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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辅英科技大学 2019 年「春季班」申请短期研修重要期程 

项目 日期 备注 

申请研修时间 即日起 申请学校回复研修人数 

申请研修数据收件 

截止日期 
11 月 10 日 

申请文件以邮戳为凭，大陆友

校备齐文件统一提出申请 

入台许可证 电子文件传

送 
11 月中旬 /12 月初 

将会以扫描文件 E-mail 至学

校负责单位进行确认，确认无

误后将会寄出 

抵台报到 2019 年 02 月 20-24 日 学校统一接机 

新生欢迎会 另行公告  

研修开始 2019 年 02 月 24 日 开学日 

学期结束 2019 年 06 月 29 日  

研修结束离台 2019 年 7 月 1-4 日 
学校统一送机， 

依入台证许可停留期限离台 

成绩单寄发 2019 年 08 月底 寄回原学校窗口承办人员。 

 

 

辅英~~I believe, so I am. 



 

 

 

二、申请短期研修申请流程及规范 

1、 申请资格：申请人须为与本校签订「合作协定书」之大陆地区大专院校之在学本科学生

及专科生(五年大专须第 4、5 年级)。 

2、 学生申请文件：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各校统一寄出推荐之学生申请文件。 

3、 申请人须经由在学之学校推荐，依规定向本校提出申请，并由原学校统一将名单 寄送本

校审查后，再由国际事务处办理入出境手续；待核准通过后，发送「入出境许可证」及

「来台学习手册」予申请学校转发申请人。 

4、 学生依个人「入出境许可证」可停留之天数，于证件有效期内，自行购买来回机票。 

5、 接送机：以校为单位抵台，接送地点为台湾高雄小港机场或高雄高铁站，请于入台前及

离境前 1~2 星期告知航班相关信息，俾利安排接送机。 

6、 住宿：学生来台研习期间之需住宿于本校学生宿舍，须遵守宿舍之规范。并由学务处生

活辅导组协助来校住宿之安排。 

7、 保险：来台研修期间，为就医方便或申请理赔事宜顺利，短期研修学生须在台办理保险(含

意外险、医疗险等)。 

8、 体检：学生于报到后，由本校健康中心安排体检。 

9、 研习缴费：学生需于开学日前在线缴交研习期间

之费用。 

10、 修课：研修生于规定日期内，须完成选课程序，

以便进行研修；修读科目考试及格，教务处将于

学期结束后核发研习证明及学生成绩证明书。 

 

三、短期研修相关事宜联系窗口 

姓名 电  话 电子邮件 

叶金麟 主任 
07-7811151#2401 

+886 933288977 

202851993@qq.com 

微信: chinlin1127 

谢菘斐 老师 07-7811151#2401 
2894139597@qq.com 

pt015@fy.edu.tw 

陈顺民(小齐) 07-7811151#2401 
QQ : 2564407833 

微信: shunming700214 

 



 

 

 

四、学生办件所需提供材料 

(一位学生 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名称：申请学校校名＋申请人姓名) 
 

项次 所需缴交材料 备注 

1 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 为 Word 檔 

2 申请者居民身分证含正反面(彩色版，在同一面)。 为 jpg 或 jpeg 檔 

3 学者检附在职证明，学生检附在学证明；须加盖学校承办单位章 为 jpg 或 jpeg 檔 

4 

个人彩色照片文件 JPG (电子文件)规格说明，请务必告知照相馆

提供符合规定之照片档案，俾利顺利上传。 

(1) 分辨率限 150~300dpi，格式为 jpg 或 jpeg。 

(2) 应为最近 1 年内拍摄之 2 吋彩色照片。(长 4.5 公分、宽 3.5

公分) 

(3) 以头部及肩膀顶端近拍，使头部高占据整张照片高度约为三

分之二。(人像自头顶至下颚之长度不得小于 3.2 公分或超

过 3.6 公分) 

(4) 人像需脱帽，五官面貌清晰，正面之照片。 

(5) 背景需为白色。 

(6) 不得配戴深色镜片眼镜。 

(7) 不得使用生活照或合成相片。 

(8) 照片规格: 如下 

为 jpg 或 

jpeg 檔 

5 
学生团体资料名册(含原学校名称、就读原校 院系、专业、年级、

姓名、性别、出生日、 QQ 号码及微信等 
格式为 Excel 檔 

 



 

 

 

五、申请短期研修专业学系 

(一) 学位别：大专生、本科生(学士班)、研究生(硕士班) 

(二) 学期别：2019 年 「春季班」 

(三) 招收系所： 

系所别 系所别 

医学与健康学院 环境与生命学院 

医学检验生物技术系(硕士班) 环境工程与科学系(硕士班) 

物理治疗系 职业安全卫生系 

保健营养系(硕士班) 应用化学及材料科学系 

健康美容系 生物科技系(硕士班) 

系所别 系所别 

护理学院学院 人文与管理学院 

护理系(硕士班) 信息管理系 

助产系 应用外语系 

健康事业管理系 幼儿保育系(学前教育) 

高龄及长期照护事业系 

(老年服务与管理) 

休闲与游憩事业管理系 

(含酒店管理) 

我们有严谨的专业课程对接，提供师生专业的学习，符合两校对人才培育上的需求。 

 



 

 

 

六、辅英科技大学短期交流生学生收费标准 

项目 金额（元） 备注 

学费/学期 48,000 新台币 

1. 实作课程材料费则依教学实际

规划另酌予收费 

2. 含住宿费用 

入台证手续费用 

及行政代办费 
1,215 新台币  

胸部X光检查及麻疹疫苗

施打 
1,200 新台币(约) 入境后须进行健检 

疾病医疗保险及意外险

保费 
500 新台币(每月) 依规定保检 

书籍费 依需要自费购买  

在台期间生活费 自理  

 

七、短期研修生其他相关交流信息 

为促进两岸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辅英科技大学提供短期交流学生名额，让  贵校

学生赴台湾辅英科技大学交流学习。 

(一) 来台学习时间期程：一学期或一年。 

(二) 2019「秋季班」学习时间：2019 年 02 月 24 日至 2019 年 06 月 29 日(合计 18 周)。 

(三) 专业与课程：与辅英科技大学专业相同或相近专业的学生均可报名参加（如 4 页），

学习结束后，辅英科技大学发给学分证明书及中英文学习证书。 

(四) 报名条件： 

1、 依 贵校相关选拔规定办理即可。 

2、 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3、 符合辅英科技大学开设之专业或选择跨专业学习之学生。 

(五) 报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10 日前填写好报名表《该表请至各校 『外事处

或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填写后报送各校『外事处或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汇整。 

(六) 联络信息：(QQ)202851993 叶 sir ； (QQ)2564407833(小齐老师) 

(七) 辅英科技大学 课程信息：

http://cos.fy.edu.tw/fywww/new/new_info/cos_info/yco_1000.asp 

(八) 辅英科技大学 网址：www.fy.edu.tw 

 

http://cos.fy.edu.tw/fywww/new/new_info/cos_info/yco_1000.asp
http://www.fy.edu.tw/


 

 

 

八、辅英科技大学台湾教学卓越大学 

 

 

 以「大健康」为核心办学目标，强调专业培训、关怀情操、
宏观发展并兼具气质的人才培育。 

 1958 年创立, 为台湾第一所医护类职业学校，毕业校友众多，在医护、食安、环保、学
前教育等专业领域发展、人才培育与科研贡献享有盛名。 

 护理、医学与健康、环境与生命及人文管理四个学院，创造全人身心与环境健康专业培育
特色。 

学  院 学系专业 

护理学院 护理、助产与妇婴健康照护系、健康事业管理、高龄及长期照护事业 

医学与健康学院 
医学检验生物技术、物理治疗（康复）、保健营养（含食品安全）、健康
美容 

环境与生命学院 
环境工程与科学(含污染检验防治)、职业安全卫生(劳动安全管理)、应用
化学及材料科学、生物科技 

人文与管理学院 
信息科技与管理、休闲与游憩事业管理(含酒店管理)、幼儿保育暨产业(学
前教育)、应用外语(含外语文秘) 

 设置「护理技能检定(OSCE)」，环境保护署认证之「环境教育机构」、劳动部「水质检测
证照考场」、「劳工安全卫生教育训练场」、「食品安全管制系统 HACCP 」认证、「考
选部计算机试场」等获专业认证实训场域，校园资讯安全获 ISO 27001:2013 验证。 

 

 

 世界大学排名(Ranking Web of Universities)全亚洲排名第 206 名，台湾所有大学中排名
第 39，私立大学排名第 17，2017 年科技大学注册率居全台第 9，医护专业类科技大学
No.1，台湾医护专业类科大 No.1。 

 2016 毕业生就业率 92%，全台大学排名第三。(教育部 2016.01.29) 

 2017 台湾大学排行学术成就进步最快 10 所大学之一。(远见杂志) 

 2017 护理师证照国考榜首。 

 2017 台湾私立技专校院整体奖补助经费/名次提升至 17 名(共 87 所学校)。 

 2018 台湾教育部高教深耕计划、优化技职校院实作环境计划。 

 2018 全台大学技能竞赛，包办健康照護类金、银、铜牌奖项。 

 毕业生就业率于全台湾所有大学排名第三，聘雇主管满意度高于九成，专业口碑佳。 

 
 

开创多项跨域健康专业特色： 

  结合幼儿、助产、营养专业，发展新手妈妈、月嫂服务、托婴与小区保母经管。 

  结合环境监测调查与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协助政府评估各种污染对健康之预警。 

  结合污染防治与工厂安全管理，培育高科技产业环保安全节能运作管理人员 

  结合营养、美容、化学材料、生物科技专业，研发保健食品、妆品。  

  结合护理、老年照护、康复治疗，信息科技管理，研发健康照护创新专利。 

健康核心大学 

卓越办学绩效 

跨域专业特色 



 

 

 

九、 辅英科技大学国际与两岸交流 

辅英科技大学与欧洲、美洲、亚洲、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及中国等地区七十余所学校

签订学术合作协定，进行学术交流或互访、联合研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师生出国进修研

习等，并举办多元文化相关活动及文化交流。学生社团包括生命教育、社会服务、教育、医

护等社会实践团队，每年进行国际性服务学习活动，遍及菲律宾、泰北、马来西亚、印度等

国家。 

辅英科技大学办学的专业特色及学习

环境,近年来吸引了许多海外地区的学生前

来申请就读。包括武汉大学、新加坡义安理

工学院、泰国皇家黎府大学等交流生到辅英

科技大学短期研修。目前『护理专业、助产

专业、高龄及长期照护事业、健康事业专业、

学前教育专业、食品科技专业、康复专业、

医学检验、化学材料、环境工程』等专业有大陆交流生到我校作短期研修一学期及一年。 

 

十、辅英科技大学 院系简介 

 

(一) 护理学院 College of Nursing 

 专业实务措施发展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tasks execution 

 模拟教学推动 Promotion of situational education 

 能力鉴定制度建置 Establishment of ability assessment 

 

本院以提升护理照护质量为任务，配合社会环境的变迁，培养国际化、多元化、因应社

会及时代需求之护理专业人才。透过与产业结合及学术成果服务社会，肩负医护教育的使命，

促进国家民众健康福祉，同时致力于促进师生国际交流，建立具备

专业宏观之学院，成为南台湾技职体系培育各层级优秀护理人才之

重镇。 

本院目前设有下列硕士班、系（科）： 

1. 护理系(含硕士班) 

2. 助产与妇婴健康照护系(60 年的專業) 

3. 健康事业管理系 

4. 高龄及长期照护事业系 



 

 

 

 

(二) 医学与健康学院 College of 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s 

 健康医学扎根学习，临床实务结合应用  

 基因检测技术与预防医学产业之应用 

 

    本学院以推动「人的健康」相关医疗专业领域之教学、研究与服务工作为职责，旨在培

育学生具备医学检验、生物技术、保健营养、物理治疗、健康美容等专业素养，并兼具关怀

的情操、宏观的见识和优雅的气质，

成为全方位之专业人才。 

本院目前设有： 

1. 医学检验生物技术系(含硕士班) 

2. 保健营养系(含硕士班) 

3. 物理治疗系 

4. 健康美容系 

 

 

(三) 环境与生命学院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Life Sciences 

 绿色环境监控 Monitoring for green environment 

 生物制剂制造 Manufacturing of biological preparation 

 

本院从人的健康出发，以绿色科技为主轴，以人的生命与周遭环境的相关领域为范畴，

以永续发展为依归，培育兼具人文素养的实用绿色科技专业人才。发展绿色科技，并致力于

环境和生物科技相关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以改善人的健康，进而提升生活质量，是我们的特

色，也是我们的目标。 

本院目前设有下列硕士班、学系及学位学程： 

1. 环境工程与科学系(含硕士班) 

2. 生物科技系(含硕士班) 

3. 应用化学及材料科学系 

4. 职业安全卫生系 

 



 

 

 

 

(四) 人文与管理学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人文．创新 Humanities, innovation  

 科技．管理 Technology, management  

 

本院结合人文与信息科技，配合学校长远的发展，提供全校完善的人文教育、信息技能

和管理知识，以培育更具人文关怀、创意思

维与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并建立卓越的学

术声誉及办学绩效。 

本院目前设有下列系（科）及中心： 

1. 幼儿保育暨产业系 

2. 应用外语系 

3. 信息科技与管理系 

4. 休闲与游憩事业管理系(含酒店管理) 

5. 语言教育中心 

 

 

离捷运站 2.7 公里，搭捷运进市中心 20 分钟 

 

学校距离机场约 9 公里，约 2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