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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久以來，臺灣一直是馬來西亞學生出國留學的主要國家，臺灣教
育品質優良、崇尚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富人情味，同時又保存中華
文化的價值與底蘊，一向是馬國華人子弟海外升學重要選項。自2012

年臺馬雙方簽訂相互承認大學學歷以來，也逐漸吸引更多外籍生前往
臺灣留學，足見臺灣高等教育深獲馬來西亞學生及家長的信賴與肯定
。

 中華民國政府正推動「新南向政策」，包括經貿合作、人才交流、
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在人才交流方面，我們強調「以人為
本」，積極深化與馬來西亞青年、學者、學生、產業人力的交流培育
，並配合馬來西亞全國各地之留臺同學會和校友會組織，籌辦臺灣教
育展、教育博覽會及分赴各校園召開留學臺灣升學說明會的方式，吸
引更多的馬國學生前往臺灣深造。此外，考量馬國學生赴臺留學畢業
後的就業需求，也與當地臺商、相關大學及文教團體合作，舉辦馬國
留學生聯誼及徵才活動，並建立留臺之馬國學生及臺、馬兩地企業媒
合就業及招募人才的平台。

 由於馬國同學赴臺升學人數眾多，升學管道多元，為方便學生家長
瞭解相關資訊，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特別就馬國學生、家
長及師長們經常關心的問題，以系統性的介紹彚整成精簡的摺頁，讓
馬國學生可以一目了然，輕鬆的瞭解赴臺升學的相關資訊。而隨著全
球化趨勢，華語已成為競爭重要利基，臺灣優質的華語教學課程更有
利讓原本熟悉的語言進階成為個人的專業強項，所以手冊中一併說明
華語學習相關訊息，學生赴臺不僅可以實現升學理想，更可加值自己
的人生。

 最後祝福所有有志赴臺升學的馬國學生，都能順利的申請到心目中
理想的大學，實現赴臺深造的夢想。

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序言

壹：臺灣高等教育現況及優勢

臺灣是一個多元化的民主自由社會，具有強大的科技及創新實力， 年 
世界競爭力評比，臺灣為全球第 名，教育體制完整且校園活潑、社

團多元，學術水準很高，擁有良好學術環境及教育優勢，加上全英課程豐
富並具備穆斯林友善環境，吸引眾多境外學生在臺灣就讀。調查顯示，馬
來西亞學生赴臺留學的 大理由，包含與國際同步的學術水準、便宜合理的
學費及生活費、自由安全的生活環境、繼續升學及深造的管道暢通、豐富
的獎助學金、地理位置相近，交通便利、打工機會頗多、對未來返馬或留
台就業均有極大幫助。

貳：馬來西亞學生赴臺留學方式

一、 外籍生

（一） 申請資格

依據「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來臺就學：
1.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須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

，且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2. 具外國國籍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須符合下列規定：
(1)  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2)  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

委員會分發。
(3)  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擬就讀大學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

者，其連續居留年限為八年以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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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申請資格及相關規定，詳見「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二） 申請方式

同學如打算以外籍生身分赴臺就讀大學或研究所，需自行選定想就讀的大
專校院與科系，至各校「外國學生招生」網頁查詢入學相關規定,並依照各
校要求備妥相關表件,於申請截止前遞交給各大專校院審查。許多臺灣的大
學亦設有全英授課學程，可於本處教育組網站查詢，網址：

。申請結果直接由該大學公布。

（三） 獎學金：
為鼓勵優秀外國學生來臺攻讀學位，教育部設有臺灣獎學金供外國學生赴

臺攻讀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獲獎者將可獲得教育部補助之學雜費每學
期新臺幣4萬元（約 令吉），同時每月還能獲得新臺幣 萬 元（約

令吉）至 萬元（約 令吉）不等的生活補助費。

臺灣獎學金受獎期限分別為學士 年、碩士 年及博士 年，申請者需自行向
相關大學申請入學，再把申請獎學金所需文件以掛號方式郵寄到辦事處。
更多資訊可至臺灣獎學金網址查詢

。另外，各大學亦提供各式獎學金供外國學生申請，相關
資訊可於  網站查詢（網址： ，或逕
洽各校查詢。

二、 僑生

（一） 僑生來臺就學管道 - 一般大學
僑生教育為國家既定政策，僑生政策以「協助海外僑社培養人才，傳遞中
華文化價值」為利基，近年更強化轉型「倍增僑生來臺留學，全面擴大吸
收優秀僑生留臺就業」，鼓勵海外優秀華裔青年來臺升學，海外華裔學生
可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規定申請赴臺就學。

1. 僑生資格
 (1) 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報讀醫

學、牙醫及中醫學系者為八年以上），且已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
期居留證件或自臺出國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
。

 (2) 海外（不含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連續居留期間，每年在臺停
留不可超過 天。

2. 申請資格：馬來西亞獨中、國民型中學、國民中學、國際學校畢業取
得統考、 、 、 或 文憑、吉隆坡臺灣學校畢業
參與僑考。

3. 申請地點：於每年招生期間，向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保
薦單位申請

4. 申請管道 (申請時間依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公布之簡章規定為準)
 (1) 大學單招
 (2) 海聯會個人申請：可選填4個志願；每年 月 日至 月 日申請

。
 (3) 海聯會聯合分發：可選填 個志願

 a.華文獨中持統考文憑：第一梯次，每年約 月 日至 月 日
申請。

 b.國民（型）中學持 、 、 、 考試文憑：
第二梯次，每年 月 日至 月 日申請。

 c.國際學校： 第二梯次，每年 月 日至 月 日申請。
 d.臺灣學校僑考：第三梯次，每年 月 日至 月 日申請。
 (4) 僑大先修部：馬春班，每年約 月中旬至 月中旬申請。
※申請時間依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公布之簡章規定為準，詳請可參閱該會
網站

5. 獎學金

(1) 教育部：

為獎勵海外優秀僑生回國就讀大學校院、協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家境清寒
努力向學之僑生如期完成學業，提供優秀僑生獎學金、菁英僑生獎學金及
清寒僑生助學金，符合申請資格者，優秀及菁英僑生獎學金獲獎者每月可
獲取新臺幣 萬元至 萬 元(相關資訊請見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
網址： )，清寒僑生助學金則提供每月
約新臺幣 元，由各校遴選後向教育部申請。

(2) 僑務委員會：

a. 獎勵傑出及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為獎勵學業、品行優良僑生，僑委會
提供獎勵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就讀大專校院二年級以上，上一學年學
業總平均成績在 分以上，操行兩學期均列甲等( 分)以上之在學僑生
，可透過學校向僑委會申請。

b.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許多熱心之僑民團體、僑胞及社會人士也捐贈
獎助學金透過僑務委員會核發，在學僑生上一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在

分以上，符合各項獎助學金申請條件，且該學年度未獲得僑委會其他
獎助學金，並無留級、重讀及延畢等情形，得於第二學期開學後，透過
學校向僑委會申請，獲獎同學每名可獲頒獎學金新臺幣 元至數萬
元。

（二）僑生來臺就學管道 – 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
近年來僑委會研議擴大招收僑生，增闢多元入學管道，推動產學攜手合作
僑生專班，鼓勵更多優秀僑生來臺深造，擴大招收海外優秀僑生，以培育
具備專業技術的僑生人才。當年度開辦科系及相關資訊依僑委會網站公布

為準，網址： 。

1. 僑生資格：在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 年以上，
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海外不含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
，且每年在臺停留不可超過 天）。

2. 入學資格：華校初中畢業或相當於華校初中之學校畢業，完成同等學歷
，報名年齡應於當年度 月 日前（含）年滿 歲，且以 歲以下者為
優先，可申請就讀高級中等學校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一年級。

3. 申請地點：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僑委會指定之保薦單位。
4. 申請時間：每年 至 月間。
5. 課程長度：高職就讀 年。
6. 上課方式： 個月在校讀書， 個月在廠實習，實習期間每月津貼可領臺

灣最低工資新臺幣 萬 元（馬幣約 令吉）。
7. 未來出路：高職畢業後，可直接升讀科技大學或返回僑居地就業。

三、 海青班二年制副學士學位班(海青學位班)
為協助華裔青年赴臺灣學習傳統優質文化，並接受生產管理技術訓練，返
回母國工作得以貢獻所學，一展長才，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僑務委員會於
民國 年( )成立海青班(非學位班)；另為鼓勵海外僑民子弟來臺學習
專業技能，畢業後留臺就業，特辦理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二年制副學士學
位班(以下簡稱海青學位班)，所開設之科別及課程，以國家發展政策與國
內產(企)業所需類科及學校特色領域為原則，學科與實習並重，透過臺灣
優質技術教育與專業訓練，培育人才。 (當年度開辦科系依僑委會網站公
布為準，網址： )。
（一）  基本條件
1. 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  年以上，取得僑居地

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之華裔學生，並經海外保薦單位查證屬實者。至最
近連續居留海外  年期間之計算，係以簡章申請時間截止日為計算基
準日往前回溯推算  年(以當年簡章公告為準，請參考僑委會官方網站
)。

2. 符合「入學專科學校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在當地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以當年簡章公告為準，請參考僑委會官方網站)
。

（二） 申請地點：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僑委會指定之保薦單
位。

（三） 申請時間：每年 至 月（申請時間依簡章規定為準）。
（四） 課程長度：訓練期間共 年。

（五） 費用：僑委會酌予補助每學期學費(視預算額度)，詳情請參考當年
度簡章。

（六） 未來出路：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可繼續升讀大學、留臺工作或
返回僑居地就業。

（七） 詳 情 請 參 考 僑 委 會 「 海 青 學 位 班 線 上 招 生 專 區 」
(https://2022Youth.Taiwan-World.Net)

四、 華語學習

（一） 華語課程及遊學團

隨著國際交流日益密切，華語已成為世界重要語言之一，不僅企業對華語
人才之需求增加、華語能力也成為躋身國際的重要利基，以及多元文化理
解的溝通橋樑。臺灣除了豐富的中華文化底蘊，更擁有完善而優質的華語
教學體系，提供從基礎到高階應用的豐富學習課程與專業師資。如果你是
一位華語初學者，來到臺灣的每一天，所看所聽所學都是最自然的生活應
用華語；如果你想加強專業學術或職場商管、會議領導、華語教學等進階
華語專業課程更是遍佈全臺灣，從北至南有優質的六十多所大學附設華語
中心及眾多學習機構的豐富課程或遊學團可以挑選，歡迎瀏覽「學華語到
臺灣」網站(https://ogme.edu.tw/lczh) 找到適合自己的課程，到臺灣學華語
，學習與生活體驗一次大滿足！

（二） 華語文獎學金

臺灣教育部為提供馬來西亞籍人士來臺研習華語文，認識臺灣文化社會、
增進中華民國與馬來西亞之交流及瞭解，特設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供，申
請者可到臺灣教育部所認可的各大學校院附設華語文教學中心報讀3個月或
6個月的華語課程，獲得獎學金者將可在就讀期間每月獲得獎學金新臺幣2

萬5,000元（約3,400令吉）。

（三） 華語文能力測驗
華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TOCFL，簡稱華測)係
參照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研發的標準測驗，可作為評量自身語文
能力、申請獎學金、應徵工作、申請入學、辦理留臺工作評點積分之華語
能力證明參考文件。馬來西亞華測以「聽讀測驗」為主，採紙筆測驗，考
生可彈性選用「正體版」或「簡體版」。測驗架構將語言能力分成三等六
級，三等分別為入門基礎級、進階高階級、流利精通級，而每一等又可再
依據測驗成績細分為兩級，共六級。模擬試題可至華測會網站下載。報考
資訊歡迎參考駐馬來西亞代表處教育組網站(https://www.edutw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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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久以來，臺灣一直是馬來西亞學生出國留學的主要國家，臺灣教
育品質優良、崇尚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富人情味，同時又保存中華
文化的價值與底蘊，一向是馬國華人子弟海外升學重要選項。自
年臺馬雙方簽訂相互承認大學學歷以來，也逐漸吸引更多外籍生前往
臺灣留學，足見臺灣高等教育深獲馬來西亞學生及家長的信賴與肯定
。

 中華民國政府正推動「新南向政策」，包括經貿合作、人才交流、
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在人才交流方面，我們強調「以人為
本」，積極深化與馬來西亞青年、學者、學生、產業人力的交流培育
，並配合馬來西亞全國各地之留臺同學會和校友會組織，籌辦臺灣教
育展、教育博覽會及分赴各校園召開留學臺灣升學說明會的方式，吸
引更多的馬國學生前往臺灣深造。此外，考量馬國學生赴臺留學畢業
後的就業需求，也與當地臺商、相關大學及文教團體合作，舉辦馬國
留學生聯誼及徵才活動，並建立留臺之馬國學生及臺、馬兩地企業媒
合就業及招募人才的平台。

 由於馬國同學赴臺升學人數眾多，升學管道多元，為方便學生家長
瞭解相關資訊，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特別就馬國學生、家
長及師長們經常關心的問題，以系統性的介紹彚整成精簡的摺頁，讓
馬國學生可以一目了然，輕鬆的瞭解赴臺升學的相關資訊。而隨著全
球化趨勢，華語已成為競爭重要利基，臺灣優質的華語教學課程更有
利讓原本熟悉的語言進階成為個人的專業強項，所以手冊中一併說明
華語學習相關訊息，學生赴臺不僅可以實現升學理想，更可加值自己
的人生。

 最後祝福所有有志赴臺升學的馬國學生，都能順利的申請到心目中
理想的大學，實現赴臺深造的夢想。

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壹：臺灣高等教育現況及優勢

臺灣是一個多元化的民主自由社會，具有強大的科技及創新實力，2021年 
IMD 世界競爭力評比，臺灣為全球第8名，教育體制完整且校園活潑、社
團多元，學術水準很高，擁有良好學術環境及教育優勢，加上全英課程豐
富並具備穆斯林友善環境，吸引眾多境外學生在臺灣就讀。調查顯示，馬
來西亞學生赴臺留學的8大理由，包含與國際同步的學術水準、便宜合理的
學費及生活費、自由安全的生活環境、繼續升學及深造的管道暢通、豐富
的獎助學金、地理位置相近，交通便利、打工機會頗多、對未來返馬或留
台就業均有極大幫助。

貳：馬來西亞學生赴臺留學方式

一、 外籍生

（一） 申請資格

依據「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來臺就學：
1.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須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

，且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2. 具外國國籍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須符合下列規定：
(1)  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2)  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

委員會分發。
(3)  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擬就讀大學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

者，其連續居留年限為八年以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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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申請資格及相關規定，詳見「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二） 申請方式

同學如打算以外籍生身分赴臺就讀大學或研究所，需自行選定想就讀的大
專校院與科系，至各校「外國學生招生」網頁查詢入學相關規定,並依照各
校要求備妥相關表件,於申請截止前遞交給各大專校院審查。許多臺灣的大
學亦設有全英授課學程，可於本處教育組網站查詢，網址：https://ww-

w.edutwmy.com/prgrams-taught-in-english。申請結果直接由該大學公布。

（三） 獎學金：
為鼓勵優秀外國學生來臺攻讀學位，教育部設有臺灣獎學金供外國學生赴

臺攻讀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獲獎者將可獲得教育部補助之學雜費每學
期新臺幣4萬元（約 令吉），同時每月還能獲得新臺幣 萬 元（約

令吉）至 萬元（約 令吉）不等的生活補助費。

臺灣獎學金受獎期限分別為學士 年、碩士 年及博士 年，申請者需自行向
相關大學申請入學，再把申請獎學金所需文件以掛號方式郵寄到辦事處。
更多資訊可至臺灣獎學金網址查詢

。另外，各大學亦提供各式獎學金供外國學生申請，相關
資訊可於  網站查詢（網址： ，或逕
洽各校查詢。

二、 僑生

（一） 僑生來臺就學管道 - 一般大學
僑生教育為國家既定政策，僑生政策以「協助海外僑社培養人才，傳遞中
華文化價值」為利基，近年更強化轉型「倍增僑生來臺留學，全面擴大吸
收優秀僑生留臺就業」，鼓勵海外優秀華裔青年來臺升學，海外華裔學生
可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規定申請赴臺就學。

1. 僑生資格
 (1) 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報讀醫

學、牙醫及中醫學系者為八年以上），且已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
期居留證件或自臺出國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
。

 (2) 海外（不含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連續居留期間，每年在臺停
留不可超過 天。

2. 申請資格：馬來西亞獨中、國民型中學、國民中學、國際學校畢業取
得統考、 、 、 或 文憑、吉隆坡臺灣學校畢業
參與僑考。

3. 申請地點：於每年招生期間，向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保
薦單位申請

4. 申請管道 (申請時間依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公布之簡章規定為準)
 (1) 大學單招
 (2) 海聯會個人申請：可選填4個志願；每年 月 日至 月 日申請

。
 (3) 海聯會聯合分發：可選填 個志願

 a.華文獨中持統考文憑：第一梯次，每年約 月 日至 月 日
申請。

 b.國民（型）中學持 、 、 、 考試文憑：
第二梯次，每年 月 日至 月 日申請。

 c.國際學校： 第二梯次，每年 月 日至 月 日申請。
 d.臺灣學校僑考：第三梯次，每年 月 日至 月 日申請。
 (4) 僑大先修部：馬春班，每年約 月中旬至 月中旬申請。
※申請時間依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公布之簡章規定為準，詳請可參閱該會
網站

5. 獎學金

(1) 教育部：

為獎勵海外優秀僑生回國就讀大學校院、協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家境清寒
努力向學之僑生如期完成學業，提供優秀僑生獎學金、菁英僑生獎學金及
清寒僑生助學金，符合申請資格者，優秀及菁英僑生獎學金獲獎者每月可
獲取新臺幣 萬元至 萬 元(相關資訊請見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
網址： )，清寒僑生助學金則提供每月
約新臺幣 元，由各校遴選後向教育部申請。

(2) 僑務委員會：

a. 獎勵傑出及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為獎勵學業、品行優良僑生，僑委會
提供獎勵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就讀大專校院二年級以上，上一學年學
業總平均成績在 分以上，操行兩學期均列甲等( 分)以上之在學僑生
，可透過學校向僑委會申請。

b.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許多熱心之僑民團體、僑胞及社會人士也捐贈
獎助學金透過僑務委員會核發，在學僑生上一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在

分以上，符合各項獎助學金申請條件，且該學年度未獲得僑委會其他
獎助學金，並無留級、重讀及延畢等情形，得於第二學期開學後，透過
學校向僑委會申請，獲獎同學每名可獲頒獎學金新臺幣 元至數萬
元。

（二）僑生來臺就學管道 – 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
近年來僑委會研議擴大招收僑生，增闢多元入學管道，推動產學攜手合作
僑生專班，鼓勵更多優秀僑生來臺深造，擴大招收海外優秀僑生，以培育
具備專業技術的僑生人才。當年度開辦科系及相關資訊依僑委會網站公布

為準，網址：https://www.ocac.gov.tw/ocac/。

1. 僑生資格：在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6年以上，
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海外不含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
，且每年在臺停留不可超過120天）。

2. 入學資格：華校初中畢業或相當於華校初中之學校畢業，完成同等學歷
，報名年齡應於當年度11月30日前（含）年滿16歲，且以22歲以下者為
優先，可申請就讀高級中等學校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一年級。

3. 申請地點：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僑委會指定之保薦單位。
4. 申請時間：每年3至4月間。
5. 課程長度：高職就讀3年。
6. 上課方式：3個月在校讀書，3個月在廠實習，實習期間每月津貼可領臺

灣最低工資新臺幣2萬5,250元（馬幣約3,700令吉）。
7. 未來出路：高職畢業後，可直接升讀科技大學或返回僑居地就業。

三、 海青班二年制副學士學位班(海青學位班)
為協助華裔青年赴臺灣學習傳統優質文化，並接受生產管理技術訓練，返
回母國工作得以貢獻所學，一展長才，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僑務委員會於
民國52年(1963)成立海青班(非學位班)；另為鼓勵海外僑民子弟來臺學習
專業技能，畢業後留臺就業，特辦理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二年制副學士學
位班(以下簡稱海青學位班)，所開設之科別及課程，以國家發展政策與國
內產(企)業所需類科及學校特色領域為原則，學科與實習並重，透過臺灣
優質技術教育與專業訓練，培育人才。 (當年度開辦科系依僑委會網站公
布為準，網址：https://www.ocac.gov.tw/ocac/)。
（一）  基本條件
1. 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 6 年以上，取得僑居地

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之華裔學生，並經海外保薦單位查證屬實者。至最
近連續居留海外 6 年期間之計算，係以簡章申請時間截止日為計算基
準日往前回溯推算 6 年(以當年簡章公告為準，請參考僑委會官方網站
)。

2. 符合「入學專科學校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在當地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以當年簡章公告為準，請參考僑委會官方網站)
。

（二） 申請地點：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僑委會指定之保薦單
位。

（三） 申請時間：每年3至4月（申請時間依簡章規定為準）。
（四） 課程長度：訓練期間共2年。

（五） 費用：僑委會酌予補助每學期學費(視預算額度)，詳情請參考當年
度簡章。

（六） 未來出路：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可繼續升讀大學、留臺工作或
返回僑居地就業。

（七） 詳 情 請 參 考 僑 委 會 「 海 青 學 位 班 線 上 招 生 專 區 」

四、 華語學習

（一） 華語課程及遊學團

隨著國際交流日益密切，華語已成為世界重要語言之一，不僅企業對華語
人才之需求增加、華語能力也成為躋身國際的重要利基，以及多元文化理
解的溝通橋樑。臺灣除了豐富的中華文化底蘊，更擁有完善而優質的華語
教學體系，提供從基礎到高階應用的豐富學習課程與專業師資。如果你是
一位華語初學者，來到臺灣的每一天，所看所聽所學都是最自然的生活應
用華語；如果你想加強專業學術或職場商管、會議領導、華語教學等進階
華語專業課程更是遍佈全臺灣，從北至南有優質的六十多所大學附設華語
中心及眾多學習機構的豐富課程或遊學團可以挑選，歡迎瀏覽「學華語到
臺灣」網站( ) 找到適合自己的課程，到臺灣學華語
，學習與生活體驗一次大滿足！

（二） 華語文獎學金

臺灣教育部為提供馬來西亞籍人士來臺研習華語文，認識臺灣文化社會、
增進中華民國與馬來西亞之交流及瞭解，特設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供，申
請者可到臺灣教育部所認可的各大學校院附設華語文教學中心報讀 個月或
個月的華語課程，獲得獎學金者將可在就讀期間每月獲得獎學金新臺幣

萬 元（約 令吉）。

（三） 華語文能力測驗
華語文能力測驗( ，簡稱華測)係
參照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 研發的標準測驗，可作為評量自身語文
能力、申請獎學金、應徵工作、申請入學、辦理留臺工作評點積分之華語
能力證明參考文件。馬來西亞華測以「聽讀測驗」為主，採紙筆測驗，考
生可彈性選用「正體版」或「簡體版」。測驗架構將語言能力分成三等六
級，三等分別為入門基礎級、進階高階級、流利精通級，而每一等又可再
依據測驗成績細分為兩級，共六級。模擬試題可至華測會網站下載。報考
資訊歡迎參考駐馬來西亞代表處教育組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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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久以來，臺灣一直是馬來西亞學生出國留學的主要國家，臺灣教
育品質優良、崇尚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富人情味，同時又保存中華
文化的價值與底蘊，一向是馬國華人子弟海外升學重要選項。自
年臺馬雙方簽訂相互承認大學學歷以來，也逐漸吸引更多外籍生前往
臺灣留學，足見臺灣高等教育深獲馬來西亞學生及家長的信賴與肯定
。

 中華民國政府正推動「新南向政策」，包括經貿合作、人才交流、
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在人才交流方面，我們強調「以人為
本」，積極深化與馬來西亞青年、學者、學生、產業人力的交流培育
，並配合馬來西亞全國各地之留臺同學會和校友會組織，籌辦臺灣教
育展、教育博覽會及分赴各校園召開留學臺灣升學說明會的方式，吸
引更多的馬國學生前往臺灣深造。此外，考量馬國學生赴臺留學畢業
後的就業需求，也與當地臺商、相關大學及文教團體合作，舉辦馬國
留學生聯誼及徵才活動，並建立留臺之馬國學生及臺、馬兩地企業媒
合就業及招募人才的平台。

 由於馬國同學赴臺升學人數眾多，升學管道多元，為方便學生家長
瞭解相關資訊，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特別就馬國學生、家
長及師長們經常關心的問題，以系統性的介紹彚整成精簡的摺頁，讓
馬國學生可以一目了然，輕鬆的瞭解赴臺升學的相關資訊。而隨著全
球化趨勢，華語已成為競爭重要利基，臺灣優質的華語教學課程更有
利讓原本熟悉的語言進階成為個人的專業強項，所以手冊中一併說明
華語學習相關訊息，學生赴臺不僅可以實現升學理想，更可加值自己
的人生。

 最後祝福所有有志赴臺升學的馬國學生，都能順利的申請到心目中
理想的大學，實現赴臺深造的夢想。

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壹：臺灣高等教育現況及優勢

臺灣是一個多元化的民主自由社會，具有強大的科技及創新實力， 年 
世界競爭力評比，臺灣為全球第 名，教育體制完整且校園活潑、社

團多元，學術水準很高，擁有良好學術環境及教育優勢，加上全英課程豐
富並具備穆斯林友善環境，吸引眾多境外學生在臺灣就讀。調查顯示，馬
來西亞學生赴臺留學的 大理由，包含與國際同步的學術水準、便宜合理的
學費及生活費、自由安全的生活環境、繼續升學及深造的管道暢通、豐富
的獎助學金、地理位置相近，交通便利、打工機會頗多、對未來返馬或留
台就業均有極大幫助。

貳：馬來西亞學生赴臺留學方式

一、 外籍生

（一） 申請資格

依據「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來臺就學：
1.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須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

，且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2. 具外國國籍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須符合下列規定：
(1)  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2)  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

委員會分發。
(3)  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擬就讀大學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

者，其連續居留年限為八年以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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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申請資格及相關規定，詳見「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二） 申請方式

同學如打算以外籍生身分赴臺就讀大學或研究所，需自行選定想就讀的大
專校院與科系，至各校「外國學生招生」網頁查詢入學相關規定,並依照各
校要求備妥相關表件,於申請截止前遞交給各大專校院審查。許多臺灣的大
學亦設有全英授課學程，可於本處教育組網站查詢，網址：

。申請結果直接由該大學公布。

（三） 獎學金：
為鼓勵優秀外國學生來臺攻讀學位，教育部設有臺灣獎學金供外國學生赴

臺攻讀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獲獎者將可獲得教育部補助之學雜費每學
期新臺幣4萬元（約5,700令吉），同時每月還能獲得新臺幣1萬5,000元（約
2,000令吉）至2萬元（約2,800令吉）不等的生活補助費。

臺灣獎學金受獎期限分別為學士4年、碩士2年及博士4年，申請者需自行向
相關大學申請入學，再把申請獎學金所需文件以掛號方式郵寄到辦事處。
更多資訊可至臺灣獎學金網址查詢 (https://www.edutwmy.com/scholar-

ships-information)。另外，各大學亦提供各式獎學金供外國學生申請，相關
資訊可於Study in Taiwan 網站查詢（網址：www.studyintaiwan.org )，或逕
洽各校查詢。

二、 僑生

（一） 僑生來臺就學管道 - 一般大學
僑生教育為國家既定政策，僑生政策以「協助海外僑社培養人才，傳遞中
華文化價值」為利基，近年更強化轉型「倍增僑生來臺留學，全面擴大吸
收優秀僑生留臺就業」，鼓勵海外優秀華裔青年來臺升學，海外華裔學生
可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規定申請赴臺就學。

1. 僑生資格
 (1) 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報讀醫

學、牙醫及中醫學系者為八年以上），且已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
期居留證件或自臺出國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
。

 (2) 海外（不含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連續居留期間，每年在臺停
留不可超過120天。

2. 申請資格：馬來西亞獨中、國民型中學、國民中學、國際學校畢業取
得統考、SPM、STPM、A Level或O Level文憑、吉隆坡臺灣學校畢業
參與僑考。

3. 申請地點：於每年招生期間，向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保
薦單位申請

4. 申請管道 (申請時間依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公布之簡章規定為準)
 (1) 大學單招
 (2) 海聯會個人申請：可選填4個志願；每年11月1日至12月15日申請

。
 (3) 海聯會聯合分發：可選填70個志願

 a.華文獨中持統考文憑：第一梯次，每年約11月15日至12月31日
申請。

 b.國民（型）中學持STPM、SPM、A Level、O Level考試文憑：
第二梯次，每年2月15日至3月25日申請。

 c.國際學校： 第二梯次，每年2月1日至2月28日申請。
 d.臺灣學校僑考：第三梯次，每年2月1日至2月28日申請。
 (4) 僑大先修部：馬春班，每年約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申請。
※申請時間依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公布之簡章規定為準，詳請可參閱該會
網站 (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

5. 獎學金

(1) 教育部：

為獎勵海外優秀僑生回國就讀大學校院、協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家境清寒
努力向學之僑生如期完成學業，提供優秀僑生獎學金、菁英僑生獎學金及
清寒僑生助學金，符合申請資格者，優秀及菁英僑生獎學金獲獎者每月可
獲取新臺幣1萬元至2萬5,000元(相關資訊請見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
網址：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清寒僑生助學金則提供每月
約新臺幣3,000元，由各校遴選後向教育部申請。

(2) 僑務委員會：

a. 獎勵傑出及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為獎勵學業、品行優良僑生，僑委會
提供獎勵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就讀大專校院二年級以上，上一學年學
業總平均成績在80分以上，操行兩學期均列甲等(80分)以上之在學僑生
，可透過學校向僑委會申請。

b.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許多熱心之僑民團體、僑胞及社會人士也捐贈
獎助學金透過僑務委員會核發，在學僑生上一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在
75分以上，符合各項獎助學金申請條件，且該學年度未獲得僑委會其他
獎助學金，並無留級、重讀及延畢等情形，得於第二學期開學後，透過
學校向僑委會申請，獲獎同學每名可獲頒獎學金新臺幣5,000元至數萬
元。

（二）僑生來臺就學管道 – 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
近年來僑委會研議擴大招收僑生，增闢多元入學管道，推動產學攜手合作
僑生專班，鼓勵更多優秀僑生來臺深造，擴大招收海外優秀僑生，以培育
具備專業技術的僑生人才。當年度開辦科系及相關資訊依僑委會網站公布

為準，網址： 。

1. 僑生資格：在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 年以上，
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海外不含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
，且每年在臺停留不可超過 天）。

2. 入學資格：華校初中畢業或相當於華校初中之學校畢業，完成同等學歷
，報名年齡應於當年度 月 日前（含）年滿 歲，且以 歲以下者為
優先，可申請就讀高級中等學校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一年級。

3. 申請地點：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僑委會指定之保薦單位。
4. 申請時間：每年 至 月間。
5. 課程長度：高職就讀 年。
6. 上課方式： 個月在校讀書， 個月在廠實習，實習期間每月津貼可領臺

灣最低工資新臺幣 萬 元（馬幣約 令吉）。
7. 未來出路：高職畢業後，可直接升讀科技大學或返回僑居地就業。

三、 海青班二年制副學士學位班(海青學位班)
為協助華裔青年赴臺灣學習傳統優質文化，並接受生產管理技術訓練，返
回母國工作得以貢獻所學，一展長才，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僑務委員會於
民國 年( )成立海青班(非學位班)；另為鼓勵海外僑民子弟來臺學習
專業技能，畢業後留臺就業，特辦理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二年制副學士學
位班(以下簡稱海青學位班)，所開設之科別及課程，以國家發展政策與國
內產(企)業所需類科及學校特色領域為原則，學科與實習並重，透過臺灣
優質技術教育與專業訓練，培育人才。 (當年度開辦科系依僑委會網站公
布為準，網址： )。
（一）  基本條件
1. 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  年以上，取得僑居地

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之華裔學生，並經海外保薦單位查證屬實者。至最
近連續居留海外  年期間之計算，係以簡章申請時間截止日為計算基
準日往前回溯推算  年(以當年簡章公告為準，請參考僑委會官方網站
)。

2. 符合「入學專科學校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在當地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以當年簡章公告為準，請參考僑委會官方網站)
。

（二） 申請地點：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僑委會指定之保薦單
位。

（三） 申請時間：每年 至 月（申請時間依簡章規定為準）。
（四） 課程長度：訓練期間共 年。

（五） 費用：僑委會酌予補助每學期學費(視預算額度)，詳情請參考當年
度簡章。

（六） 未來出路：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可繼續升讀大學、留臺工作或
返回僑居地就業。

（七） 詳 情 請 參 考 僑 委 會 「 海 青 學 位 班 線 上 招 生 專 區 」

四、 華語學習

（一） 華語課程及遊學團

隨著國際交流日益密切，華語已成為世界重要語言之一，不僅企業對華語
人才之需求增加、華語能力也成為躋身國際的重要利基，以及多元文化理
解的溝通橋樑。臺灣除了豐富的中華文化底蘊，更擁有完善而優質的華語
教學體系，提供從基礎到高階應用的豐富學習課程與專業師資。如果你是
一位華語初學者，來到臺灣的每一天，所看所聽所學都是最自然的生活應
用華語；如果你想加強專業學術或職場商管、會議領導、華語教學等進階
華語專業課程更是遍佈全臺灣，從北至南有優質的六十多所大學附設華語
中心及眾多學習機構的豐富課程或遊學團可以挑選，歡迎瀏覽「學華語到
臺灣」網站( ) 找到適合自己的課程，到臺灣學華語
，學習與生活體驗一次大滿足！

（二） 華語文獎學金

臺灣教育部為提供馬來西亞籍人士來臺研習華語文，認識臺灣文化社會、
增進中華民國與馬來西亞之交流及瞭解，特設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供，申
請者可到臺灣教育部所認可的各大學校院附設華語文教學中心報讀 個月或
個月的華語課程，獲得獎學金者將可在就讀期間每月獲得獎學金新臺幣

萬 元（約 令吉）。

（三） 華語文能力測驗
華語文能力測驗( ，簡稱華測)係
參照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 研發的標準測驗，可作為評量自身語文
能力、申請獎學金、應徵工作、申請入學、辦理留臺工作評點積分之華語
能力證明參考文件。馬來西亞華測以「聽讀測驗」為主，採紙筆測驗，考
生可彈性選用「正體版」或「簡體版」。測驗架構將語言能力分成三等六
級，三等分別為入門基礎級、進階高階級、流利精通級，而每一等又可再
依據測驗成績細分為兩級，共六級。模擬試題可至華測會網站下載。報考
資訊歡迎參考駐馬來西亞代表處教育組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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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久以來，臺灣一直是馬來西亞學生出國留學的主要國家，臺灣教
育品質優良、崇尚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富人情味，同時又保存中華
文化的價值與底蘊，一向是馬國華人子弟海外升學重要選項。自
年臺馬雙方簽訂相互承認大學學歷以來，也逐漸吸引更多外籍生前往
臺灣留學，足見臺灣高等教育深獲馬來西亞學生及家長的信賴與肯定
。

 中華民國政府正推動「新南向政策」，包括經貿合作、人才交流、
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在人才交流方面，我們強調「以人為
本」，積極深化與馬來西亞青年、學者、學生、產業人力的交流培育
，並配合馬來西亞全國各地之留臺同學會和校友會組織，籌辦臺灣教
育展、教育博覽會及分赴各校園召開留學臺灣升學說明會的方式，吸
引更多的馬國學生前往臺灣深造。此外，考量馬國學生赴臺留學畢業
後的就業需求，也與當地臺商、相關大學及文教團體合作，舉辦馬國
留學生聯誼及徵才活動，並建立留臺之馬國學生及臺、馬兩地企業媒
合就業及招募人才的平台。

 由於馬國同學赴臺升學人數眾多，升學管道多元，為方便學生家長
瞭解相關資訊，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特別就馬國學生、家
長及師長們經常關心的問題，以系統性的介紹彚整成精簡的摺頁，讓
馬國學生可以一目了然，輕鬆的瞭解赴臺升學的相關資訊。而隨著全
球化趨勢，華語已成為競爭重要利基，臺灣優質的華語教學課程更有
利讓原本熟悉的語言進階成為個人的專業強項，所以手冊中一併說明
華語學習相關訊息，學生赴臺不僅可以實現升學理想，更可加值自己
的人生。

 最後祝福所有有志赴臺升學的馬國學生，都能順利的申請到心目中
理想的大學，實現赴臺深造的夢想。

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壹：臺灣高等教育現況及優勢

臺灣是一個多元化的民主自由社會，具有強大的科技及創新實力， 年 
世界競爭力評比，臺灣為全球第 名，教育體制完整且校園活潑、社

團多元，學術水準很高，擁有良好學術環境及教育優勢，加上全英課程豐
富並具備穆斯林友善環境，吸引眾多境外學生在臺灣就讀。調查顯示，馬
來西亞學生赴臺留學的 大理由，包含與國際同步的學術水準、便宜合理的
學費及生活費、自由安全的生活環境、繼續升學及深造的管道暢通、豐富
的獎助學金、地理位置相近，交通便利、打工機會頗多、對未來返馬或留
台就業均有極大幫助。

貳：馬來西亞學生赴臺留學方式

一、 外籍生

（一） 申請資格

依據「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來臺就學：
1.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須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

，且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2. 具外國國籍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須符合下列規定：
(1)  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2)  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

委員會分發。
(3)  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擬就讀大學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

者，其連續居留年限為八年以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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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申請資格及相關規定，詳見「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二） 申請方式

同學如打算以外籍生身分赴臺就讀大學或研究所，需自行選定想就讀的大
專校院與科系，至各校「外國學生招生」網頁查詢入學相關規定,並依照各
校要求備妥相關表件,於申請截止前遞交給各大專校院審查。許多臺灣的大
學亦設有全英授課學程，可於本處教育組網站查詢，網址：

。申請結果直接由該大學公布。

（三） 獎學金：
為鼓勵優秀外國學生來臺攻讀學位，教育部設有臺灣獎學金供外國學生赴

臺攻讀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獲獎者將可獲得教育部補助之學雜費每學
期新臺幣4萬元（約5,700令吉），同時每月還能獲得新臺幣1萬5,000元（約
2,000令吉）至2萬元（約2,800令吉）不等的生活補助費。

臺灣獎學金受獎期限分別為學士4年、碩士2年及博士4年，申請者需自行向
相關大學申請入學，再把申請獎學金所需文件以掛號方式郵寄到辦事處。
更多資訊可至臺灣獎學金網址查詢 (https://www.edutwmy.com/scholar-

ships-information)。另外，各大學亦提供各式獎學金供外國學生申請，相關
資訊可於Study in Taiwan 網站查詢（網址：www.studyintaiwan.org )，或逕
洽各校查詢。

二、 僑生

（一） 僑生來臺就學管道 - 一般大學
僑生教育為國家既定政策，僑生政策以「協助海外僑社培養人才，傳遞中
華文化價值」為利基，近年更強化轉型「倍增僑生來臺留學，全面擴大吸
收優秀僑生留臺就業」，鼓勵海外優秀華裔青年來臺升學，海外華裔學生
可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規定申請赴臺就學。

1. 僑生資格
 (1) 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報讀醫

學、牙醫及中醫學系者為八年以上），且已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
期居留證件或自臺出國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
。

 (2) 海外（不含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連續居留期間，每年在臺停
留不可超過120天。

2. 申請資格：馬來西亞獨中、國民型中學、國民中學、國際學校畢業取
得統考、SPM、STPM、A Level或O Level文憑、吉隆坡臺灣學校畢業
參與僑考。

3. 申請地點：於每年招生期間，向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保
薦單位申請

4. 申請管道 (申請時間依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公布之簡章規定為準)
 (1) 大學單招
 (2) 海聯會個人申請：可選填4個志願；每年11月1日至12月15日申請

。
 (3) 海聯會聯合分發：可選填70個志願

 a.華文獨中持統考文憑：第一梯次，每年約11月15日至12月31日
申請。

 b.國民（型）中學持STPM、SPM、A Level、O Level考試文憑：
第二梯次，每年2月15日至3月25日申請。

 c.國際學校： 第二梯次，每年2月1日至2月28日申請。
 d.臺灣學校僑考：第三梯次，每年2月1日至2月28日申請。
 (4) 僑大先修部：馬春班，每年約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申請。
※申請時間依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公布之簡章規定為準，詳請可參閱該會
網站 (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

5. 獎學金

(1) 教育部：

為獎勵海外優秀僑生回國就讀大學校院、協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家境清寒
努力向學之僑生如期完成學業，提供優秀僑生獎學金、菁英僑生獎學金及
清寒僑生助學金，符合申請資格者，優秀及菁英僑生獎學金獲獎者每月可
獲取新臺幣1萬元至2萬5,000元(相關資訊請見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
網址：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清寒僑生助學金則提供每月
約新臺幣3,000元，由各校遴選後向教育部申請。

(2) 僑務委員會：

a. 獎勵傑出及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為獎勵學業、品行優良僑生，僑委會
提供獎勵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就讀大專校院二年級以上，上一學年學
業總平均成績在80分以上，操行兩學期均列甲等(80分)以上之在學僑生
，可透過學校向僑委會申請。

b.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許多熱心之僑民團體、僑胞及社會人士也捐贈
獎助學金透過僑務委員會核發，在學僑生上一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在
75分以上，符合各項獎助學金申請條件，且該學年度未獲得僑委會其他
獎助學金，並無留級、重讀及延畢等情形，得於第二學期開學後，透過
學校向僑委會申請，獲獎同學每名可獲頒獎學金新臺幣5,000元至數萬
元。

（二）僑生來臺就學管道 – 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
近年來僑委會研議擴大招收僑生，增闢多元入學管道，推動產學攜手合作
僑生專班，鼓勵更多優秀僑生來臺深造，擴大招收海外優秀僑生，以培育
具備專業技術的僑生人才。當年度開辦科系及相關資訊依僑委會網站公布

為準，網址： 。

1. 僑生資格：在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 年以上，
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海外不含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
，且每年在臺停留不可超過 天）。

2. 入學資格：華校初中畢業或相當於華校初中之學校畢業，完成同等學歷
，報名年齡應於當年度 月 日前（含）年滿 歲，且以 歲以下者為
優先，可申請就讀高級中等學校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一年級。

3. 申請地點：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僑委會指定之保薦單位。
4. 申請時間：每年 至 月間。
5. 課程長度：高職就讀 年。
6. 上課方式： 個月在校讀書， 個月在廠實習，實習期間每月津貼可領臺

灣最低工資新臺幣 萬 元（馬幣約 令吉）。
7. 未來出路：高職畢業後，可直接升讀科技大學或返回僑居地就業。

三、 海青班二年制副學士學位班(海青學位班)
為協助華裔青年赴臺灣學習傳統優質文化，並接受生產管理技術訓練，返
回母國工作得以貢獻所學，一展長才，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僑務委員會於
民國 年( )成立海青班(非學位班)；另為鼓勵海外僑民子弟來臺學習
專業技能，畢業後留臺就業，特辦理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二年制副學士學
位班(以下簡稱海青學位班)，所開設之科別及課程，以國家發展政策與國
內產(企)業所需類科及學校特色領域為原則，學科與實習並重，透過臺灣
優質技術教育與專業訓練，培育人才。 (當年度開辦科系依僑委會網站公
布為準，網址： )。
（一）  基本條件
1. 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  年以上，取得僑居地

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之華裔學生，並經海外保薦單位查證屬實者。至最
近連續居留海外  年期間之計算，係以簡章申請時間截止日為計算基
準日往前回溯推算  年(以當年簡章公告為準，請參考僑委會官方網站
)。

2. 符合「入學專科學校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在當地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以當年簡章公告為準，請參考僑委會官方網站)
。

（二） 申請地點：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僑委會指定之保薦單
位。

（三） 申請時間：每年 至 月（申請時間依簡章規定為準）。
（四） 課程長度：訓練期間共 年。

（五） 費用：僑委會酌予補助每學期學費(視預算額度)，詳情請參考當年
度簡章。

（六） 未來出路：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可繼續升讀大學、留臺工作或
返回僑居地就業。

（七） 詳 情 請 參 考 僑 委 會 「 海 青 學 位 班 線 上 招 生 專 區 」

四、 華語學習

（一） 華語課程及遊學團

隨著國際交流日益密切，華語已成為世界重要語言之一，不僅企業對華語
人才之需求增加、華語能力也成為躋身國際的重要利基，以及多元文化理
解的溝通橋樑。臺灣除了豐富的中華文化底蘊，更擁有完善而優質的華語
教學體系，提供從基礎到高階應用的豐富學習課程與專業師資。如果你是
一位華語初學者，來到臺灣的每一天，所看所聽所學都是最自然的生活應
用華語；如果你想加強專業學術或職場商管、會議領導、華語教學等進階
華語專業課程更是遍佈全臺灣，從北至南有優質的六十多所大學附設華語
中心及眾多學習機構的豐富課程或遊學團可以挑選，歡迎瀏覽「學華語到
臺灣」網站( ) 找到適合自己的課程，到臺灣學華語
，學習與生活體驗一次大滿足！

（二） 華語文獎學金

臺灣教育部為提供馬來西亞籍人士來臺研習華語文，認識臺灣文化社會、
增進中華民國與馬來西亞之交流及瞭解，特設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供，申
請者可到臺灣教育部所認可的各大學校院附設華語文教學中心報讀 個月或
個月的華語課程，獲得獎學金者將可在就讀期間每月獲得獎學金新臺幣

萬 元（約 令吉）。

（三） 華語文能力測驗
華語文能力測驗( ，簡稱華測)係
參照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 研發的標準測驗，可作為評量自身語文
能力、申請獎學金、應徵工作、申請入學、辦理留臺工作評點積分之華語
能力證明參考文件。馬來西亞華測以「聽讀測驗」為主，採紙筆測驗，考
生可彈性選用「正體版」或「簡體版」。測驗架構將語言能力分成三等六
級，三等分別為入門基礎級、進階高階級、流利精通級，而每一等又可再
依據測驗成績細分為兩級，共六級。模擬試題可至華測會網站下載。報考
資訊歡迎參考駐馬來西亞代表處教育組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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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久以來，臺灣一直是馬來西亞學生出國留學的主要國家，臺灣教
育品質優良、崇尚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富人情味，同時又保存中華
文化的價值與底蘊，一向是馬國華人子弟海外升學重要選項。自
年臺馬雙方簽訂相互承認大學學歷以來，也逐漸吸引更多外籍生前往
臺灣留學，足見臺灣高等教育深獲馬來西亞學生及家長的信賴與肯定
。

 中華民國政府正推動「新南向政策」，包括經貿合作、人才交流、
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在人才交流方面，我們強調「以人為
本」，積極深化與馬來西亞青年、學者、學生、產業人力的交流培育
，並配合馬來西亞全國各地之留臺同學會和校友會組織，籌辦臺灣教
育展、教育博覽會及分赴各校園召開留學臺灣升學說明會的方式，吸
引更多的馬國學生前往臺灣深造。此外，考量馬國學生赴臺留學畢業
後的就業需求，也與當地臺商、相關大學及文教團體合作，舉辦馬國
留學生聯誼及徵才活動，並建立留臺之馬國學生及臺、馬兩地企業媒
合就業及招募人才的平台。

 由於馬國同學赴臺升學人數眾多，升學管道多元，為方便學生家長
瞭解相關資訊，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特別就馬國學生、家
長及師長們經常關心的問題，以系統性的介紹彚整成精簡的摺頁，讓
馬國學生可以一目了然，輕鬆的瞭解赴臺升學的相關資訊。而隨著全
球化趨勢，華語已成為競爭重要利基，臺灣優質的華語教學課程更有
利讓原本熟悉的語言進階成為個人的專業強項，所以手冊中一併說明
華語學習相關訊息，學生赴臺不僅可以實現升學理想，更可加值自己
的人生。

 最後祝福所有有志赴臺升學的馬國學生，都能順利的申請到心目中
理想的大學，實現赴臺深造的夢想。

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壹：臺灣高等教育現況及優勢

臺灣是一個多元化的民主自由社會，具有強大的科技及創新實力，2021年 
IMD 世界競爭力評比，臺灣為全球第8名，教育體制完整且校園活潑、社
團多元，學術水準很高，擁有良好學術環境及教育優勢，加上全英課程豐
富並具備穆斯林友善環境，吸引眾多境外學生在臺灣就讀。調查顯示，馬
來西亞學生赴臺留學的8大理由，包含與國際同步的學術水準、便宜合理的
學費及生活費、自由安全的生活環境、繼續升學及深造的管道暢通、豐富
的獎助學金、地理位置相近，交通便利、打工機會頗多、對未來返馬或留
台就業均有極大幫助。

貳：馬來西亞學生赴臺留學方式

一、 外籍生

（一） 申請資格

依據「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來臺就學：
1.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須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

，且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2. 具外國國籍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須符合下列規定：
(1)  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2)  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

委員會分發。
(3)  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擬就讀大學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

者，其連續居留年限為八年以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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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申請資格及相關規定，詳見「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二） 申請方式

同學如打算以外籍生身分赴臺就讀大學或研究所，需自行選定想就讀的大
專校院與科系，至各校「外國學生招生」網頁查詢入學相關規定,並依照各
校要求備妥相關表件,於申請截止前遞交給各大專校院審查。許多臺灣的大
學亦設有全英授課學程，可於本處教育組網站查詢，網址：https://ww-

w.edutwmy.com/prgrams-taught-in-english。申請結果直接由該大學公布。

（三） 獎學金：
為鼓勵優秀外國學生來臺攻讀學位，教育部設有臺灣獎學金供外國學生赴

臺攻讀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獲獎者將可獲得教育部補助之學雜費每學
期新臺幣4萬元（約 令吉），同時每月還能獲得新臺幣 萬 元（約

令吉）至 萬元（約 令吉）不等的生活補助費。

臺灣獎學金受獎期限分別為學士 年、碩士 年及博士 年，申請者需自行向
相關大學申請入學，再把申請獎學金所需文件以掛號方式郵寄到辦事處。
更多資訊可至臺灣獎學金網址查詢

。另外，各大學亦提供各式獎學金供外國學生申請，相關
資訊可於  網站查詢（網址： ，或逕
洽各校查詢。

二、 僑生

（一） 僑生來臺就學管道 - 一般大學
僑生教育為國家既定政策，僑生政策以「協助海外僑社培養人才，傳遞中
華文化價值」為利基，近年更強化轉型「倍增僑生來臺留學，全面擴大吸
收優秀僑生留臺就業」，鼓勵海外優秀華裔青年來臺升學，海外華裔學生
可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規定申請赴臺就學。

1. 僑生資格
 (1) 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報讀醫

學、牙醫及中醫學系者為八年以上），且已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
期居留證件或自臺出國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
。

 (2) 海外（不含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連續居留期間，每年在臺停
留不可超過 天。

2. 申請資格：馬來西亞獨中、國民型中學、國民中學、國際學校畢業取
得統考、 、 、 或 文憑、吉隆坡臺灣學校畢業
參與僑考。

3. 申請地點：於每年招生期間，向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保
薦單位申請

4. 申請管道 (申請時間依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公布之簡章規定為準)
 (1) 大學單招
 (2) 海聯會個人申請：可選填4個志願；每年 月 日至 月 日申請

。
 (3) 海聯會聯合分發：可選填 個志願

 a.華文獨中持統考文憑：第一梯次，每年約 月 日至 月 日
申請。

 b.國民（型）中學持 、 、 、 考試文憑：
第二梯次，每年 月 日至 月 日申請。

 c.國際學校： 第二梯次，每年 月 日至 月 日申請。
 d.臺灣學校僑考：第三梯次，每年 月 日至 月 日申請。
 (4) 僑大先修部：馬春班，每年約 月中旬至 月中旬申請。
※申請時間依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公布之簡章規定為準，詳請可參閱該會
網站

5. 獎學金

(1) 教育部：

為獎勵海外優秀僑生回國就讀大學校院、協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家境清寒
努力向學之僑生如期完成學業，提供優秀僑生獎學金、菁英僑生獎學金及
清寒僑生助學金，符合申請資格者，優秀及菁英僑生獎學金獲獎者每月可
獲取新臺幣 萬元至 萬 元(相關資訊請見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
網址： )，清寒僑生助學金則提供每月
約新臺幣 元，由各校遴選後向教育部申請。

(2) 僑務委員會：

a. 獎勵傑出及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為獎勵學業、品行優良僑生，僑委會
提供獎勵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就讀大專校院二年級以上，上一學年學
業總平均成績在 分以上，操行兩學期均列甲等( 分)以上之在學僑生
，可透過學校向僑委會申請。

b.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許多熱心之僑民團體、僑胞及社會人士也捐贈
獎助學金透過僑務委員會核發，在學僑生上一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在

分以上，符合各項獎助學金申請條件，且該學年度未獲得僑委會其他
獎助學金，並無留級、重讀及延畢等情形，得於第二學期開學後，透過
學校向僑委會申請，獲獎同學每名可獲頒獎學金新臺幣 元至數萬
元。

（二）僑生來臺就學管道 – 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
近年來僑委會研議擴大招收僑生，增闢多元入學管道，推動產學攜手合作
僑生專班，鼓勵更多優秀僑生來臺深造，擴大招收海外優秀僑生，以培育
具備專業技術的僑生人才。當年度開辦科系及相關資訊依僑委會網站公布

為準，網址：https://www.ocac.gov.tw/ocac/。

1. 僑生資格：在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6年以上，
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海外不含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
，且每年在臺停留不可超過120天）。

2. 入學資格：華校初中畢業或相當於華校初中之學校畢業，完成同等學歷
，報名年齡應於當年度11月30日前（含）年滿16歲，且以22歲以下者為
優先，可申請就讀高級中等學校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一年級。

3. 申請地點：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僑委會指定之保薦單位。
4. 申請時間：每年3至4月間。
5. 課程長度：高職就讀3年。
6. 上課方式：3個月在校讀書，3個月在廠實習，實習期間每月津貼可領臺

灣最低工資新臺幣2萬5,250元（馬幣約3,700令吉）。
7. 未來出路：高職畢業後，可直接升讀科技大學或返回僑居地就業。

三、 海青班二年制副學士學位班(海青學位班)
為協助華裔青年赴臺灣學習傳統優質文化，並接受生產管理技術訓練，返
回母國工作得以貢獻所學，一展長才，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僑務委員會於
民國52年(1963)成立海青班(非學位班)；另為鼓勵海外僑民子弟來臺學習
專業技能，畢業後留臺就業，特辦理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二年制副學士學
位班(以下簡稱海青學位班)，所開設之科別及課程，以國家發展政策與國
內產(企)業所需類科及學校特色領域為原則，學科與實習並重，透過臺灣
優質技術教育與專業訓練，培育人才。 (當年度開辦科系依僑委會網站公
布為準，網址：https://www.ocac.gov.tw/ocac/)。
（一）  基本條件
1. 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 6 年以上，取得僑居地

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之華裔學生，並經海外保薦單位查證屬實者。至最
近連續居留海外 6 年期間之計算，係以簡章申請時間截止日為計算基
準日往前回溯推算 6 年(以當年簡章公告為準，請參考僑委會官方網站
)。

2. 符合「入學專科學校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在當地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以當年簡章公告為準，請參考僑委會官方網站)
。

（二） 申請地點：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僑委會指定之保薦單
位。

（三） 申請時間：每年3至4月（申請時間依簡章規定為準）。
（四） 課程長度：訓練期間共2年。

（五） 費用：僑委會酌予補助每學期學費(視預算額度)，詳情請參考當年
度簡章。

（六） 未來出路：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可繼續升讀大學、留臺工作或
返回僑居地就業。

（七） 詳 情 請 參 考 僑 委 會 「 海 青 學 位 班 線 上 招 生 專 區 」

四、 華語學習

（一） 華語課程及遊學團

隨著國際交流日益密切，華語已成為世界重要語言之一，不僅企業對華語
人才之需求增加、華語能力也成為躋身國際的重要利基，以及多元文化理
解的溝通橋樑。臺灣除了豐富的中華文化底蘊，更擁有完善而優質的華語
教學體系，提供從基礎到高階應用的豐富學習課程與專業師資。如果你是
一位華語初學者，來到臺灣的每一天，所看所聽所學都是最自然的生活應
用華語；如果你想加強專業學術或職場商管、會議領導、華語教學等進階
華語專業課程更是遍佈全臺灣，從北至南有優質的六十多所大學附設華語
中心及眾多學習機構的豐富課程或遊學團可以挑選，歡迎瀏覽「學華語到
臺灣」網站( ) 找到適合自己的課程，到臺灣學華語
，學習與生活體驗一次大滿足！

（二） 華語文獎學金

臺灣教育部為提供馬來西亞籍人士來臺研習華語文，認識臺灣文化社會、
增進中華民國與馬來西亞之交流及瞭解，特設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供，申
請者可到臺灣教育部所認可的各大學校院附設華語文教學中心報讀 個月或
個月的華語課程，獲得獎學金者將可在就讀期間每月獲得獎學金新臺幣

萬 元（約 令吉）。

（三） 華語文能力測驗
華語文能力測驗( ，簡稱華測)係
參照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 研發的標準測驗，可作為評量自身語文
能力、申請獎學金、應徵工作、申請入學、辦理留臺工作評點積分之華語
能力證明參考文件。馬來西亞華測以「聽讀測驗」為主，採紙筆測驗，考
生可彈性選用「正體版」或「簡體版」。測驗架構將語言能力分成三等六
級，三等分別為入門基礎級、進階高階級、流利精通級，而每一等又可再
依據測驗成績細分為兩級，共六級。模擬試題可至華測會網站下載。報考
資訊歡迎參考駐馬來西亞代表處教育組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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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久以來，臺灣一直是馬來西亞學生出國留學的主要國家，臺灣教
育品質優良、崇尚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富人情味，同時又保存中華
文化的價值與底蘊，一向是馬國華人子弟海外升學重要選項。自2012

年臺馬雙方簽訂相互承認大學學歷以來，也逐漸吸引更多外籍生前往
臺灣留學，足見臺灣高等教育深獲馬來西亞學生及家長的信賴與肯定
。

 中華民國政府正推動「新南向政策」，包括經貿合作、人才交流、
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在人才交流方面，我們強調「以人為
本」，積極深化與馬來西亞青年、學者、學生、產業人力的交流培育
，並配合馬來西亞全國各地之留臺同學會和校友會組織，籌辦臺灣教
育展、教育博覽會及分赴各校園召開留學臺灣升學說明會的方式，吸
引更多的馬國學生前往臺灣深造。此外，考量馬國學生赴臺留學畢業
後的就業需求，也與當地臺商、相關大學及文教團體合作，舉辦馬國
留學生聯誼及徵才活動，並建立留臺之馬國學生及臺、馬兩地企業媒
合就業及招募人才的平台。

 由於馬國同學赴臺升學人數眾多，升學管道多元，為方便學生家長
瞭解相關資訊，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特別就馬國學生、家
長及師長們經常關心的問題，以系統性的介紹彚整成精簡的摺頁，讓
馬國學生可以一目了然，輕鬆的瞭解赴臺升學的相關資訊。而隨著全
球化趨勢，華語已成為競爭重要利基，臺灣優質的華語教學課程更有
利讓原本熟悉的語言進階成為個人的專業強項，所以手冊中一併說明
華語學習相關訊息，學生赴臺不僅可以實現升學理想，更可加值自己
的人生。

 最後祝福所有有志赴臺升學的馬國學生，都能順利的申請到心目中
理想的大學，實現赴臺深造的夢想。

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序言

壹：臺灣高等教育現況及優勢

臺灣是一個多元化的民主自由社會，具有強大的科技及創新實力， 年 
世界競爭力評比，臺灣為全球第 名，教育體制完整且校園活潑、社

團多元，學術水準很高，擁有良好學術環境及教育優勢，加上全英課程豐
富並具備穆斯林友善環境，吸引眾多境外學生在臺灣就讀。調查顯示，馬
來西亞學生赴臺留學的 大理由，包含與國際同步的學術水準、便宜合理的
學費及生活費、自由安全的生活環境、繼續升學及深造的管道暢通、豐富
的獎助學金、地理位置相近，交通便利、打工機會頗多、對未來返馬或留
台就業均有極大幫助。

貳：馬來西亞學生赴臺留學方式

一、 外籍生

（一） 申請資格

依據「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來臺就學：
1.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須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

，且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2. 具外國國籍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須符合下列規定：
(1)  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2)  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

委員會分發。
(3)  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擬就讀大學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

者，其連續居留年限為八年以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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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申請資格及相關規定，詳見「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二） 申請方式

同學如打算以外籍生身分赴臺就讀大學或研究所，需自行選定想就讀的大
專校院與科系，至各校「外國學生招生」網頁查詢入學相關規定,並依照各
校要求備妥相關表件,於申請截止前遞交給各大專校院審查。許多臺灣的大
學亦設有全英授課學程，可於本處教育組網站查詢，網址：

。申請結果直接由該大學公布。

（三） 獎學金：
為鼓勵優秀外國學生來臺攻讀學位，教育部設有臺灣獎學金供外國學生赴

臺攻讀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獲獎者將可獲得教育部補助之學雜費每學
期新臺幣4萬元（約 令吉），同時每月還能獲得新臺幣 萬 元（約

令吉）至 萬元（約 令吉）不等的生活補助費。

臺灣獎學金受獎期限分別為學士 年、碩士 年及博士 年，申請者需自行向
相關大學申請入學，再把申請獎學金所需文件以掛號方式郵寄到辦事處。
更多資訊可至臺灣獎學金網址查詢

。另外，各大學亦提供各式獎學金供外國學生申請，相關
資訊可於  網站查詢（網址： ，或逕
洽各校查詢。

二、 僑生

（一） 僑生來臺就學管道 - 一般大學
僑生教育為國家既定政策，僑生政策以「協助海外僑社培養人才，傳遞中
華文化價值」為利基，近年更強化轉型「倍增僑生來臺留學，全面擴大吸
收優秀僑生留臺就業」，鼓勵海外優秀華裔青年來臺升學，海外華裔學生
可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規定申請赴臺就學。

1. 僑生資格
 (1) 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報讀醫

學、牙醫及中醫學系者為八年以上），且已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
期居留證件或自臺出國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
。

 (2) 海外（不含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連續居留期間，每年在臺停
留不可超過 天。

2. 申請資格：馬來西亞獨中、國民型中學、國民中學、國際學校畢業取
得統考、 、 、 或 文憑、吉隆坡臺灣學校畢業
參與僑考。

3. 申請地點：於每年招生期間，向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保
薦單位申請

4. 申請管道 (申請時間依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公布之簡章規定為準)
 (1) 大學單招
 (2) 海聯會個人申請：可選填4個志願；每年 月 日至 月 日申請

。
 (3) 海聯會聯合分發：可選填 個志願

 a.華文獨中持統考文憑：第一梯次，每年約 月 日至 月 日
申請。

 b.國民（型）中學持 、 、 、 考試文憑：
第二梯次，每年 月 日至 月 日申請。

 c.國際學校： 第二梯次，每年 月 日至 月 日申請。
 d.臺灣學校僑考：第三梯次，每年 月 日至 月 日申請。
 (4) 僑大先修部：馬春班，每年約 月中旬至 月中旬申請。
※申請時間依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公布之簡章規定為準，詳請可參閱該會
網站

5. 獎學金

(1) 教育部：

為獎勵海外優秀僑生回國就讀大學校院、協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家境清寒
努力向學之僑生如期完成學業，提供優秀僑生獎學金、菁英僑生獎學金及
清寒僑生助學金，符合申請資格者，優秀及菁英僑生獎學金獲獎者每月可
獲取新臺幣 萬元至 萬 元(相關資訊請見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
網址： )，清寒僑生助學金則提供每月
約新臺幣 元，由各校遴選後向教育部申請。

(2) 僑務委員會：

a. 獎勵傑出及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為獎勵學業、品行優良僑生，僑委會
提供獎勵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就讀大專校院二年級以上，上一學年學
業總平均成績在 分以上，操行兩學期均列甲等( 分)以上之在學僑生
，可透過學校向僑委會申請。

b.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許多熱心之僑民團體、僑胞及社會人士也捐贈
獎助學金透過僑務委員會核發，在學僑生上一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在

分以上，符合各項獎助學金申請條件，且該學年度未獲得僑委會其他
獎助學金，並無留級、重讀及延畢等情形，得於第二學期開學後，透過
學校向僑委會申請，獲獎同學每名可獲頒獎學金新臺幣 元至數萬
元。

（二）僑生來臺就學管道 – 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
近年來僑委會研議擴大招收僑生，增闢多元入學管道，推動產學攜手合作
僑生專班，鼓勵更多優秀僑生來臺深造，擴大招收海外優秀僑生，以培育
具備專業技術的僑生人才。當年度開辦科系及相關資訊依僑委會網站公布

為準，網址： 。

1. 僑生資格：在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 年以上，
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海外不含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
，且每年在臺停留不可超過 天）。

2. 入學資格：華校初中畢業或相當於華校初中之學校畢業，完成同等學歷
，報名年齡應於當年度 月 日前（含）年滿 歲，且以 歲以下者為
優先，可申請就讀高級中等學校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一年級。

3. 申請地點：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僑委會指定之保薦單位。
4. 申請時間：每年 至 月間。
5. 課程長度：高職就讀 年。
6. 上課方式： 個月在校讀書， 個月在廠實習，實習期間每月津貼可領臺

灣最低工資新臺幣 萬 元（馬幣約 令吉）。
7. 未來出路：高職畢業後，可直接升讀科技大學或返回僑居地就業。

三、 海青班二年制副學士學位班(海青學位班)
為協助華裔青年赴臺灣學習傳統優質文化，並接受生產管理技術訓練，返
回母國工作得以貢獻所學，一展長才，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僑務委員會於
民國 年( )成立海青班(非學位班)；另為鼓勵海外僑民子弟來臺學習
專業技能，畢業後留臺就業，特辦理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二年制副學士學
位班(以下簡稱海青學位班)，所開設之科別及課程，以國家發展政策與國
內產(企)業所需類科及學校特色領域為原則，學科與實習並重，透過臺灣
優質技術教育與專業訓練，培育人才。 (當年度開辦科系依僑委會網站公
布為準，網址： )。
（一）  基本條件
1. 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  年以上，取得僑居地

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之華裔學生，並經海外保薦單位查證屬實者。至最
近連續居留海外  年期間之計算，係以簡章申請時間截止日為計算基
準日往前回溯推算  年(以當年簡章公告為準，請參考僑委會官方網站
)。

2. 符合「入學專科學校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在當地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以當年簡章公告為準，請參考僑委會官方網站)
。

（二） 申請地點：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僑委會指定之保薦單
位。

（三） 申請時間：每年 至 月（申請時間依簡章規定為準）。
（四） 課程長度：訓練期間共 年。

（五） 費用：僑委會酌予補助每學期學費(視預算額度)，詳情請參考當年
度簡章。

（六） 未來出路：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可繼續升讀大學、留臺工作或
返回僑居地就業。

（七） 詳 情 請 參 考 僑 委 會 「 海 青 學 位 班 線 上 招 生 專 區 」
(https://2022Youth.Taiwan-World.Net)

四、 華語學習

（一） 華語課程及遊學團

隨著國際交流日益密切，華語已成為世界重要語言之一，不僅企業對華語
人才之需求增加、華語能力也成為躋身國際的重要利基，以及多元文化理
解的溝通橋樑。臺灣除了豐富的中華文化底蘊，更擁有完善而優質的華語
教學體系，提供從基礎到高階應用的豐富學習課程與專業師資。如果你是
一位華語初學者，來到臺灣的每一天，所看所聽所學都是最自然的生活應
用華語；如果你想加強專業學術或職場商管、會議領導、華語教學等進階
華語專業課程更是遍佈全臺灣，從北至南有優質的六十多所大學附設華語
中心及眾多學習機構的豐富課程或遊學團可以挑選，歡迎瀏覽「學華語到
臺灣」網站(https://ogme.edu.tw/lczh) 找到適合自己的課程，到臺灣學華語
，學習與生活體驗一次大滿足！

（二） 華語文獎學金

臺灣教育部為提供馬來西亞籍人士來臺研習華語文，認識臺灣文化社會、
增進中華民國與馬來西亞之交流及瞭解，特設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供，申
請者可到臺灣教育部所認可的各大學校院附設華語文教學中心報讀3個月或
6個月的華語課程，獲得獎學金者將可在就讀期間每月獲得獎學金新臺幣2

萬5,000元（約3,400令吉）。

（三） 華語文能力測驗
華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TOCFL，簡稱華測)係
參照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研發的標準測驗，可作為評量自身語文
能力、申請獎學金、應徵工作、申請入學、辦理留臺工作評點積分之華語
能力證明參考文件。馬來西亞華測以「聽讀測驗」為主，採紙筆測驗，考
生可彈性選用「正體版」或「簡體版」。測驗架構將語言能力分成三等六
級，三等分別為入門基礎級、進階高階級、流利精通級，而每一等又可再
依據測驗成績細分為兩級，共六級。模擬試題可至華測會網站下載。報考
資訊歡迎參考駐馬來西亞代表處教育組網站(https://www.edutw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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