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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纪 元 大 学 学 院  

毕 业 生 升 学 手 册 
 

(适用于申请台湾各姊妹校的毕业生) 
 

新纪元大学学院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国际交流处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Block B,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Tel:  (03)8739 2770  ext. 100,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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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international@newera.edu.my 
Website: www.newera.edu.my/ir_c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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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领取录取通知书 

i. 国际交流处将会通知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前来领取录取通知书，无法前来者可委托

他人代领。 

ii. 申请者如因事故取消升学，必须在第一时间通知本处，方便本处向有关大学提呈

说明。 

iii. 延迟升学者，须于来年重新提出申请。 

 

2. 行前说明会 
本处将安排行前说明会，录取者须在指定的时间出席。 

 

 注意事项： 

因故缺席者，须在日后前来本处了解升学准备事项，并领取相关文件。缺席者日

后到校报到后面对问题，应当自行负责，不应责怪本处。 
 

3. 文件及表格领取 
本处将分发以下文件予升学者： 

i. 大学录取通知书 
 

 注意事项： 
文件[i]须呈上一份副本予国际交流处。 

 

4. 国际护照申请须知 
i. 没有国际护照者请尽早往各区移民局申请；国际护照申请费为 RM200(护照申请

至发行 1 至 3 天，视地方移民局之服务效率) 

ii. 护照有效期必须至少有六个月以上才可申请签证。有效期限未满六个月者，请立

刻更新。 
 

5. 医疗及伤害保险 
外籍生持外侨生居留证在台湾居留满四个月之日起，一律强制参加全民健康保险。

因此，在参加全民健康保险前，学生在台湾有四个月的时间是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

保障。依据台湾外国学生来台就学办法，新生在注册时应检附已于国外投保自入境

当日起至少四个月效期之医疗及伤害保险。本处建议学生先在马来西亚购买一年的

医疗伤害保险（原先已在马来西亚购买保险的学生除外）。 
 

 

 

赴 台 湾 留 学 前 应 准 备 事 项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H01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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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签证申请须知 
学生收到姊妹校录取通知书等材料后，到此网站（http://visawebapp.boca.gov.tw）填

妥签证申请资料，然后打印具有条码之签证申请表，再往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办

理签证。申请签证需携带以下文件： 

i. 六个月以上有效期的国际护照（正&影本） 

ii. 2 张近期内拍摄的护照型照片或 2 寸白色背景照片 

iii. 大学发行之录取通知书(正、副本) 

iv. 中华民国签证申请表 

v. 验证成绩总表与文凭 

vi. 身体检查报告表 

vii. 具结书 

viii. 申请费为：RM279/三个工作天;速件 RM419/ 1~2 个工作天 
 

 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地址: 
Level 7, Menara Yayasan Tun Razak, 200,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电话：03-2161 4439、2161 5508、2161 6697、2161 9909、2161 5499  

接受签证申请时间：9.00AM — 11.30PM (星期一至五) 

 领取签证时间：       3.30PM — 4.30PM (星期一至五) 
 

 注意事项： 
申请者须在《中华民国签证申请表》以下资料栏内打： 

i. 签证种类： “居留签证” 

ii. 入境次数： “单次”  
 

7. 机票订购 
i. 学生收到姊妹校录取通知书，确定报到日期后，即可预订机票。 

ii. 学生自行订购机票。 

iii. 须在《学生出国升学前准备事项表》机票订购栏内打，并填写上启程日期、航

空公司、航线及机票类别(单程/回程)。 
 

8. 出发前行李准备 
i. 在当地即须的必要品尽量先带去，其它杂物日后(宿舍号码确定后)再邮寄。 

ii. 飞机托运行李不可超过 20kg（各大航空基本为 20kg；亚航则视个人需求而斟酌

收费），手提行李只限一个(不超过 10kg)，不包括笔记型电脑，超重者将被罚

款。 
 

9. 住宿安排与接机服务 
台湾的大学，一般上在录取外籍学生时，已包含住宿安排（除世新大学外）。除个别

学校要求另填表格申请，一般上学生无需烦恼。许多学校分配好住宿后，都会把相关

学生资料转交学校侨生联谊社、马来西亚同学会等学生团体协助，而若在暑假时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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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姐回马度假，这些团体将会安排负责人与本校学生预先联系，否则也会邮寄一些资

料，包括接机安排等事项，和相关同学保持良好联系。 

i. 学生可委托本处代为处理；亦可选择自行处理，但必须知会本处。 

ii. 学生须在学校指定的日期到达，方可安排接机；如无，请自行处理报到。 

iii. 须在《学生出国升学前准备事项表》接机服务安排栏内打，并在规定的时间内

交回本处，否则当自行安排论。 
 
10. 留学费用 

费用内容 费用 支付期限 准备，支付方法 

学费 ** 报到后 现款 

教材费 报到后 

身体检查费 *因医院而异 申请时 现款 

签证费 RM279 申请时 现款 

机票 待订购时确定 出发前 可自行购买 

宿舍费 ** 报到时 现款 

居留证费用 NT1000 (外籍生) 当地 现款 

全民保健费 NT749(外籍生) 当地 现款 

*需另付消费税。 

**学费、教材费及住宿费因各大学而异。可游览相关大学网站了解。 
  

11. 银行汇款 

缴费 
一般台湾姊妹校的录取通知书规定学生须在报到时同时到当地银行缴费，一般上采取

学期缴费制。学生可以现款、电汇（telegraph transfer, TT）（部分学校）、旅行支票

(Traveller’s Cheque)或银行转账方式缴费。一般上，通过银行处理上述各类服务，其

抽取的佣金相当高，因此，各姊妹校侨生辅导室或学生事务处，会在最短时间内协助

同学到当地银行开设储蓄户头。 

 
11.1     汇票 (Bank Draft) 

i. 通过马来西亚的外资银行（如：HSBC、OCBC、Standard Chartered Bank 等） 

到任何一家外资银行买银行汇票；抵达台湾后，到当地的相关银行即可领取

现款。不需要缴付任何服务费，唯处理时间需要至少 20~30 天。 

 

  ii. 通过马来西亚的其他银行 

到其他国内银行购买汇票；抵达台湾后，到当地的任何一家银行开设一个储

蓄户头，并将汇票存入户头。转账手续需要至少 20~30 天才能过账取款。马

来西亚和台湾的银行皆收取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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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电汇 (Telegraphic Transfer) 
i． 通过马来西亚的外资银行/马来西亚的其他银行 

到台湾学习，可通过在国内的外资银行或马来西亚的其他银行开设储蓄户

口，由家长在马来西亚汇款到学生在台任何银行所开设的户口。汇款之注意

事项及转账手续依各银行不同，学生必须告知家长在台户口相关资料及该银

行之电汇处理程序（此程序可询问相关银行职员）。 

 

11.3   跨国提款 

i. 通过马来西亚的外资银行 

学生在国内开设外资银行户口（申请开设户口时说明出国留学用途），抵达台

湾后，由家长通过此户头在马国存款，学生可通过此外资银行提款卡在台湾任

一银行/在台湾的外资银行分行提款，唯台湾提款机提款额每次最高两万。扣款

额则依各银行而不同（例：若使用 HSBC 每次提款须扣款马币十元，如果到台

湾 HSBC 分行提款，则扣款马币五元）。 
 

ii. 通过 VISA PLUS 

一些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的提款卡（ATM Card）附有 Visa Plus 功能，例如：

Maybank, OCBC, Ambank, UOB(United Overseas Bank)等。只要在其中一家银行

开设户口，在申请提款卡时，同时激活 Visa Plus 功能，就能在台湾任何一家标

有  标志的提款机提款。提款额一般视用户在申请提款卡时所设定的

限额而定。由于个别银行作业方式有别，详细情形必须询问个别银行的服务专

员。 
 

注意事项： 

i. 开设外资银行户口须拥有特定条件（依不同银行或地区而有所不同） 

ii. 学生需将在台所开设的银行户口号码及相关资料通知汇款人。 

iii. 汇款时切记准确的填写收取人英文姓名，地址。 

iv. 汇款进帐后，当地银行不一定会通知收取人前往办手续（因各分行服务而

异），收款人须在汇款 1 周后前往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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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册所需文件(因大学而异) 

i. 录取通知书（正本） 

ii. 本校毕业证书（正本） 

iii. 成绩总表（正本） 

iv. 护照影印本 

v. 多张二寸白色背景照片 
 

 注意事项： 
学生应按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日期入学，并持以上文件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相关单位

报到。无故不按时报到即取消入学资格。 

 

2. 体格检查 
学生抵达台湾后需要再进行一次体格检查，而台湾姐妹校一般都会替学生安排。  

 

3. 申请外侨居留证须知 
i. 学生持居留签证抵台后 15 天以内至移民署办理外侨居留证，学生可在外侨居留证

效期内居留台湾。 

ii. 外籍生顾问室及侨生辅导室皆提供协助办理外侨居留签证。 
 

3.1 申请外侨居留证应备文件及费用 

a) 申请表 

b) 两张二寸相片 

c) 护照及居留签证正本、影印本各一份，正本验毕后发还 

d) 学生证 

e) 大学录取通知书 

f) 费用：外籍生：一年新台币 1000 元；侨生：一年新台币 500 元(学生只能申请

一年外侨居留证，然后每年延展一次) 
 

4. 全民健康保险 
i. 外籍生来台取得满四个月后必须加入全民健保，全民健康保险系属强制性保险，

凡符合投保条件对象均应参加全民健康保险。 

ii. 全民健保费每月为新台币 749 元；侨生：每月为新台币 329 元。 

iii. 外籍生顾问室及侨生辅导室皆提供协助办理全民健保。 

 

 

抵 达 台 湾 后 的 各 种 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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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凡申请台湾姐妹校升学者须详细阅读此册内容，如有不明白之处，请到本处洽询。申

请者如透过他人来咨询有关问题，而出现讯息上的传达差误，唯以本处当时所提供之

说明为准则。 
 
2. 本手册若有未尽善处，本处得随时增删之。内容如有更新或更改，本处将张贴告示于

布告栏上和学校内网，请同学自行留意。 
 
3. 申请者如成绩不符合所申请之姐妹校入学要求，而本处已经与申请者商谈或作出建

议，惟申请者仍坚持，则申请者必须承担不获录取的后果。 
 
4. 申请者如自行提出申请与本校合作姐妹校之外的大学，而个别学校接受，则日后面对

课程衔接或学分认证等问题，本处将无法提供协助，惟学生应自行负责，不应责怪本

处。 
 
5. 录取者日后到校注册时，若面对课程衔接或学分认证等问题，应第一时间向本处提呈

具体报告。如执意不寻求本处协助或通过其它单位协助，而无法在原则规定的期限内

获得毕业学分，其后果概由他人自行负责。 
 
6. 申请者/录取者所须呈交之文件，必须按本处所规定的时间内呈上，若有缺漏，而日后

面对升学上的问题，本处将无法凭资料查证提供协助，惟学生应自行负责。 
 
7. 升学者须自行处理国际护照与学生签证申请，本处不提供代办服务。 
 

 
 
 
 
 
 
 
 
 
 
 
 
 

升 学 者 须 知 重 要 事 项 
 

新纪元大学学院 

国际交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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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大学审核结果 

1.申请国际护照 

   *国际护照申请费为 RM200 

2.至台办指定医院作体检 

3.预订机票(须通知本处飞行资讯，方便本处通知相关大学提供接机服务) 
 

紧急作其它安排/延后计划 

至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申请签证 (需准备以下资料) 

1.国际护照                                                2. 录取通知书(正本、影印本各一份) 

3. 2 张护照型相片或 2 寸白色背景照片     4. 签证申请表                                            

5. 身体检查报告表                6.费用：RM279 

填妥住宿表格交回本处(若有) 

确定通知相关大学接机 

本处安排台湾留学行前说明

 

分发录取通知书 

填妥相关大学报名表格，并附上成绩表证

实副本及所需文件，缴付 RM85 行政费，

由本处将表格寄于相关大学 
 

启程前往有关大学 

到 台 湾 升 学 准 备 事 项 流 程 图 
附件 1 

不录取 

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