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外籍生申請中文學程招生簡章
系所

護理系博士班

報考資格

報名資格繳付文件

資料審查繳附文件

語言能力要求

請將以下報名資格繳附文件依序裝訂成 1 冊
請將以下報名資格繳附文件依序裝訂 1. 臨床及教學資歷（請繳附證明，含學經歷總表）。
成 2 冊：一份資格審查報名用，一份系 2. 大學和碩士班歷年成績單，各一份(應屆畢業生交大學
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所書面審查用
成績單和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1. 國內外公私立大學校院或經教育
1. 報名表，一式二份。
3. 仍在學者需提出論文口試申請書證明。
部認可之國外大學護理或護理相關系
2.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4. 碩士論文或已發表之著作影本。
TOCFL Level 3 或以上
組碩士應屆畢業生，並領有護理師證
3.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5. 自傳一份(至多 5 頁)。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書者。
(應屆畢業生交蓋註冊章之碩士學生證 6. 博士班研究計畫(至多 5 頁)。
驗)
2. 或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 6 年
影本，一式二份)。
7. 推薦函二封，應屆畢業生需有一封指導教授推薦函。
以上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
4. 國內外護理師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8. 工作傑出表現（請繳附證明）。
作，且領有護理師證書者。
5. 本校健康檢查表
9. 足以證明華語能力之相關資料、文件或證照。
6. 財力證明
＜以上繳交之各項資料需備齊依序裝訂成冊，需留存者，
請以影本送件＞

國際護理博士學程 有意申請就讀國際護理博士學程(全英語授課)，請參閱本校英文招生簡章。
國際護理碩士學程 有意申請就讀國際護理碩士學程(全英語授課)，請參閱本校英文招生簡章。
國際護理助產碩士
有意申請就讀國際護理助產碩士學程(全英語授課)，請參閱本校英文招生簡章。
學程
國際蒙特梭利碩士
有意申請就讀國際蒙特梭利碩士學程(全英語授課)，請參閱本校英文招生簡章。
學程(雙學位)
1. 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A. 國內外大學校院護理、護管或助產
中西醫結合護理研 系組應屆畢業生。
究所
B. 國內外大學校院護理、護管或助產
系組已畢業具學士學位者，並具有護
理師證書者。

請將以下報名資格繳附文件依序裝訂
1. 最高學歷成績單(應屆畢業生：四年制交至三下的歷年
成 2 冊：一份資格審查報名用，一份系
成績單/二年制交至一下的歷年成績單)。
TOCFL Level 3 或以上
所書面審查用
2. 自傳、研究所讀書計畫一份。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1. 報名表，一式二份。
3. 推薦函 2 封。
驗)
2.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4. 考生學經歷總表。
3. 最高學歷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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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報考資格

報名資格繳付文件

資料審查繳附文件

C. 具護理師證書，且符合以同等學力
報考碩士班之規定者。
2. 以應屆畢業生資格報考者，在校學
業總平均成績為該班前 50%或平均成
績達 80 分(含)以上(附歷年成績單與
學業成績排名證明)。

(應屆畢業生交蓋四上註冊章之學生證
影本，一式二份)。
4. 國內外護理師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5.學業成績排名證明(應屆畢業生)。
6. 本校健康檢查表
7. 財力證明

語言能力要求

1. 最高學歷成績單(應屆畢業生：四年制交至三下的歷年
請將以下報名資格繳附文件依序裝訂
成績單/二年制交至一下的歷年成績單)。
1.應屆畢業生或國內外大學校院醫護 成 2 冊：一份資格審查報名用，一份系
2. 推薦函一封。
相關系組【醫學、護理、醫(護)管、 所書面審查用
3. 考生學經歷總表。
（嬰）幼兒保育、藥學、放射、環衛、 1. 報名表，一式二份。
4. 自傳。
TOCFL Level 3 或以上
醫護教育暨數位學 營養、物理治療、職能治療、呼吸治 2.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5. 研究所讀書計畫。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習研究所
療、語言治療、助產、中醫、中藥等 3. 最高學歷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6. 英文相關書面資料證明(含英檢或修課證明)。
驗)
相關學系】畢業具學士學位。
(應屆畢業生交蓋四上註冊章之學生證
7. 任何教學相關經驗資料證明(如擔任繼續性教育講師之
2. 在校學業平均成績達 70 分(含)以上 影本，一式二份)。
文件證明)。
(歷年成績單)
4. 本校健康檢查表
8. 口頭發表或刊登相關著作之佐證。
5. 財力證明
9. 其他特殊表現資料證明。
請將以下報名資格繳附文件依序裝訂成 1 冊
請將以下報名資格繳附文件依序裝訂 1. 臨床及教學資歷（請繳附證明，含學經歷總表）。
成 2 冊：一份資格審查報名用，一份系 2. 大學和碩士班歷年成績單，各一份(應屆畢業生交大學
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所書面審查用
成績單和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1. 國內外公私立大學校院或經教育
1. 報名表，一式二份。
3. 仍在學者需提出論文口試申請書證明。
部認可之國外大學護理(護管)相關系
2.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4. 碩士論文或已發表之著作影本。
TOCFL Level 3 或以上
助產及婦女健康照 組碩士應屆生或畢業者，並領有護理
3.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5. 自傳一份(至多 5 頁)。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護研究所
師證書。
(應屆畢業生交蓋註冊章之碩士學生證 6. 博士班研究計畫(至多 5 頁)。
驗)
2. 以應屆畢業生資格報考者，在校學
影本，一式二份)。
7. 推薦函二封，應屆畢業生需有一封指導教授推薦函。
業總平均成績為該班前 50%(附歷年
4. 國內外護理師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8. 工作傑出表現（請繳附證明）。
成績單與學業成績排名證明)。
5. 本校健康檢查表
9. 足以證明華語能力之相關資料、文件或證照。
6. 財力證明
＜以上繳交之各項資料需備齊依序裝訂成冊，需留存者，
請以影本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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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報考資格

報名資格繳付文件

資料審查繳附文件

語言能力要求

請將以下報名資格繳附文件依序裝訂
成 2 冊：一份資格審查報名用，一份系
1. 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所書面審查用
1. 最高學歷成績單(應屆畢業生：四年制交至三下的歷年
A. 國內外大學校院應屆畢業生或已
1. 報名表，一式二份。
成績單/二年制交至一下的歷年成績單)。
畢業具學士學位。
2.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2. 推薦函 1 封。
TOCFL Level 2 或以上
健康事業管理系碩 B. 符合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班之規
3. 最高學歷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3. 考生學經歷總表。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士班
定者。
(應屆畢業生交蓋四上註冊章之學生證 4. 繳交有助於顯示具研究潛力之任何資料或證件(如:英 驗)
2. 以應屆畢業生資格報考者，在校學
影本，一式二份)。
語文能力檢定證明文件、著作、得獎作品、相關專題報告
業總平均成績為該班前 50%。(附歷年
4. 學業成績排名證明(應屆畢業生)。 或研究成果等)。
成績單與學業成績排名證明)
5. 本校健康檢查表
6. 財力證明
一般生：
請將以下報名資格繳附文件依序裝訂
1. 國內外大學校院應屆畢業生。
1. 最高學歷成績單(應屆畢業生：四年制交至三下的歷年
成 2 冊：一份資格審查報名用，一份系
2. 已畢業具學士學位或符合以同等
成績單/二年制交至一下的歷年成績單)。
所書面審查用
學力報考碩士班之規定者。
2. 推薦函一封。
1. 報名表，一式二份。
3. 以應屆畢業生資格報考者，在校學
3. 考生學經歷總表。
TOCFL Level 2 或以上
2.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資訊管理系碩士班 業總平均成績為該班前 50%。(附學業
4. 個人履歷及研究所讀書計畫、專業證照(影本)、競賽獎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3. 最高學歷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成績排名證明)。
狀(影本)、研討會論文、專題報告、曾參與之研究計畫或 驗)
(應屆畢業生交蓋四上註冊章之學生證
在職生：
專案計畫等足以顯示具研究潛力之任何資料或證件。
影本，一式二份)。
1. 已畢業具學士學位或符合以同等
〈繳交之各項資料需留存者，請以複本送件，面試資料恕
4. 本校健康檢查表
學力報考碩士班之規定者。
不退還。〉
5. 財力證明
2. 工作經驗滿一年以上者。
請將以下報名資格繳附文件依序裝訂 1. 學經歷總表。
具備下列條件之一者:
成 2 冊：一份資格審查報名用，一份系 2. 推薦函一封。
A. 應屆畢業生或已畢業具學士學位
所書面審查用。
3. 最高學歷成績單 (應屆畢業生：四年制交至三下的歷年
者。
旅遊健康碩士班
1. 報名表，一式二份。
成績單/二年制交至一下的歷年成績單)。
TOCFL Level 2 或以上
B. 專科學校以上畢業，且符合以同等
(休閒產業與健康
2.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4. 年資證明總表--無工作經驗者免繳。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學力報考碩士班之規定者。
促進系)
3. 最高學歷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5. 具在職身份者須備服務單位同意進修證明。
驗)
以應屆畢業生資格報考者，在校學業
(應屆畢業生交蓋四上註冊章之學生證 6. 自傳、碩士班讀書計畫，一式三份。
總平均成績為該班前 50%。(附歷年成
影本，一式二份)。
7. 繳交足以證明研究潛力之相關資料，如：學術著作、
績單與學業成績排名證明)。
4. 本校健康檢查表
報告專題、得獎作品、相關證照、語文檢定(含華語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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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報考資格

報名資格繳付文件

資料審查繳附文件

5. 財力證明

長期照護研究所

國內外大學校院護理、社工、醫學、
復健領域(物理治療、職能治療、言語
治療、呼吸治療等)、營養、藥學、心
理、健康或照護管理及其他健康生活
照護等相關系組組與學士後長照相關
科系。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
國內外大學畢業或應屆畢業生。
研究所(聽力組)

語言能力要求

相關證明者尤佳)及其他特殊貢獻等。

請將以下報名資格繳附文件依序裝訂
成 2 冊：一份資格審查報名用，一份系 1. 最高學歷成績單(應屆畢業生：四年制交至三下的歷年
所書面審查用
成績單/二年制交至一下的歷年成績單)。
1. 報名表，一式二份。
2. 推薦函 1 至 2 封。
2.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3. 考生學經歷總表，一式三份。
TOCFL Level 2 或以上
3. 最高學歷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4. 研究所讀書或研修計畫，一式三份。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應屆畢業生交蓋四上註冊章之學生證 5. 自傳，一式三份。
驗)
影本，一式二份)。
6. 其他特殊長期照護相關經歷、著作、貢獻或獲獎紀錄
4. 學業成績排名證明(應屆畢業生)。 等證明；如有長期照護相關工作經驗者，請附工作證明，
5. 本校健康檢查表
一式三份。
6. 財力證明
需筆試及面試
請將以下報名資格繳附文件依序裝訂 面試審查資料：筆試通過者，備妥下列資料，
成 2 冊：一份資格審查報名用，一份系 依序裝訂成 4 冊:
所書面審查用
A. 成績單正本一份，影本三份 (曾修過下列課程者，請
1. 報名表，一式二份。
於成績單上標明課程名稱及學分數：溝通障礙學導論、言
聽力組: TOCFL Level 3
2.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語科學、聽力科學、兒童語言發展、聽覺生理學、發聲機
或以上(含聽力、閱讀、
3. 最高學歷畢業證書影本， 一式二 轉、語言及聽覺神經機轉、語音學、 語言學、心理學、
口說測驗)
份。(應屆畢業生：四年制學生繳交蓋 聲學、物理學、生物學、及生理學) 。
四上註冊章，一式二份)。
B. 自傳 (含學經歷，不超過 2 頁)及讀書計畫(含報考動
4. 本校健康檢查表
機、生涯規劃等，不超過 4 頁)。
5. 財力證明
C. 推薦函二封。
D. 語言能力證明(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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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報考資格

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1. 已畢業具學士學位者，且具有嬰幼
嬰幼兒保育系碩士 兒與兒童一年以上實務工作經驗。
班
2. 符合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班之規
定者，且具有嬰幼兒與兒童一年以上
實務工作經驗。

1. 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A. 國內外大學校院應屆畢業生。欲選
本系「諮商心理學組」就讀者，心理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 相關科系優先。
商研究所(生死學 B. 已畢業具學士學位或符合以同等
組、諮商心理學組) 學力報考碩士班之規定者。
2. 以應屆畢業生資格報考者，在校學
業總平均成績為該班前 40%(附歷年
成績單與學業成績排名證明)。

報名資格繳付文件

資料審查繳附文件

語言能力要求

請將以下報名資格繳附文件依序裝訂
成 2 冊：一份資格審查報名用，一份系
1. 最高學歷成績單。
所書面審查用
2. 自傳、研究所讀書計畫，一式三份。
1. 報名表，一式二份。
3. 服務證明。
TOCFL Level 2 或以上
2.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4. 考生具有嬰幼兒與兒童實務工作經驗者繳交相關工作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3. 最高學歷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證明。
驗)
4. 年資證明總表，正本一份，影本一
5. 足以證明研究潛力之任何資料、證明文件及相關證照
份。
（語文類、專業類等）。
5. 本校健康檢查表
6. 財力證明
1. 最高學歷成績單(應屆畢業生：四年制交至三下的歷年
成績單/二年制交至一下的歷年成績單)。
請將以下報名資格繳附文件依序裝訂 2. 推薦函二封。
成 2 冊：一份資格審查報名用，一份系 3. 考生學經歷總表。
所書面審查用
4. 自傳。
1. 報名表，一式二份。
5. 研究所讀書計畫請依照入學後欲研讀之組別 (生死組 生死組、諮商心理學組:
2.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或諮商組) 撰寫。
TOCFL Level 3 或以上
3. 最高學歷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6. 任何生死學、悲傷輔導或諮商相關經驗資料證明(例如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應屆畢業生交蓋四上註冊章之學生證
協會重要幹部、擔任教育講師之文件證明、或接受訓 驗)
影本，一式二份)。
練與服務證明) 。
4. 本校健康檢查表
7. 華語能力證明(如華測或修課證明) 。
5. 財力證明
8. 發表相關著作。
9. 其他特殊貢獻、著作、得獎作品之證明。
10.報考諮商心理學組學生須配合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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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報考資格

報名資格繳付文件

資料審查繳附文件

語言能力要求

請將以下報名資格繳附文件依序裝訂
成 2 冊：一份資格審查報名用，一份系
1. 具備下列條件之一者:
所書面審查用
1. 最高學歷成績單 (應屆畢業生：四年制交至三下的歷年
A.應屆畢業生或已畢業具學士學位 1. 報名表，一式二份。
成績單/二年制交至一下的歷年成績單)。
者。
2.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2. 自傳、研究所讀書計畫，一式三份。
TOCFL Level 2 或以上
B.符合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班之規定 3. 最高學歷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3. 推薦函一封。
運動保健研究所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者。
(應屆畢業生交蓋四上註冊章/二年制交 4. 學經歷總表。
驗)
2. 以應屆畢業生資格報考者，在校學 蓋二上註冊章之學生證影本，一式二 5. 繳交足以證明研究潛力之任何資料，如：其他特殊貢
業總平均成績為該班前 50%。(附歷年 份)。
獻、學術著作、報告專題、得獎作品及相關證照(語文類
成績單與學業成績排名證明)。
4. 學業成績排名證明(應屆畢業生)。 「含華語檢定相關證明者，尤佳」、專業類等)之證明。
5. 本校健康檢查表
6. 財力證明
1. 讀書計畫：1200 字之內為原則，其內容應包含：（1）自傳（2）選擇護理系就讀的原因（3）
未來的抱負。
2. 高中職時期參與活動期證明文件：獎狀證照、競賽成果、領導經驗、社團表現、工作經驗等。
3. 高中職歷年成績單。
4. 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TOCFL Level 3 或以上
各高職學校、高級中學畢業生或符合
護理系
5.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教育部認定具有同等學力者。
6. 報名表，一式二份。(可列印紙本 或 線上報名表)
驗)
7. 推薦函一封。
8. 相關華語能力證明之資料、文件、證照。
9. 本校健康檢查表
10. 財力證明
1. 讀書計畫：1200 字之內為原則，其內容應包含：（1）自傳（2）選擇助產及婦女健康照護系
就讀的原因 （3）未來的抱負。
2. 高中職時期參與活動期證明文件：獎狀證照、競賽成果、領導經驗、社團表現、工作經驗等
TOCFL Level 3 或以上
助產及婦女健康照 各高職學校、高級中學畢業生或符合 3. 高中職歷年成績單。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護系
教育部認定具有同等學力者。
4. 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驗)
5.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6. 報名表，一式二份。(可列印紙本 或 線上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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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報考資格

報名資格繳付文件

資料審查繳附文件

7. 推薦函一封。
8. 相關華語能力證明之資料、文件、證照。
9. 本校健康檢查表
10. 財力證明
1. 讀書計畫：1200 字之內為原則，其內容應包含：（1）自傳（2）選擇高齡健康照護系就讀的
原因 （3）未來的抱負。
2. 高中職時期參與活動期證明文件：獎狀證照、競賽成果、領導經驗、社團表現、工作經驗等
3. 高中職歷年成績單。
4. 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各高職學校、高級中學畢業生或符合
高齡健康照護系
5.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教育部認定具有同等學力者。
6. 報名表，一式二份。(可列印紙本 或 線上報名表)
7. 推薦函一封。
8. 相關華語能力證明之資料、文件、證照。
9. 本校健康檢查表
10. 財力證明
1. 讀書計畫：1200 字之內為原則，其內容應包含：（1）自傳（2）選擇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
就讀的原因 （3）未來的抱負。
2. 高中職時期參與活動期證明文件：獎狀證照、競賽成果、領導經驗、社團表現、工作經驗等
3. 高中職歷年成績單。
4. 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醫護教育暨數位學 各高職學校、高級中學畢業生或符合
5.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習系(二技)
教育部認定具有同等學力者。
6. 報名表，一式二份。(可列印紙本 或 線上報名表)
7. 推薦函一封。
8. 相關華語能力證明之資料、文件、證照。
9. 本校健康檢查表
10. 財力證明
1. 讀書計畫：1200 字之內為原則，其內容應包含：（1）自傳（2）選擇健康事業管理系就讀的
原因 （3）未來的抱負。
健康事業管理系
各高職學校、高級中學畢業生或符合
2. 高中職時期參與活動期證明文件：獎狀證照、競賽成果、領導經驗、社團表現、工作經驗等
(二技和四技)
教育部認定具有同等學力者。
3. 高中職歷年成績單。
4. 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7

語言能力要求

TOCFL Level 2 或以上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驗)

TOCFL Level 3 或以上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驗)

TOCFL Level 2 或以上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驗)

系所

報考資格

報名資格繳付文件

資料審查繳附文件

語言能力要求

5.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6. 報名表，一式二份。(可列印紙本 或 線上報名表)
7. 推薦函一封。
8. 相關華語能力證明之資料、文件、證照。
9. 本校健康檢查表
10. 財力證明
1. 讀書計畫：1200 字之內為原則，其內容應包含：（1）自傳（2）選擇資訊管理系就讀的原因
（3）未來抱負。
2. 高中職時期參與活動之證明文件：獎狀、證照、競賽成果、領導經驗、社團表現、工作經驗、
志工服務等。
3. 高中職歷年成績單。
TOCFL Level 2 或以上
各高職學校、高級中學畢業生或符合 4. 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若無則免)，一式二份。
資訊管理系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教育部認定具有同等學力者。
5.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驗)
6. 報名表，一式二份。(可列印紙本 或 線上報名表)
7. 推薦函一封。
8. 相關華語能力證明之資料、文件、證照。
9. 本校健康檢查表
10. 財力證明
1. 讀書計畫：1200 字之內為原則，內容應含：（1）自傳（2）選擇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就讀
的原因 （3）未來的生涯規劃。
2. 高職成績：歷年成績單。
3. 活動參與：獎狀證照、競賽成果、社團表現、志願服務等證明。
4. 領導經驗或工作經驗證明。
TOCFL Level 2 或以上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 各高職學校、高級中學畢業生或符合 5. 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進系
教育部認定具有同等學力者。
6.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驗)
7. 報名表，一式二份。(可列印紙本 或 線上報名表)
8. 推薦函一封。
9. 相關華語能力證明之資料、文件、證照。
10. 本校健康檢查表
11. 財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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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報考資格

報名資格繳付文件

資料審查繳附文件

語言能力要求

1. 讀書計畫：1200 字之內為原則，其內容應包含：（1）自傳（2）選擇長期照護系就讀的原因 （3）
未來的抱負。
2. 高中職時期參與活動期證明文件：獎狀證照、競賽成果、領導經驗、社團表現、工作經驗等
3. 高中職歷年成績單。
4. 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TOCFL Level 2 或以上
各高職學校、高級中學畢業生或符合
長期照護系(二技)
5.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教育部認定具有同等學力者。
6. 報名表，一式二份。(可列印紙本 或 線上報名表)
驗)
7. 推薦函一封。
8. 相關華語能力證明之資料、文件、證照。
9. 本校健康檢查表
10. 財力證明
1. 讀書計畫：1200 字之內為原則，其內容應包含：（1）自傳（2）選擇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就
讀的原因 （3）未來的抱負。
2. 高中職時期參與活動期證明文件：獎狀證照、競賽成果、領導經驗、社團表現、工作經驗等
3. 高中職歷年成績單。
4. 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TOCFL Level 2 或以上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 各高職學校、高級中學畢業生或符合
5.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系
教育部認定具有同等學力者。
6. 報名表，一式二份。(可列印紙本 或 線上報名表)
驗)
7. 推薦函一封。
8. 相關華語能力證明之資料、文件、證照。
9. 本校健康檢查表
10. 財力證明
1. 讀書計畫：1200 字之內為原則，其內容應包含：(1)自傳 (2) 選擇嬰幼兒保育系就讀的原因（3）
未來抱負。
2. 高中職時期參與活動期證明文件：獎狀證照、競賽成果、領導經驗、社團表現、工作經驗等。
3. 高中職歷年成績單。
TOCFL Level 2 或以上
嬰幼兒保育系(二 各高職學校、高級中學畢業生或符合
4. 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技和四技)
教育部認定具有同等學力者。
5.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驗)
6. 報名表，一式二份。(可列印紙本 或 線上報名表)
7. 推薦函一封。
8. 相關華語能力證明之資料、文件、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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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資格

報名資格繳付文件

資料審查繳附文件

語言能力要求

9. 本校健康檢查表
10. 財力證明
1. 讀書計畫：1200 字之內為原則，內容應含：（1）自傳（2）選擇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就讀
的原因 （3）未來的生涯規劃。
2. 高職成績：歷年成績單。
3. 活動參與：獎狀證照、競賽成果、社團表現、志願服務等證明。
4. 領導經驗或工作經驗證明。
TOCFL Level 2 或以上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 各高職學校、高級中學畢業生或符合 5. 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商系
教育部認定具有同等學力者。
6.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驗)
7. 報名表，一式二份。(可列印紙本 或 線上報名表)
8. 推薦函一封。
9. 相關華語能力證明之資料、文件、證照。
10. 本校健康檢查表
11. 財力證明
1. 讀書計畫：1200 字之內為原則，其內容應包含：(1）自傳(2) 選擇運動保健系就讀的原因（3）
未來抱負。
2. 高中職時期參與活動期證明文件：獎狀證照、競賽成果、領導經驗、社團表現、工作經驗等。
3. 高中職歷年成績單。
TOCFL Level 2 或以上
4. 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一式二份。
各高職學校、高級中學畢業生或符合
(含聽力、閱讀、口說測
運動保健系
5. 護照影本，一式二份。
教育部認定具有同等學力者。
驗)
6. 報名表，一式二份。(可列印紙本 或 線上報名表)
7. 推薦函一封。
8. 相關華語能力證明之資料、文件、證照。
9. 本校健康檢查表
10. 財力證明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外籍生線上招生網站(NTUNHS Online Application website): http://icsed.ntunhs.edu.tw/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