定□
4.請問您是否曾經各校以自行(單獨)招收僑生管道入學？是□ 否□ 不確定□
5.請問您本學年度是否向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申請來臺就學？是□

否□

填表說明：若您於第 1 題或第 2 題填寫「否」之選項，請填寫下列切結書。
切

結

書

申請人____________(姓名)為具____________國籍之外國學生，申請本年度來臺就
讀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本人確認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倘經僑務主管機關
查證具僑生身分，則由錄取學校撤銷原錄取資格，不得異議。
此致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立切結書人：
護照號碼：
西元

年

月

日

(本人已確實瞭解本切結書所提之內容)
說明：
依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所稱僑生，指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
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
生。
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連續居留，指華裔學
生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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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日予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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