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修正總說明
現行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九十四年七月十
三日修正發布，為強化國內大專校院學術國際化，並配合推動「擴大招
收外國學生來臺就學」方案，促進國際文化交流及教育國際化，放寬國
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五年制專科學校及大學附設專科部(以下簡稱中
等學校)招收外國學生來臺就學，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 配合法源依據大學法修正之條次變更，修正授權條次。（修正條文
第一條）
二、 依國外學歷查證認定作業規定，各校於查驗外國學校最高學歷證明
文件及成績單時，應按規定查驗文件是否經駐外館處驗證，另財力
證明書亦應經駐外館處驗證，爰增列「經駐外館處驗證」等文字，
以符驗證程序。另為減省學校核發入學許可應繳文件，經協調外交
部領事事務局同意，邇後由駐外館處統一於簽證時規定繳交健康證
明書，爰刪除應繳健康證明書之規定。（修正條文第六條）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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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者，比照一般外國學校畢業學生，增列歷年成績證明文件為申
請入學要件。
（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 明確規定擬招收外國學生之中等學校應擬訂有關招生計畫報主管
機關核定後方得招生。另招收外國學生之國別及名額，必要時由本
部會商內政部及外交部定之。（修正條文第十六條）
五、 配合放寬中等學校招收外國學生來臺就學，增列申請來臺入學中等
學校之外國學生，應於各校指定期間前，檢附規定文件逕向各校申
請入學。
（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六、 為嚴格規範在臺監護人能確實負起未成年外國學生在臺生活與就
學照顧之責，爰增訂在臺監護人之資格。
（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七、 比照大專校院規定，於中等學校部分修正申請書為入學申請表，並
配合增列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八、 為免外國學生占用我國內教育資源，爰規定依第十七條規定入學之
外國學生，其應繳之費用，比照各級各類私立中等學校學雜費及其
他相關費用收費標準表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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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為確保外國學生在臺就學期間均獲保險保障，爰規定外國學生註冊
時，新生應檢附已於國外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四個月效期之醫療
及傷害保險，在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健保等相關保險證明文件。（
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十、 為監督中等學校辦理招收外國學生情形，爰增訂違反本辦法規定者
之處理方式。
（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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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現
行
條
文說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 配合大學法之修正，修正授
二十五條、專科學校法第 二十二條之一、專科學校 權條次。
二十六條、職業學校法第 法第二十六條、職業學校
四條之一、高級中學法第 法第四條之一、高級中學
三條之一及國民教育法第 法第三條之一及國民教育
六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法第六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 辦 法 所 稱 外 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外國學 本條未修正。
學生，指不具國籍法第二 生，指不具國籍法第二條
條所稱中華民國國籍，且 所稱中華民國國籍 ，且
未具僑生身分者。但原具 未具僑生身分者。但原具
中華民國國籍，自內政部 中華民國國籍，自內政部
許可喪失國之日起未滿八 許可喪失國之日起未滿八
年者，不得依本辦法申請 年者，不得依本辦法申請
入學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入學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依文化合作協議由外
依文化合作協議由外
國政府、機構、學校、文 國政府、機構、學校、文
教團體遴薦來臺就學之該 教團體遴薦來臺就學之該
國國民，得不受前項規定 國國民，得不受前項規定
限制。
限制。
第一項但書所定八年
第一項但書所定八年
之計算，以算至各校所定 之計算，以算至各校所定
開學日期為準。
開學日期為準。
第三條 外國學生申請來臺 第三條 外國學生申請來臺 本條未修正。
就學，於完成申請就學學 就學，於完成申請就學學
校學程後，除申請碩士班 校學程後，除申請碩士班
以上學程，得逕依各校規 以上學程，得逕依各校規
定辦理外，如繼續在臺就 定辦理外，如繼續在臺就
讀下一學程，其入學方式 讀下一學程，其入學方式
應 與 我 國 內 一 般 學 生 相 應與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
同。
。
第四條 大學及二年制專科 第四條 大專校院招收外國 所稱大專校院配合中等學校
學校(以下簡稱大專校院) 學生，其名額以該校當學 之界定，酌作修正。
招收外國學生，其名額以 年度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
該校當學年度招生名額外 十為限，並應於每年十一
加百分之十為限，並應於 月三十日前報教育部（以
每年十一月三十日前報教 下簡稱本部）核定。
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核
前項招生名額，不含
定。
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前項招生名額，不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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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
第五條 大專校院招收外國 第五條 大專校院招收外國 本條未修正。
學生，應擬訂公開招生辦 學生，應擬訂公開招生辦
法報本部核定後，自行訂 法報本部核定後，自行訂
定外國學生招生簡章，詳 定外國學生招生簡章，詳
列招生學系、招生名額、 列招生學系、招生名額、
申請資格、甄選方式及其 申請資格、甄選方式及其
他相關規定。
他相關規定。
第六條 申請入學大專校院 第六條 申請入學大專校院 一、 依國外學歷查證認定作
業要點，各校於查驗外
之外國學生，應於各校院 之外國學生，應於各校院
國學校最高學歷證明
指定期間，檢附下列文件 指定期間，檢附下列文件
文件及成績單時，應按
，逕向各該校院申請入學 ，逕向各該校院申請入學
規定查驗文件是否經
，經審查或甄試合格者， ，經審查或甄試合格者，
發給入學許可：
駐外館處驗證，惟實務
發給入學許可：
一、入學申請表 (由各校
上常為各校忽略，致外
一、入學申請表。
院自行訂定) 。
交部領事事務局有無
二、經我國駐外使領館、
代表處、辦事處或其 二、外國學校最高學歷明
法換發居留簽證之虞
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
件及成績單 (中、英
，為期明確，爰於第一
（以下簡稱駐外館處
文以外之語文，應附
項第二款增列「 經我
）驗證之外國學校最
中文或英文譯本) 。
國駐外使領館、代表處
高學歷證明文件及成 三、健康證明書 (包括人
、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
績單(中、英文以外之
類免疫缺乏病毒有關
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
語文，應附中文或英
檢查) 。
駐外館處）驗證之」等
文譯本)。
四、財力證明書 (具備足
文字，以符驗證程序。
三、經駐外館處驗證具備
夠在臺就學之財力) 二、 為減省學校核發入學許
足夠在臺就學之財力 證
。
可應繳文件，經協調外
明書。
五、大專校院所規定之其
交部領事事務局同意
四、大專校院所規定之其
他文件。
，邇後由駐外館處統一
他文件。
前項第二款所定外國
於簽證時要求繳交健
前項第二款所定外國 學校最高學歷證明文件，
康證明書，爰刪除現行
學校最高學歷證明文件， 除海外臺灣學校及華僑學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除海外臺灣學校所發者外 校所發者外，應依國外學 三、 現行第一項第四款財力
，應依本部國外學歷查證 歷查證認定作業要點規定
證明書，增列「經駐外
辦理。
認定相關規定辦理。
館處驗證」等文字，並
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
酌作文字修正，款次變
學士以上學位，繼續申請
更為第三款；現行第一
入學碩士以上學程者，得
項第五款，款次變更為
檢具我國各校院畢業證書
第四款。
及歷年成績證明文件，不 四、 按體制內現已無華僑學
受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限制
校，爰於第二項刪除「
。
華僑學校」等字。另國
外國學生註冊時，應
外學歷查證認定作業
檢附醫療及傷害保險或全
要點依大學法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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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健康保險等相關保險證
明文件。

八條第二項規定，將以
訂定法規命令之方式
為之，爰配合前開規定
酌作修正。
五、 現行第三項移列至修正
條文第七條第一項。
六、 現行第四項移列至修正
條文第二十一條。
第七條 外國學生已在臺完 第六條第三項 外國學生已 一、第一項由現行條文第六
成學士以上學位，繼續申 在臺完成學士以上學位，
條第三項移列，並酌作
請入學碩士以上學程者， 繼續申請入學碩士以上學
修正。
得檢具我國各校院畢業證 程者，得檢具我國各校院 二、第二項由現行條文第七
書及歷年成績證明文件， 畢業證書及歷年成績證明
條移列，另在我國就讀
依前條規定申請入學，不 文件，不受第一項第二款
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
受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規定限制。
級中等學校附設之雙語
之限制。
第七條 外國學生在我國就
部（班）畢業者，比照
外國學生在我國就讀 讀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
一般外國學校畢業學生
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級 級中等學校附設之雙語部
，增列歷年成績證明文
中等學校附設之雙語部（ （班）畢業者，得持該等
件為申請入學要件。
班）畢業者，得持該等學 學校畢業證書，依前條規
校畢業證書及歷年成績證 定申請入學，不受第三條
明文件，依前條規定申請 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入學，不受第三條及前條 之限制。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
第八條 招收外國學生之大 第八條 招收外國學生之大 本條未修正。
專校院應於每年十一月三 專校院應於每年十一月三
十日前，將已註冊入學之 十日前，將已註冊入學之
外國學生列冊，載明姓名 外國學生列冊，載明姓名
、國籍、就讀年級、入學 、國籍、就讀年級、入學
科、系、所，並註明是否 科、系、所，並註明是否
為臺灣獎學金或本部補助 為臺灣獎學金或本部補助
各校院之外國學生獎學金 各校院之外國學生獎學金
受獎生資料，報本部備查 受獎生資料，報本部備查
。
。
第九條 外國學生不得申請 第九條 外國學生不得申請 本條未修正。
就讀我國大專校院所辦理 就讀我國大專校院所辦理
回流教育之進修學士班、 回流教育之進修學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 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
夜間、例假日授課之班別 夜間、例假日授課之班別
。但外國學生已在臺領有 。但外國學生已在臺領有
外僑居留證、永久居留證 外僑居留證、永久居留證
或其就讀之班別屬經本部 或其就讀之班別屬經本部
專案核准之國際性課程者 專案核准之國際性課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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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在此限。
，不在此限。
第十條 入學大專校院之外 第十條 入學大專校院之外 本條未修正。
國學生到校時，已逾該學 國學生到校時，已逾該學
年第一學期三分之一課程 年第一學期三分之一課程
者，當學年不得入學。但 者，當學年不得入學。但
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經 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經
所屬系（所）主管同意者 所屬系（所）主管同意者
，得於第二學期註冊入學 ，得於第二學期註冊入學
。
。
第十一條 外國學生經入學 第十一條 外國學生經入學 本條未修正。
大專校院退學者，不得再 大專校院退學者，不得再
依本辦法申請入學。
依本辦法申請入學。
外國學生轉學，由各
外國學生轉學，由各
大專校院自行訂定相關規 大專校院自行訂定相關規
定，並納入學則辦理。
定，並納入學則辦理。
第十二條 大專校院在不影 第十二條 大專校院在不影 一、 本 條 由 現 行 第 一 項 移
響正常教學情況下，得與 響正常教學情況下，得與
列，內容未修正。
外國學校簽訂學術合作協 外國學校簽訂學術合作協 二、 現 行 第 二 項 移 列 至 修
議，招收外國交換學生； 議，招收外國交換學生；
正條文第十六條第四
並得準用外國學生入學規 並得準用外國學生入學規
項。
定，酌收外國人士為選讀 定，酌收外國人士為選讀
生。
生。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經
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
准者，得招收外國學生來
臺進行一年以下之短期研
習。
第十三條 大專校院因國際 第十三條 大專校院因國際 本條未修正。
學術合作計畫或其他特殊 學術合作計畫或其他特殊
需求需成立外國學生專班 需求需成立外國學生專班
者，應報本部核定。
者，應報本部核定。
第十四條 本部為獎勵就讀 第十四條 本部為獎勵就讀 本條未修正。
大專校院優秀外國學生， 大專校院優秀外國學生，
得設置或補助學校設置外 得設置或補助學校設置外
國學生獎學金。
國學生獎學金。
大專校院為鼓勵外國
大專校院為鼓勵外國
學生來臺就學，得自行提 學生來臺就學，得自行提
撥經費設置外國學生獎學 撥經費設置外國學生獎學
金、助學金。
金、助學金。
第十五條 大專校院應指定 第十五條 大專校院應指定 本條未修正。
專責單位或人員負責辦理 專責單位或人員負責辦理
外國學生就學申請、輔導 外國學生就學申請、輔導
、聯繫等事項，並加強安 、聯繫等事項，並加強安
排住宿家庭及輔導外國學 排住宿家庭及輔導外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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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我國語文、文化等
，以增進外國學生對我國
之了解。
大專校院應於每學年
度不定期舉辦外國學生輔
導活動或促進校園國際化
、有助我國學生與外國學
生交流、互動之活動。
第十六條 國民中學、高級
中等學校、五年制專科學
校及大學附設專科部（以
下簡稱中等學校）招收外
國學生，除依第十九條規
定辦理在臺已具有合法居
留身分之外國學生申請入
學外，應擬訂招收外國學
生來臺就學有關計畫，於
每年十一月三十日前報該
管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定
後，始得招生。各直轄市
、縣（市）主管教育行政
機關並應於每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前將核定招生學校
名冊報本部備查。
前項計畫內容應包括
專責外國學生單位之設置
、加強我國語文、文化學
習課程之規畫及安排外國
學生住宿之措施等事項。
第一項學校招收外國
學生之國別及名額，必要
時得由本部會商內政部及
外交部後定之。
中等學校或國民小學
經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核准者，得招收外國學生
來臺進行一年以下之短期
研習。
第十七條 申請入學中等學
校之外國學生，除第十九
條另有規定外，應於各校
指定期間，檢附下列文件
，逕向各校申請入學，經
審查或甄試合格者，發給

生學習我國語文、文化等
，以增進外國學生對我國
之了解。
大專校院應於每學年
度不定期舉辦外國學生輔
導活動或促進校園國際化
、有助我國學生與外國學
生交流、互動之活動。
一、本條新增。
二、為放寬中等學校招收外
國學生來臺就學，並規
範中等學校招收外國學
生教育品質，爰於第一
項規定中等學校應擬訂
招收外國學生計畫，報
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得招
生。經核定得招收外國
學生來臺就學之中等學
校將由本部彙整名冊轉
知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及
中央健康保險局，俾我
駐外館處配合核發簽證
及協助學校辦理全民健
保事宜。
三、比照第十五條大專校院
之規定事項，於第二項
規定招生計畫內容。
四、基於社會安全及治安維
護之總體考量，爰於第
三項規定必要時得就中
等學校外國學生之招生
國別及名額由本部會商
內政部及外交部後定之
。
五、第四項由現行條文第十
二條第二項移列，並酌
作文字修正。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參照修正條文第
六條調整申請入學應繳
表件，俾中等學校據以
發給入學許可。
三、為保障未成年外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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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許可：
一、入學申請表。
二、經駐外館處驗證之外
國學校最高學歷證明
文件及成績單(中、英
文以外之語文，應附
中文或英文譯本)。
三、經駐外館處驗證相當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之父母或其他法定代
理人之財力證明書。
四、在臺監護人資格證明
文件。
五、經駐外館處驗證之父
母或其他法定代理人
委託在臺監護人之委
託書。
六、經我國法院公證之在
臺監護人同意書。
七、各校所規定之其他文
件。
前項第二款所定外國
學校最高學歷證明文件，
除海外臺灣學校所發者外
，應依本部國外學歷查證
認定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八條 前條所稱在臺監
護人，應具中華民國國籍
，並提出警察機關出具之
無犯罪紀錄證明及稅捐機
關核發最新年度個人各類
所得總額新臺幣九十萬元
以上之資料清單。
符合前項規定者，每
人以擔任一位外國學生之
在臺監護人為限。

在臺生活之經濟來源，
爰於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有關外國學生之父母或
其他法定代理人需提出
財力證明，其金額係比
照本部提供臺灣獎學金
生每月新臺幣二萬五千
元為計算基準，訂定在
臺二年約需生活費為新
臺幣五十萬元。
四、第一項第五款及第六款
係基於保障未成年外國
學生在臺生活與安全，
爰參考加拿大、紐西蘭
等國作法，增列須檢附
父母或其他法定代理人
委託書及在臺監護人同
意書。
五、比照修正條文第六條第
二項規定，增列第二項
，明定外國學校最高學
歷證明文件，除海外臺
灣學校所發者外，應依
本部國外學歷查證認定
相關規定辦理。
一、本條新增。
二、為責成在臺監護人能確
實負起未成年外國學生
在臺生活與就學照顧之
責，爰於第一項規定須
有相當經濟條件者方得
擔任。另按國民住宅條
例所定北、高兩市中低
收入家庭全年所得標準
為新臺幣一百十四萬元
，爰參酌明定在臺監護
人之經濟條件為年度個
人各類所得總額須新臺
幣九十萬元為最低所得
標準（相當於九職等公
務員全年薪資所得）。
三、為有效規範申請學生之
在臺監護人資格，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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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核發學生入學許可之
同時，應就在臺監護人
資格加以查核。
四、為避免一位國人充當多
位外國學生在臺監護
人，致未能充分照料未
成年外國學生權益，爰
增訂第二項。
第十九條 在臺已有合法居 第十七條 在臺有合法居留 一、條次變更。
留身分，申請入學中等學校 身分、法定代理人或合法 二、第一項第一款「申請書
或國民小學之外國學生，應 監護人之外國學生申請入
」修正為「入學申請表
檢具下列文件，逕向其住所 學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者，
」。
附近之學校申請，經甄試核 應檢具下列文件，逕向其 三、第一項第三款增列「經
准註冊入學後，列冊報請該 住所附近之學校申請，經
駐外館處驗證」等字，
管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備查： 甄試核准註冊入學後，列
以符驗證程序。
一、入學申請表。
冊報請該主管教育行政機 四、比照修正條文第六條第
二、外僑居留證或永久居 關備查：
二項規定，增列第二項
留證影本。
一、申請書。
，明定外國學校最高學
三、經駐外館處驗證之外 二、外僑居留證或永久居
歷證明文件，除海外臺
國學校最高學歷證明
留證影本。
灣學校所發者外，應依
文件及成績單（中、 三、外國學校最高學歷證
本部國外學歷查證認定
英文以外之語文，應
明文件及成績(中、英
相關規定辦理。
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文以外之語文，應附 五、現行第二項、第三項移
。但申請入學國民小
中文或英文譯本) 。
列為第三項、第四項，
學一年級上學期者，
但申請入學國民小學
並酌作文字修正。
得免檢具學歷證明文
一年級上學期肄業者
件。
，得免檢具學歷證明
前項第三款所定外國學
文件。
校最高學歷證明文件，除
前項外國學生如申請
海外臺灣學校所發者外， 學校因招生額滿無法接受
應依本部國外學歷查證認 入學，得向主管教育行政
定相關規定辦理。
機關申請分發至有缺額之
第一 項外國學生如申請 學校入學。
學校因招生額滿無法接受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
入學，得向主管教育行政 視第一項申請入學學生甄
機關申請分發至有缺額之 試成績，編入適當年級就
學校入學。
讀或隨班附讀；附讀以一
中等學校或國民小學 得 年為限，經考試及格者，
視第一項申請入學學生甄 承認其學籍。
試成績，編入適當年級就
讀或隨班附讀；附讀以一
年為限，經考試及格者，
承認其學籍。
第二十條 依第十七條規定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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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之外國學生，其應繳
之費用，比照各級主管教
育行政機關所定之各級各
類私立中等學校學雜費及
其他相關費用收費標準表
。
依前條規定入學之外
國學生，其應繳之費用，
依就讀學校收費標準。

二、為免外國學生占用我國
內教育資源，中等學校
應就招收外國學生所需
增加之教學人員、教材
、設備及其他衍生成本
收取合理費用，爰於第
一項規定依第十七條規
定入學之外國學生，其
應繳之費用，比照各級
各類私立中等學校學雜
費及其他相關費用收費
標準表之規定。
三、在臺已有合法居留身分
之未成年外國學生，係
以依親方式取得外僑居
留證或永久居留證申請
入學，爰於第二規定仍
依本國生收費標準繳費
。
第二十一條 外國學生註冊 第六條第四項 外國學生註 一、第一項由現行條文第六
時，新生應檢附已於國外投 冊時，應檢附醫療及傷害
條第四項移列，另為確
保自入境 當日起至少四個 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等相
保外國學生在臺就學期
月效期之 醫療及傷害保險 關保險證明文件。
間均獲保險保障，爰明
，在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健
確規定外國學生註冊時
康保險等 相關保險證明文
，新生應檢附已於國外
件。
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
前項國外之保險證明，應
四個月效期之醫療及傷
經駐外館處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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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確認國外保險證明之
有效性，爰於第二項規
定應經駐外館處驗證。
第二十二條 外國學生有休 第十六條 外國學生如有休 一、條次變更。
學、退學或變更、喪失學 、退學或變更、喪失學生 二、酌作文字修正。
生身分等情事，學校應通 身分等情事，學校應通報
報內政部警政署、外交部 內政部警政署、外交部領
領事事務局及學校所在地 事事務局及學校所在地之
之直轄市、縣（市）警察 直轄市、縣（市）警察局
局，並副知本部。
，並副知本部。
第二十三條 主管教育行政
一、本條新增。
機關得視需要對招收外國
二、為監督學校辦理招收外
學生之學校辦理訪視，公
國學生情形，爰增訂違
立學校違反本辦法規定者
反本辦法規定者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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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及學校相關人員應
方式。
依法令規定處理；私立學
校違反本辦法規定者，各
該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應依
私立學校法及相關規定處
理。
第二十四條 外國學生來臺 第十八條 外國學生來臺於 一、條次變更。
於大專校 院附設之國語文 大專校院附設之國語文教 二、準用之條次配合本辦法
教學單位學習語文者，其申 學單位學習語文者，其申
條次之變更酌作修正。
請程序、獎補助、管理與輔 請程序、獎補助、管理與
導、休學、退學或變更、喪 輔導、休學、退學或變更
失學生身分之通報，準用第 、喪失學生身分之通報，
六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 準用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四款、第十四條、第十 、第三款至第五款、第四
五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 項及第十四條至第十六條
二條規定。
規定。
第二十五條 第六條第一項
一、本條新增。
第一款、第十七條第一項
二、明定各類書表格式分別
第一款及第十九條第一項
由各校或本部定之。
第一款所定書表格式，由
各校定之；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五款及第六款所定書
表格式，由本部定之。
第二十六條 本辦法自發布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一、條次變更。
日施行。
施行。
二、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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