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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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臺灣經濟成長率居全世界第1，創新能力為世界前4大，教育體育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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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返馬就業有極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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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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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
arshi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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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請可參閱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https://cmn-hant.over-
se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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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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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萬4,000元（馬幣約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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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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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科系包含資通訊科技、數位媒體
與動漫遊戲、商業與工業智慧管理、車輛先進技術、現代農業科技、產
品與室內設計、寵物保健與美容、媒體與影音技術、長期照護管理、流
行音樂與表演藝術、觀光事業與飯店管理、美容時尚設計、世界料理創
新技術等 (當年度開辦科系依僑委會網站公布為準，網址：https://ww-
w.ocac.gov.tw/ocac/)。
（一）  申請資格
1. 在海外出生且已取得僑居地公民權或永久居留權或自臺出國所持中華

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
2. 高二肄業以上（即在僑居地華校高二肄業或相當於華校高中之高二肄

業，含英制中學五年級肄業），年齡40歲以下華裔青年（女性申請人
如曾育有子女者，每一胎可再延長年齡2歲，最高不得超過45歲），
能講華語並具有中文筆記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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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至9月30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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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學費，學生只需負擔雜費、宿舍費及實習材料費。
（六） 未來出路：畢業後可繼續升讀大學或返回僑居地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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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可參考
https://www.sc-top.org.tw/mockte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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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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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臺灣經濟成長率居全世界第1，創新能力為世界前4大，教育體育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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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返馬就業有極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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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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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
arshi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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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請可參閱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https://cmn-hant.over-
se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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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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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萬4,000元（馬幣約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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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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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科系包含資通訊科技、數位媒體
與動漫遊戲、商業與工業智慧管理、車輛先進技術、現代農業科技、產
品與室內設計、寵物保健與美容、媒體與影音技術、長期照護管理、流
行音樂與表演藝術、觀光事業與飯店管理、美容時尚設計、世界料理創
新技術等 (當年度開辦科系依僑委會網站公布為準，網址：https://ww-
w.ocac.gov.tw/ocac/)。
（一）  申請資格
1. 在海外出生且已取得僑居地公民權或永久居留權或自臺出國所持中華

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
2. 高二肄業以上（即在僑居地華校高二肄業或相當於華校高中之高二肄

業，含英制中學五年級肄業），年齡40歲以下華裔青年（女性申請人
如曾育有子女者，每一胎可再延長年齡2歲，最高不得超過45歲），
能講華語並具有中文筆記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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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至9月30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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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學費，學生只需負擔雜費、宿舍費及實習材料費。
（六） 未來出路：畢業後可繼續升讀大學或返回僑居地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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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可參考
https://www.sc-top.org.tw/mockte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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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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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臺灣經濟成長率居全世界第1，創新能力為世界前4大，教育體育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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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返馬就業有極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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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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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
arshi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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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請可參閱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https://cmn-hant.over-
se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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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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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萬4,000元（馬幣約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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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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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科系包含資通訊科技、數位媒體
與動漫遊戲、商業與工業智慧管理、車輛先進技術、現代農業科技、產
品與室內設計、寵物保健與美容、媒體與影音技術、長期照護管理、流
行音樂與表演藝術、觀光事業與飯店管理、美容時尚設計、世界料理創
新技術等 (當年度開辦科系依僑委會網站公布為準，網址：https://ww-
w.ocac.gov.tw/ocac/)。
（一）  申請資格
1. 在海外出生且已取得僑居地公民權或永久居留權或自臺出國所持中華

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
2. 高二肄業以上（即在僑居地華校高二肄業或相當於華校高中之高二肄

業，含英制中學五年級肄業），年齡40歲以下華裔青年（女性申請人
如曾育有子女者，每一胎可再延長年齡2歲，最高不得超過45歲），
能講華語並具有中文筆記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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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至9月30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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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學費，學生只需負擔雜費、宿舍費及實習材料費。
（六） 未來出路：畢業後可繼續升讀大學或返回僑居地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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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可參考
https://www.sc-top.org.tw/mockte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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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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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臺灣經濟成長率居全世界第1，創新能力為世界前4大，教育體育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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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返馬就業有極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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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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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
arshi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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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請可參閱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https://cmn-hant.over-
se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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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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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萬4,000元（馬幣約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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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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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科系包含資通訊科技、數位媒體
與動漫遊戲、商業與工業智慧管理、車輛先進技術、現代農業科技、產
品與室內設計、寵物保健與美容、媒體與影音技術、長期照護管理、流
行音樂與表演藝術、觀光事業與飯店管理、美容時尚設計、世界料理創
新技術等 (當年度開辦科系依僑委會網站公布為準，網址：https://ww-
w.ocac.gov.tw/ocac/)。
（一）  申請資格
1. 在海外出生且已取得僑居地公民權或永久居留權或自臺出國所持中華

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
2. 高二肄業以上（即在僑居地華校高二肄業或相當於華校高中之高二肄

業，含英制中學五年級肄業），年齡40歲以下華裔青年（女性申請人
如曾育有子女者，每一胎可再延長年齡2歲，最高不得超過45歲），
能講華語並具有中文筆記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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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至9月30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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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學費，學生只需負擔雜費、宿舍費及實習材料費。
（六） 未來出路：畢業後可繼續升讀大學或返回僑居地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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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可參考
https://www.sc-top.org.tw/mockte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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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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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臺灣經濟成長率居全世界第1，創新能力為世界前4大，教育體育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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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返馬就業有極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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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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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
arshi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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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請可參閱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https://cmn-hant.over-
se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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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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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萬4,000元（馬幣約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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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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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科系包含資通訊科技、數位媒體
與動漫遊戲、商業與工業智慧管理、車輛先進技術、現代農業科技、產
品與室內設計、寵物保健與美容、媒體與影音技術、長期照護管理、流
行音樂與表演藝術、觀光事業與飯店管理、美容時尚設計、世界料理創
新技術等 (當年度開辦科系依僑委會網站公布為準，網址：https://ww-
w.ocac.gov.tw/ocac/)。
（一）  申請資格
1. 在海外出生且已取得僑居地公民權或永久居留權或自臺出國所持中華

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
2. 高二肄業以上（即在僑居地華校高二肄業或相當於華校高中之高二肄

業，含英制中學五年級肄業），年齡40歲以下華裔青年（女性申請人
如曾育有子女者，每一胎可再延長年齡2歲，最高不得超過45歲），
能講華語並具有中文筆記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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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至9月30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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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學費，學生只需負擔雜費、宿舍費及實習材料費。
（六） 未來出路：畢業後可繼續升讀大學或返回僑居地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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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可參考
https://www.sc-top.org.tw/mockte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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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臺灣經濟成長率居全世界第1，創新能力為世界前4大，教育體育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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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返馬就業有極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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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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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
arshi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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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請可參閱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https://cmn-hant.over-
se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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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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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萬4,000元（馬幣約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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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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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科系包含資通訊科技、數位媒體
與動漫遊戲、商業與工業智慧管理、車輛先進技術、現代農業科技、產
品與室內設計、寵物保健與美容、媒體與影音技術、長期照護管理、流
行音樂與表演藝術、觀光事業與飯店管理、美容時尚設計、世界料理創
新技術等 (當年度開辦科系依僑委會網站公布為準，網址：https://ww-
w.ocac.gov.tw/ocac/)。
（一）  申請資格
1. 在海外出生且已取得僑居地公民權或永久居留權或自臺出國所持中華

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
2. 高二肄業以上（即在僑居地華校高二肄業或相當於華校高中之高二肄

業，含英制中學五年級肄業），年齡40歲以下華裔青年（女性申請人
如曾育有子女者，每一胎可再延長年齡2歲，最高不得超過45歲），
能講華語並具有中文筆記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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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至9月30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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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學費，學生只需負擔雜費、宿舍費及實習材料費。
（六） 未來出路：畢業後可繼續升讀大學或返回僑居地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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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可參考
https://www.sc-top.org.tw/mockte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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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