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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Christ’s College Mission Statement:
本校是一所依據聖經真理以雙語教學的高等教育學府的大學，致力於：
Christ’s College is a bilingual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stablished for
students, based on Biblical truth, and dedicated to:
(一) 提供優質的教育裝備學生，使其成為具有基督徒的品格和專業能力的終
身學習者。
Providing quality education to equip students both in Christian character
an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s lifelong learners.
(二) 在充滿愛心與教養的環境中，以基督教信仰傳播福音和栽培學生成為耶
穌基督的門徒。
Evangelizing and discipling students in the Christian faith in a loving and
nurturing environment.
(三) 培養學生進入社會時，具有基督教世界觀與人生觀，能成為基督改變世
界的使者，教會及職場中稱職的基督徒領袖。
Training students to go into the world and become Christ’s ambassadors
for change and competent Christian leaders at church and in the
marketplace guided by a Christian world and life view.

壹、 報名資格
一. 凡符合下列資格者，得向本校提出申請入學：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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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居留證件之華裔學生。香港或澳門居民，具有港澳永久居留資格證件，且
最近連續居留港澳或海外 6 年以上；並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規定，未
持有外國護照者。
註一：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緬甸、泰北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註二：所謂「連續居留」係指每曆年(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在臺灣地區停留
期間不得逾 120 日，否則視為居留中斷。
註三：申請人如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以連續僑居中斷論；其在臺灣地區停
留期間不併入港澳或海外居留期間計算（也就是海外連續居留時間須往
前推算）。請於報名時檢附證明文件一併繳交，以利審核。
1.在臺灣地區接受兵役徵召服役。
2.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3.參加臺灣地區大專校院附設華語文教學機構之研習課程，其研習期間 合
計未滿二年。
4.懷胎七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後未滿二個月。
5.罹患疾病而強制其出境有生命危險之虞。
6.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 內
之姻親在臺灣地區患重病或受重傷而住院或死亡。
7.遭遇天災或其他不可避免之事變。
8.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認定之技術訓練專班，其訓練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9.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符合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具相關證明文件者，其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不併入港
澳或海外居留期間計算。
連續居留港澳或海外採計期間之起迄年度非屬完整曆年者，以各該年度之採計期
間內，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予以認定。
符合前項第四款至第七款情形之一，在臺灣地區停留者，其跨年連續在臺灣地區
停留不得滿一年，合計不得逾二次。
註四：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得以取得僑居地公民權、永久居留權
或以其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認定之。
註五：僑生身分認定，由僑務主管機關為之；港澳生身分認定，由教育部為之。
註六：僑生及港澳生回國就學期間，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 不得任意變更身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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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七：若同時符合外國學生及僑生身分資格者，請擇一身分申請入學，一旦提出
申請後不得變更身分。
(二)僑生或港澳學生在臺就學因故自願退學返回，且在臺灣地區停留未滿一年者，得
重新申請來臺灣地區就學，並以一次為限。惟曾在臺灣地區大專院校（含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以下簡稱臺師大僑先部）註冊在學、休學、非因故自願
退學（如勒令退學）及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有案者不得重新申請。
(三)在當地華文中學、外文中學(含國際學校)畢業或相當於國內高級中學畢業取得畢
業證書（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者須附修業證明書），且經我政府駐外館處、僑務
委員會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查證屬實者。
註一：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或畢業年級高於相當國內高級中學學校之國外
同級同類學校肄業並修滿相當於國內高級中學學校修業年限以下年 級，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者，或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
類學校畢業生，得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大學校院：
(1)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
(2)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
(3)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
上述休學、退學或重讀年數之計算，自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所附具歷年成
績單所載最後修滿之截止日期，起算至報考當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註二：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學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
校畢業生就讀本校，應加修 12 個畢業學分(此12學分加修課程是屬於核心必修課
程；除了原有核心必修課程60畢業學分之外，加修12學分包括英文類3學分，科學
類3學分，人文類3學分，及社會科學類3學分)。
(四)同等學力資格之認定應依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辦理。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依本簡章之規定申請回國升學，違反規定者，取消錄取
資格；已入學者，應令退學並撤銷學籍。
(一)曾在臺肄(畢)業之高中學生。
(二)持偽造或冒用、變造證明文件或護照者。
(三)錄取後身分不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4 條規定者。

貳、

申請日期及方式

一. 申請截止期限
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截止報名
二. 申請方式
請將以下資料備齊在截止日期前郵寄或親自送至本校招生辦公室：
臺北基督學院 招生辦公室
25162 新北市淡水區自強路 51 號
Before June 30, 2015, Mail to: Christ’s College Taipei Admissions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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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Ziqiang Road, Danshui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25162 Taiwan (R.O.C.)
886-2-2809-7661 #2220, 2250 (overseas)
三. 繳交文件
1.

英文成績證明。托福成績達(或 TOEFL

ITP) 375 以上之英文成績證明。

2.

申請表一份。

3.

自傳一份(若報考傳播主修，請務必用中文撰寫) 。

4.

推薦函兩份。

5.

護照影本或其他國籍證明文件。

6.

僑生港澳學生具結書及港澳學生資格確認書。

7.

臺北基督學院的教育哲學和博雅教育同意書。

8.

相片：最近三個月內二吋的正面彩色半身照 3 張。

9.

學歷證件影印本
a.

大陸地區學歷：應依大陸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b.

香港或澳門學歷：應依香港澳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c.

其他地區學歷：
(1) 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歷同我國同級學校學歷。
(2) 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歷，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歷採認辦法規定辦
理。但設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外國學校學歷，應經大陸地區公證處
公證，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10. 美金 4,000 元以上的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或政府、大專校院或民間機構提
供全額獎助學金之證明。
11. 報名費：新台幣 3000 (美金 120)元整。
12. 三主修要求之專業文件：
英文主修

375分以上的英文預托福成績證明 (適用於
非英文母語的考生)

音樂主修

主副修演奏的影片 DVD -Video

傳播主修

中文撰寫的自傳及350分以上的英文預托福
成績證明 (適用於非英文母語的考生)

13. 報名截止日之前，完成網路視訊之英文口試及中文面試。
四. 前述所有表件於報名時均須繳交齊全，凡逾時報名或所附證件不齊全者，一律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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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亦不得申請延繳。
五. 所繳各項證件有偽造、冒用或變造等情事，則撤銷錄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撤銷
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畢業後始發現者，由學校撤銷畢業資格，並
追繳或註銷學位證書。
六. 申請資料寄(送)達本校後，經審查後發現申請資格不符，其所繳表件概不退還，請
申請人自行保留備份

參、

招生名額及成績計算方式

一、 總成績計算方式：依各科實得分數百分比之總和，核算為各考生之總成績。
二、 申請英文主修者英文預托福(Pre-TOEFL)成績須至少達 375 分，英文口試成績必須至
少達 60 分(滿分為 100 分)。
三、 申請傳播主修者英文預托福(Pre-TOEFL)成績須至少達 350 分。
四、 各科招生最低錄取標準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會議訂定之。依總成績高低，擇優錄取至
額滿為止。本項招生得酌列備取生。若總分相同時，依序由下列成績決定:資料審查
與面試、英文口試、及專業技能考試。若上列成績順序仍同分，則由招生委員會決定
之。
五、 各科成績計算比例:
基督教博雅學系學士班
正取 2 名

備取 2 名

英文主修

傳播主修

音樂主修

30%

30%

30%

視訊英文口試 10%

視訊英文口試 5%

中文自傳

主副修演奏 DVD

60%

65%

資料審查及
視訊中文面試

專業要求

肆、

視訊英文口試 70%

面試時間表
採個別通知網路視訊英文口試及中文面試時間

伍、

放榜及錄取通知

一. 公告錄取名單: 2019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 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頁。
二. 本校以掛號信函寄發錄取通知單，另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有關報到期程與方式，
請依相關說明辦理，逾期未完成報到者，視同放棄，考生不得異議。
三. 依正取生缺額情形依序遞補備取生，以電子郵寄 E-mail 通知，報到期間依通知為
準。
四. 入學通知單及學雜費繳費單將一併於 2019 年 8 月初之後，以快遞郵件寄發，並先
以 E-mail 通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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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學年度錄取生經報到後或備取生經遞補錄取後，不可再報名參加海外聯合招生委
員會辦理之招生。

陸、

註冊入學及繳費
一、錄取生接到入學通知及學雜費繳費單後，應依規定於註冊通知單記載日期前繳納
學雜費，並於開學前到校辦理註冊入學手續。
二、凡錄取生反未依規定時間內辦理註冊繳費者，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考生不得
異議。
三、錄取新生應於開學前依規定期限內到校繳驗下列正式文件，始得註冊入學：
1.

護照。

2.

【僑生】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正本、【港澳學生】(a)港澳護照或永久
居留資格證件正本、(b)在港澳或海外連續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正本。

3.

高中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正本、成績單等正本。

4.

最近 3 個月內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四、保留入學資格：新生因重病、懷孕、分娩、育嬰或重大事故不能依規定完成入學
手續者，應於註冊截止日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註冊課務組書面提出申請保
留入學資格，經核准保留入學資格之新生，毋需繳納任何費用。保留入學資格年
限，除依兵役法規定徵召入營服役者，得申請延長保留入學資格至服役期滿外，
均以一年為限。

柒、

來臺入學相關規定
一、錄取生若經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審查不符僑生或港澳學生身分資格者，本校將取
消錄取及入學資格，不得異議。
二、經申請入學就讀之僑生及港澳學生，不得自行轉讀或升讀回流教育之進修學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例假日授課之班別。
三、錄取生入學後之修業規定及學籍須遵守教育部相關法規與本校學則之規定。
四、入學許可並不保證簽證取得，簽證須由我國駐外館處核給。
五、來臺升學學生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僑生】
(一)持外國護照者，憑護照（效期須超過 6 個月以上）、6 個月內 2 吋白底彩
色半身照片 2 張、簽證申請表、入學通知書及最近 3 個月內由衛生福利
部疾病管制署或僑居地駐外館處認可之國外合格醫院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
明（含 HIV 等檢測，檢查項目詳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址：
http://www.cdc.gov.tw/點選出入境健康管理/外國人健檢/居留健檢）及我駐外館
處要求之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向我駐外館處申請居留簽證來臺，並於入國後
15 日內向居留地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站申請外僑居留證。持泰國護
照僑生因獲錄取而向駐泰國代表處申請簽證及入境我國機場、港口時，均應
繳驗具有泰國公民權之證明。
註：「簽證申請表」請先逕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網址:www.boca.gov.tw)點 選
簽證/線上填寫申請表專區/一般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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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臺無戶籍者，應在僑居地備齊下列文件(1)申請書（繳交相片

1

張、依

國民身分證規格）(2)僑居地或居住地身分證明(3)我國護照或其他足資證明
具有我國國籍之文件(4)僑居地或居住地警察紀錄證明書（未成年人，其僑
居地尚無發給或不發給者免附）(5)最近 3 個月內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指定合格醫院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6)入學通知書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向我駐外機構申請核轉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發
給單次入國許可證及臺灣地區居留證副本，自入國之翌日起 15 日內，持
居留證副本向移民署換領臺灣地區居留證。已入國（境）停留者，得備齊上
述所須文件，入國許可證件，向移民署申請臺灣地區居留證。
(三) 在臺原有戶籍且已辦理遷出 (國外 )登記，且未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或臺灣地
區人民身分者，持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如於原戶籍居住者
，應向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入登記；如未於原戶籍地居住者，得向
居住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入登記。
遷入如欲單獨成立一戶者，應提憑最近一期之房屋稅單、房屋所有權等相關證明
文件，如欲遷入他戶，應提憑遷入地戶口名簿及原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最近
2 年內拍攝之符合規格相片 1 張〔新式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可至內政部戶政司全
球資訊網網站(http://www.ris.gov.tw)查詢〕、印章(或簽名)，至原戶籍地或居住地戶
政事務所辦理遷入登記，並同時請領新式國民身分證。
【港澳生】
檢具入境申請表1件(附2吋彩色正面半身脫帽白底近照1張)，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
格證件影本1件，向香港或澳門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申請入境證。錄取考生持入境
證入境並到校註冊後，檢具居留申請書1件(附2吋彩色正面半身脫帽白底近照1張，
與國民身分證規格相同)、入學通知書、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證件影本 1件、香
港或澳門警察紀錄證明書1件(20歲以下免附)、健康檢查合格證明1件、居留入出境
證件規費及由本校所出具學校公文，至移民署辦理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

捌、

考生申訴

一、考生對於申請結果認為有損害其權益情形時，得於本校錄取結果通知單寄發之次日
起 15 日內，以書面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
二、考生申訴書應詳載考生姓名、申請學系、通訊地址、聯絡電話、日期、申訴之事實
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救及檢附有關文件或證據。
三、考生申訴案，如有下列情形者不予受理：
(一)非參加本項申請入學之考生。
(二)招生有關法令或招生簡章已有明確規範者。
(三)不具名申訴者。
(四)逾申訴期限。
(五)要求重新評閱試卷、書面審查或口試。
四、受理之申訴案，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成立「申訴處理小組」處理之。必要時，得通知
申訴人或關係人列席說明。
五、申訴以一次為限，申訴處理結果由招生委員會於一個月內函覆申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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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 臺北基督學院 108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學生申請入學報名表

中文姓名

性別

Chinese Name

Gender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print)
護照英文名

兩吋相片黏貼處

Name on Passport

2” Photo

國籍

護照有效期

Nationality

Date Passport

護照號碼

expires

Passport no.
生日

出生地

市 City

Place of Birth 國家 Country

Birthdate

連續居留港澳或海外 6 年期間是否因本簡章申請資格

□否 □是，本人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併同申請表

之備註所規定之 6 項情形之一，致其中一年在臺停留

繳交。

個人資料

逾 120 日。
分發在臺期間因故自願退學返回香港或澳門且在臺停

□否 □是，本人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併同申請表

留未滿一年者，得予重新申請，以一次為限。

繳交。

Personal Information

中華民國護照號碼
R.O.C. passport

中華民國
□「無」

身分證 ROC ID

電話

手機

Daytime Phone

Cell Phone

□「無」

電子郵件
E-mail
郵寄地址
Mailing Address
僑居地

移居僑居地年份

Residence place

Immigration year

移居僑居地前
居住地 Residence
before immigration
學歷
Education

港澳永久性居民
身分證號碼
HK or Macao ID
學校名稱 School Name

最高學歷
Highest Education
高中學歷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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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日期 Graduation Date

基督徒
Christian
非基督徒
Non-Christian

□受洗 Baptized

□信而未受洗 Not Yet Baptized

□慕道友 Interested in

Christianity
□其他 Other beliefs 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信仰 No Belief

監護人姓名

電話

關係

Guardian's Name

Phone No.

Relationship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生日 Birthdate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生日 Birthdate

父親 Father

母親 Mather

在台聯絡人

中文姓名

電話

Chinese name

Telephone

Contact in Taiwan
地址 Address

請勾選你要報考的主修：(單選) Choose one
主修 Major
□英文 English

英文測驗
English Exam

語言能力 Language ability

English Ability

□TOEFL
□TOEIC
□IELTS □Other:
□PBT
□ CBT/IBT □pre-TOEFL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 成績 Score: ____________
請交正本成績 Please submit an original copy of the score.
優 Excellent

佳 Good

可 Ok

差 No Good

無 zero

 聽 Listening

□

□

□

□

□

 說 Speaking

□

□

□

□

□

 讀 Reading

□

□

□

□

□

 寫 Writing

□

□

□

□

□

優 Excellent

佳 Good

可 Ok

差 No Good

無 zero

 聽 Listening

□

□

□

□

□

 說 Speaking

□

□

□

□

□

 讀 Reading

□

□

□

□

□

 寫 Writing

□

□

□

□

□

自評 Self Evaluation

中文能力

□傳播 Communication

我已經考過 I have already Taken:

自評 Self Evaluation
英文能力

□音樂 Music

Chines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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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Source

如何知道本校
How did you find
out about Christ’s
College Taipei?

□親友 Relative or Friend________
□廣告媒體 Advertisement _______
□大學博覽會 University Exhibition
□教會 Church___________

□學校同學 High school Classmate________
□本校學生 Christ’s College Student______
□校友 Alumnus___________
□其他 others___________

報名

費

□申請費 Application Fee NT$3000 ($120 USD)
凡報名本項招生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校將其個人資料運用於本招生事務使用，並同意將個人資料提供
予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主管機關（教育部）及內政部移民署。

注意

事項

The applicant agrees to allow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be used for CCT entrance exam affairs, and agrees to
provide the above information to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Committe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the
MOE, and the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我所填的資料都是屬實，如有虛偽造假，願負法律責任。
I hereby attest that the above statements are true and correct.

簽名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plication Checklist
申請編號 Applicant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托福成績證明。TOEFL ITP/TOEFL certificate.
□申請表一份 Application Form
□自傳一份

Autobiography

□推薦函 2 份 Two recommendation letters
考生勿填 Official Use Only

□護照影本或其他國籍證明文件。港澳生需繳交港澳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影本。
Copy of passport (front page) or other equivalent verification of nationality.
□僑生及港澳學生具結書 Affidavit for Overseas Chinese, Hong Kong or Macao student status
□臺北基督學院的教育哲學和博雅教育同意書 Christ’s College Taipei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d Christian
Liberal Arts Agreement Form
□相片：最近三個月內二吋的正面彩色半身照 3 張 Three 2" Photos
□學歷證件影印本：
Proof of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美金 4,000 元以上的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或政府、大專校院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學金之證明。
A financial statement with a minimum balance of US$4,000 or a copy of a scholarship award notification to
complete the applicant’s study in Taiwan
□

報名費：申請費新台幣 3000 (美金 120)元整。Application fee: $120 USD.

□

三主修要求之專業文件：The required documents for majors.

歡迎與我們聯繫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招生辦公室 Recruitment: (overseas)+ 886-2-2809-7661 ext. 2250
(in Taiwan) 02-2809-7661 ext. 2250, admissions@cct.edu.tw

9

臺北基督學院的教育哲學和博雅教育同意書
Christ’s College Taipei’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d Christian Liberal Arts Agreement Form
臺北基督學院的教育哲學 Christ’s College Taipei ’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臺北基督學院的教育哲學乃是奠基於基督教的世界觀與生活態度。我們相信上帝為了祂的榮耀創造了
人類以及萬物，然而人卻選擇悖逆上帝，落入全然敗壞及遠離上帝的境地。儘管人類悖逆不順服，上
帝卻仍然愛世人，祂以透過獨生愛子耶穌的生命、死亡、與復活成為世人與祂之間恢復關係的橋樑。
因此，當我們追求在今生遵行上帝之道，得著今生結束後能有永生的確據，享受永遠與祂同在喜樂的
同時，便訂定以「永遠榮耀神」和「以神為樂」做為臺北基督學院這個教育機構的教育目標及生活目
的。身為一基督教高等教育學府的目標是期望能透過認識上帝、研讀聖經、了解自身所處的物質世界
和文化環境轉變更新學生的生命。
At Christ’s College our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flows out of our philosophy of life and our Christian world
view. We believe that God created everything, including people, for the purpose of glorifying Himself.
People, however, have chosen to rebel against God and have become totally corrupt and estranged from
God. In spite of our rebellion, God loves mankind and has made a way of reconciliation between Himself
and us, through the lif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Therefore, the goal of our lives and
of our work as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s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as we seek to live in
obedience to His word in this life with the assurance that we will live forever with Him after this physical life
is over. As an institution of higher Christian education, it is our goal that our students be transformed by
knowing God, studying His word and studying the basic physical and cultural structures of the world in
which they live.
臺北基督學院的教育目標 Christ’s College Taipei ’s Institutional Purpose (Christian Liberal Arts
education)
我們認為基督教博雅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以及精進學生的理性與思辨能力、發展價值的判斷與分辨
能力、提出具創意之解決方法、以及與他人透過語言及文字做有效的溝通。針對各樣議題能清楚的思
考須具備吸收大量資訊與各樣想法的能力，反之心思貧瘠則限制思考。博雅教育所培養的畢業生除了
在特定學科領域中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能外，也能具有跨領域知識寬廣的見識。在吸收與消化資訊的同
時，學生須具備與跨領域團體共同合作的能力。博雅教育其獨特觀點即基督徒一旦領受上帝恩典與經
歷上帝恩典，自然而然會流露出憐憫與關懷他人之胸懷。由於所受教育是奠基在上帝的真理以及具備
跨領域的知識基礎上，畢業生能擁有不斷成長的工具，也能夠在其專業領域、職場、教會以及社會中
有所貢獻。
We believe that the purpose of higher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s the development and/or refinement of
higher-order thinking and reasoning skills, the capacity to make relevant judgments and discriminate
among values, the ability to come up with creative ideas and solutions and the ability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one's thoughts to others in speaking and writing. Thinking clearly about issues requires the
acquisition of a large body of information and ideas, without which the mind is too barren to sustain
serious thought. The liberal arts graduate will have knowledge and skills that give competence in a
particular discipline, but will also have the wider perspective that comes from surveying knowledge that
cuts across various disciplines. In order to gather and process this information it is often necessary for
individuals to be able to work cooperatively in interdisciplinary teams. One aspect of a liber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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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that is distinctively Christian is the truth of God’s grace, which, once experienced, leads to a
heart of compassion and caring for others. Grounded in the truth of God’s word and the wider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from a variety of disciplines, Christian liberal arts graduates possess tools to continue to grow
as individuals and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ir disciplines, vocations, families, churches and
communities.
為要實施臺北基督學院的教育哲學和博雅教育，故對本校學生有下列之要求：
An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d Christian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t Christ’s College
Taipei requires that all students:
1. 能接受本校以基督教之觀點來治校；
will accept the college’s management based on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2. 必須參加每週數次之崇拜；
will be required to attend several religious services every week;
3. 必須住校及參與每週數次之晚禱；
will be required to live in the dorms and attend several night devotions every week;
4. 必須完成修讀聖經課程；
will be required to take Bible courses;
5. 接受所有課程均以基督教之觀點來授課；
will accept that all classes will be taught from a Christian worldview;
6. 能接受本校基督教博雅教育的核心課程，並配合相關的主修專業課程。
will be required to take Christian liberal arts core courses along with major-specific courses.
7. 必須持守符合基督教價值觀之行為規範（例如：彼此尊重、誠實、穿著端莊、言語合宜有禮、不
飲酒抽菸等）；will be required to abide by a campus code of conduct that is based upon Christian
values (e.g. mutual respect, honest, wearing modest clothing, using polite language, not drinking or
smoking, etc.);
我已閱讀並了解臺北基督學院之教育哲學和博雅教育重點。我願意參與並遵守以上所列之規定。
I have read and understand Christ’s College Taipei ’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d the nature of a Christian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nd am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is type of education. I am also willing to do what is
required of all students, as stated abov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Signature

日期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監護人簽名Guardian’s Signature

日期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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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 Autobiography
中英文姓名 Name：

准考證號碼 Applicant No.：

申請傳播主修者需以手寫中文自傳
Communication majors need to hand write this autobiography in Chinese
一、家庭背景 Family Background (200-300 字 words)

二、成長過程 Personal Growth Process (200-300 字 words)

三、求學歷程 Educational Background (200-300 字 words)

四、特殊成就、表現、專長 Special Accomplishments (200-300 字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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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仰告白、經歷、與見證 Faith Statement, Experience & Testimony (200-300 字 words)

六、深造緣由與讀書計畫 Reason for wanting to study at Christ’s College & Study Plan (300-500 字
words)

敬請詳填以下個人行為簡歷，供面談使用：
Pl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in detail. These will be used during your interview.

1. 是否曾有住院、開刀或重大疾病情況：
Have you ever been hospitalized, had an operation, or serious illness?
□沒有 No

□曾有 Yes

說明 Explai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是否曾有長期（連續超過二個月）服藥之情況：
Have you ever been on medication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continuously for more than
2 months)?
□沒有 No

□曾有 Yes

說明 Explai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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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涉及攜帶武器、暴力、參與不良幫派，或於治安機關登記有案：
Have you ever carried a weapon, used violence, or participated in gangs, or do you have a
police record?
□沒有 No

□曾有 Yes

說明 Explai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曾有精神官能症、團體適應、心理性格、學習障礙等問題，導致影響課業情況：
Have you have had any mental, sensory, personality illness, or disease that may affect your
ability to live on campus function socially in a group, or to do college work?
□沒有 No

□曾有 Yes

說明 Explai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Have Disability Card
5. 曾感染傳染性疾病（如肺結核、肝炎…等）：
Have you ever had any infectious disease (e.g. tuberculosis, hepatitis, etc.)?
□沒有 No

□曾有 Yes

說明 Explai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確認以上敘述屬實，供學校參考。
I hereby attest the above is true, and provided for the schools consideration.
學生簽名 Signature:

招生與面試審視意見：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valuators onl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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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基督學院報考推薦函
Christ’s College Taipei Admissions Recommendation Letter
填表須知 Instructions：
1. 推薦人必須是：教會牧師 、長執 、傳道人 、授業教師 、工作主管 、本校校友及教
職員，且至少認識報考者六個月以上。以上推薦人與報考者關係不可為直系親屬。
The recommender must be (1) a church pastor, church elder, church minister, teacher, work
supervisor, Christ’s College alumni, faculty or staff, (2) should know the applicant for at least
6 months, and (3) cannot be an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2. 本資料乃機密文件。請逐項填妥密封後，寄「25162 新北市淡水區自強路 51 號臺北基
督學院招生委員會」收。或者密封於信封後，交予報考者繳交。
This is a confidential document. The recommender should place this form in a sealed
envelope, sign over the seal, and mail or deliver in person to: Admissions office, No. 51,
Ziqiang Road, Danshui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25162.
3. 本推薦函乃重要參考資料，請儘早寄回本校，以利報考者之入學申請。
This recommenda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evaluation of the applicant. Please return it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help the applicant be ad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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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基督學院報考推薦函
Christ’s College Taipei Admissions Recommendation Letter
准考證號碼 Applicant No：________________
報考者姓名 Applicant’s Name：
性別 Gender：

出生 Date of Birth：

年

月

日

住址 Address：□□□□□
電話 Phone：(家 Home)

(手機 Cell)

是否首次報考本院 First Time Applicant?：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教信仰 Faith: □受洗 Baptized

□信而未受洗 Not Yet Baptized

□慕道友 Interested in Christianity
□天主教 Catholic □道教 Taoist

□佛教 Buddhist
□其他 Other

※ 此欄請考生先行填寫後，交由推薦人。
Applicant: Please first fill in this box before giving this form to the recommender.
推薦人 Recommender：
姓名 Name：

性別 Gender：

_____

與報考者關係 Relationship：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認識報考者年數 How long have you known the applicant?：______
單位 Organization：
職稱(身份) Tit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處 Address：□□□□□
電話 Phone：(家 Home)___________________(手機 Cell)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 Character

Excellent

Good

Fair

Poor

Not

優

良

可

劣

sure
不詳

自我紀律 Self-Discipline

□

□

□

□

□

勤勉好學 Diligence

□

□

□

□

□

性格成熟 Personal Maturity

□

□

□

□

□

情緒穩定 Emotionally Stability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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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對長輩態度 Attitude towards Elders

□

□

□

□

□

人際關係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

□

□

□

□

責

任 感 Responsibility

（一）報考者實況 Applicant’s Real Situation：對以上情事之具體說明、描述、或舉例
Explain, describe or give examples for the evaluation abov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校係基督教教育學府，盼對考生的信仰背景有所了解。該生若是基督徒，請填(二)信徒欄；若不
是基督徒，請填(三)非信徒欄。Because Christ’s College is a Christian college, it desires to understand the
religious background of applicants. If the applicant is a Christian, please fill in (二), otherwise fill in (三).

（二）信徒欄 For Christian Applicants：
1. 您認為該生是否為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Do you believe the applicant is a born again Christian?

□是 Yes

□否 No

□不詳 Not Sure

2. 您對該生的教會生活是否了解？Are you familiar with the applicant’s Church life?

□是 Yes

□否 No

□不詳 Not Sure

若「是」，請告訴我們該生有否參加下列的教會活動(以經常參加為原則，偶而參加則不算)：
If “Yes”, please tell us what the applicant regularly participates in:
聚會方面 Attends：

□主日崇拜 Sunday Service

□青少年團契 Youth Fellowship □禱告會 Prayer Meeting

□青少年主日學 Youth Sunday School

□其他 Other________________

事奉方面 Serves：

□領會 Worship Leader □司琴 Accompanist □詩班 Choir □兒童主日學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青少年主日學 Youth Sunday School □其他 Other____________
3. 您是否認為該生在生活言行上有好行為，能夠榮耀主？
Do you believe the applicant has good speech and behavior that that is able to glorify the Lord?

□是 Yes

□否 No

□不詳 Not Sure

為 1~3，請您具體說明 ： For 1~3 above, please giv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非信徒欄 For Non-Christian Applicants：
請簡述考生對基督教信仰的看法。 Summarize the applicant’s opin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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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身心健康狀況 Physical and Health Situation：
Yes

No

Not Sure

是

否

不詳

有無特殊疾病 Has a special medical condition?

□
是否曾住院 Been hospitalized before?
□
目前是否就醫 Currently being treated?
□
身心是否異常 Psychologically emotional problems? □
是否曾住院 Been hospitalized before?
□
目前是否就醫 Currently being treated?
□
有無喝酒習慣 Has a drinking habit
□

□
□
□
□
□
□
□

□
□
□
□
□
□
□

□
有無網路成癮 Has an Internet/Computer Addiction □

□
□

□
□

有無抽煙習慣 Has a smoking habit?

(五）其他意見 Additional Comments:

___________

建議 Recommendation：
1. 貴校對該報考者應作下列處理
Do you recommend this student to Christ’s College?
□接受 I heartily recommend

□不能確定 I recommend with reservations

□拒絕 I do not recommend
2.

如同意「接受」
，該生應加強何種學習與訓練、與後續輔導？
If you checked “heartily recommend”, which aspect of learning or training should the applicant
improve in or be counseled on after enrolling?

備註 Additional Comment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人簽署 Recommender’s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

本資料乃機密文件。請逐項填妥密封後，寄「25162 新北市淡水區自強路 51
號臺北基督學院招生委員會」收，或密封於信封中，交予報考者繳交。
This is a confidential document. The recommender should place this form in a
sealed envelope, sign over the seal, and mail or deliver in person to: No. 51,
Ziqiang Road, Danshui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2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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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Appendix 1

僑生港澳學生具結書
Affidavit for Overseas Chinese, Hong Kong or Macao student status
本人_______________申請貴校________________主修 108 學年度(西元 2019 年)
自行招收僑生港澳學生申請入學，因申請時尚未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
法」或「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第二條有關「最近連續居留海外六年以
上」之規定，本人同意至西元 2019 年 8 月 31 日止應提出符合：
（請勾選）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所定連續居留海外期間之僑生資格規定，
□「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所定連續居留港澳或海外期間之港澳資格規
定，
否則應由 貴校撤銷原錄取資格。
此致
臺北基督學院招生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護照號碼：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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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年

月

日

附錄二 Appendix 2

文件驗證切結書
Affidavit of Admissions Documents (to be verified)
□2019 年秋季班 Fall Semester
本人_______________申請貴校________________主修, 僑生港澳學生申請入學，保證於報到
註冊時補交下列文件：
I,____________________

_ (print name), am applying to the __________

____major at

Christ’s College Taipei, I hereby promise that I will submit the following authenticated documents
to Christ’s College at the time of registration.
Please confirm the following items and place a check mark (✓) next to those documents to be
submitted.
註記

項目 Items

Check
(✓)
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最高學歷證件正本一份
One diploma of my highest education or the equivalent document. It must be
already authenticated by the Taiwan Overseas Representative Office
經駐外單位驗證之最高成績證明正本一份
Submit an original transcript of the highest level of education. It must be
authenticated by the Taiwan Overseas Representative Office
上述文件，若是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經過驗證之中文或英文譯本
If the original documents are not in English or Chinese, an English or Chinese
translation with the copies is required and must be authenticated by the Taiwan
Overseas Representative Office is also required
若在註冊時無法提供繳驗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學歷證明及成績單正本；本人願放棄錄取資格，
絕無異議。
At the time of registration, I will present my original diploma and an original transcript to Christ’s
College Taipei. I understand that if I cannot submit these documents, I will be disqualified for
enrollment and I must leave Christ’s College Taipei.
切結人簽章 Applicant’s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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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Appendix 3

國外學歷切結書

Declaration of Proof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1. 本人所提供之最高學歷證明(申請大學部者提出高中畢業證書、申請碩士班者提出大學畢
業證書、申請博士班者提出碩士畢業證書)，在畢業學校所在地國家均為合法有效取得畢
業資格，並所持之證件 相當於中華民國國內之各級合法學校授予之相當學位。
The diploma granted by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 last attended is valid and has been
awarded legally in the country where I graduated. The certificate is comparable to that which
is awarded by certified schools in Taiwan.
2. 本人所提供之所有相關資料（包括學歷、護照及其他相關文件之正本及影本）均為合法有
效之文件，如有不符規定或變造之情事，經查屬實及取消入學資格，且不發給任何有關之
學分證明。
All of the documents provided (including diploma, passport and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original or copy) are valid. Should any documents be found to be invalid or false, my
admission to CCT will be revoked, and no proof of attendance will be issued.
3. 本人取得入學許可後，在辦理報到時，須繳交我國駐外館處、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
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畢業證書及成績單（認證章）正本，始得註冊入學，屆時若未如期
繳交，即由 貴校取消入學資格，絕無異議。
At the time of registration, admitted applicants must provide the original academic degree
diploma and transcripts verified by a Taiwan overseas representative office, or verified by
an institute established or appointed by, or through a private agency commission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If the related certificates cannot be submitted on time, the admissions offer
will be revoked.
4. 本人不曾在台以外國學生身份完成高中學校學程，亦未曾遭中華民國國內大專院校退學。
I hereby certify that I did not complete a high school program in the R.O.C. under
international student status, and I have never been expelled from any university or college in
the R.O.C.
5. 簡章中文版與英譯版語意有所差異時，依中文版為主。
If there should be any discrepancy or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ranslated
English versions, the Chinese version will prevail.
上述所陳之任一事項同意授權貴校查證，如有不實或不符規定等情事，於入學後經查證屬實
者，本人願意接受貴校註銷學籍處分，絕無異議。
I authorize Christ’s College Taipei to verify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above. If any document is
found to be false after admission, I have no objection to being deprived of registered student
status.
Applicant’s name (print) :
申請人簽章 Applicant’s signature

日期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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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Appendix 4

財力證明 Financial Guarantee
本人

與被保證人
(請填寫姓名)

(請填寫被保證人姓名)關係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願擔保被保證人在臺北基督學院就學及生活所需一切費用支出。

此 致
臺北基督學院招生委員會

I,

, and the applicant,
(Guarant’s Full Name)

,
(Applicant’s name)

hereby guarantee that the applicant's total living and tuition expenses while attending Christ’s
College will be paid in full.

Submitted to
Christ’s College Taipei Admissions Committee
No. 51, Ziqiang Road, Danshui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25162
886-2-28097661 ext 2250, 2220 (overseas)
02-28097661 ext 2250, 2220 (in Taiwan)

保證人 (Guarantor):
與被保證人關係 our relationship being
護照(居留證)號碼 (Passport or ARC No.):
聯絡電話 (Tel):
電子郵件 (E-mail):
具結日期 (Date): ________ 年(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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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M)

日(D)

附件五 Appendix 5-1

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供 108 學年度適用）
本人

為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於西元 2019 年赴臺就學。本人確認報名時符合下列
（請填寫姓名）

各項勾選情況（請就以下問項逐一勾選）：
一、本人具有香港或澳門永久居留資格證件：
□是；本人具有
（請填寫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二、以簡章報名截止日往前推算，本人符合下列最近連續居留境外註 1 之年限規定：
註 1：所稱境外，指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至「連續居留」係指每曆年（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來臺停留時間不得逾 120 日。

□最近連續居留境外 8 年以上。
□最近連續居留境外已滿 6 年但未滿 8 年。
□最近連續居留境外未滿 6 年。
□計算至西元 2019 年 8 月 31 日止始符合最近連續居留境外滿 6 年（申請就讀大學醫學
系、牙醫學系及中醫學系者須滿 8 年）。
三、承上題，最近連續居留境外期間曾否在臺灣停留超過 120 日？
□是；本人另檢附
證明文件。
□否。
四、確認您的報名身份是「港澳生」或「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只能填寫一種）
□港澳生(以下 4 擇 1)
1□本人具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以下 3 擇 1)
1□本人具有英國護照，兼具香港永久居留資
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連續居留
香港、澳門或海外 6 年以上
2□否；本人無葡萄牙護照、英國國民（海外） 2□本人具有葡萄牙護照，且首次取得葡萄牙
護照或香港、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
護照日期為：1999 年 12 月 20 日後取得，
兼具澳門永久居留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
3□是；本人具有葡萄牙護照，且首次取得葡
籍，且最近連續居留香港、澳門或海外 6
萄牙護照日期為：1999 年 12 月 19 日(含)
年以上。
前取得（錄取後需檢附澳門特區政府身份
證明局開立之「個人資料證明書」始得申
辦赴臺就學簽證）。
4□是；本人具有
（請填寫國 3□本人具有
（請填寫國家）護
家）護照或旅行證照，同意於錄取分發後放
照或旅行證照，兼具香港、澳門永久居留
棄外國護照或旅行證照。
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連續居
留香港、澳門或海外 6 年以上。
（申請就讀
大學醫、牙及中醫學系者須滿 8 年）。
(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
區)

本人確認前述填報資料均屬實，如有誤報不實致報名資格不符情事，其責任自負，絕無異議。

立聲明書人：
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西 元

年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