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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加拿大、澳洲學海飛颺計畫甄選辦法 
發布單位 應用英語科 發布日期 112.01.11 

★留學主旨：為培養本科學生國際視野及增強專業學術能力，鼓勵本科學生前往加拿大或澳

洲留學至少一學期。 

★名    額：不限名額。(須符合個別機構開班註冊人數要求)。  

★地  點：加拿大昆特侖理工大學(Kwantl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ka.KPU) 

           澳洲坎特伯里理工學院(Canterbury Technical Institute aka.CTI)、 

 澳洲布里斯本 Gamma Education and Training (Gamma)。 

★留學期間：112年(西元 2023年) 8月至 12月或至 114年(西元 2025年)6月。 

★留學介紹：本校申請者得以成為加拿大或澳洲教育機構的修課學生，深入了解英美澳學制 

            及專業證照取得學制，藉一學期或一學年之課程修習，改變人文及專業素養， 

            並於返國後實質提升學生各方面的英語能力，並協助銜接學生未來在國內的高 

            等教育，或海內外的留學、工作機會。 

  ★留學須知：1.留學費用： 

(1)應用英語科預計申請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加拿大 KPU每人 NTD350,000

元、學海飛颺計畫—澳洲 CTI及 Gamma每人 NTD200,000元之補助，最終補

助經費依教育部實際核定金額為主。 

(2) 除留學津貼或福利外，留學生需自備足夠生活費用               

2.其餘留學相關規定依應英科制定之海外留學相關法規辦理。 

★徵選資格：  1. 本校三年級以上年滿 18足歲之正規學籍學生。 

             2.申請前的歷年或前一學期在校學業平均成績 70分(含)以上，操行成績 80分  

(含)以上者。 

3.若留學 CTI-餐飲客服證照一年，或 KPU 留學一學期，須於此學海計畫申請 
前達多益成績 615 分以上或其他同等國際認證之英檢程度 (如，雅思 5 分以上)。  
若欲申請 Gamma 留學一年，除須於申請前符合前述英檢程度標準外，另須於正 
式申請入學前，提出等同雅思 5.5 以上之英檢程度(等同多益 750 分以上)，或參 
加該校舉辦之入學考試，通過其測驗標準後，方可申請入學。以上之留學申請 
者皆須具備良好英語溝通能力者。 

4.具國際文化交流之積極意願參與者。 

5.認同海外教育機構與本科締結之合作意向書者。 

6.無特殊疾病及不良嗜好者。 

★甄選標準：1.書面審查 60%。(操行成績 30%、學業成績 15%、英語檢定成績 15%)。 

2.面試 40％。(參與動機 10%、人格特質 15%、英語表達能力 15%)  

3.前一學期班排未達班級排名前 50%者請勿申請。 

★繳交資料：1.報名表。 

2.家長同意書。 

3.申請前的歷年或前一學期在校學業成績單(請擇優檢送)。 

4.多益或其他國際認證英檢證書影本。 

5.參與英語相關專案或活動之證明。 

(請於 2/7(二)中午 12點前繳交紙本至應英科辦公室吳欣霏老師，並以 PDF檔電郵所有資料至

victoriaLL@ms.szmc.edu.tw)，檔案名稱須標示年度、計畫名稱及申請者中文全名。 

mailto:%E4%B8%A6%E4%BB%A5PDF%E6%AA%94%E9%9B%BB%E9%83%B5%E6%89%80%E6%9C%89%E8%B3%87%E6%96%99%E8%87%B3victoriaLL@ms.szmc.edu.tw
mailto:%E4%B8%A6%E4%BB%A5PDF%E6%AA%94%E9%9B%BB%E9%83%B5%E6%89%80%E6%9C%89%E8%B3%87%E6%96%99%E8%87%B3victoriaLL@ms.szm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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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時間：112年 2月 13日(星期一)上午 8:50~9:50。[2月 15日(星期三)前公告面試結果] 

★面試地點：應英科辦公室。 

★留學生回國前後之義務： 

1. 每學期結束前或整年留學回國前獲學海補助生應提出最新國際認證之英

檢成績，以證明自己短期留學後英文能力進步的具體成果。  

2. 於校內至少舉辦 1場「海外短期留學計畫」經驗分享會。 

3. 撰寫留學心得並附彩色照片，至少 2000字，上傳科相關網站分享。 

4. 發表研習心得&活動短片。 

5. 國際學生來本校交流期間，主動接待及成為寄宿家庭。 

  ★依據文件:請點閱網址: http://english.szmc.edu.tw/  參考相關所需條文規定。 
  ★注意事項： 

1. 海外留學之學期總成績評分佔比為:留學機構負責 70%評量分數，應英科負責 30%之評

量分數。 
2. 因故無法如期完成學業者，需先取得海外學校與本校同意，依照狀況個別處理。 
3. 在海外學校研修，學業成績不及格之科目，其學分無法認列於樹人畢業學分。 
4. 獲獎助生海外操行經科務會議通過，確認有重大缺失者，其在海外留學之學業成績一

概不予以承認。 
5. 其他相關獎學金補助將另行通知。 
6. 須參加行前說明會，會中會針對在海外生活安全、文化等規範事宜進行說明。 
7. 其他不備事項，另行通知。 

 

甄選時程 
項次 日期 審查項目 審查內容及注意事項 地點 

1.  
112/2/07(二) 

中午 12點前 

繳交報名相

關書面及電

子資料 

1. 報名表。 

2. 家長同意書。 

3. 歷年或前一學期在校成績單。 

4. 通過海外教育機構個別英檢成

績證明。 

5. 參與英語相關專案或活動之證  

明。 

應英科

辦公室

及負責

老師之

電郵信

箱 

2.  

112年 2月 13日 

(星期一) 

 
面試委員會 

甄選標準： 

1. 書書面審查 60%。(操行成績

30%、學業成績 15%、英語檢定成績

15%)。 

2. 面試 40％。(參與動機 10%、人格特

質 15%、英語表達能力 15%) 

請著正裝。(時間若有變更，將另行通

知) 

應英科

辦公室 

3.  
112年 2月 15日 

 

公布各計畫

科錄取名單 

應英科公布錄取名單及名次順序 

 

應英科

公佈欄 

及官網 

4.  112年 3月中旬 公布各計畫 本校國交中心公布正式錄取名單 應英科

http://english.szm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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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級正式之

錄取名單 

公佈欄 

及官網 

5.  
112/6月初 

 

公布教育部

補助名單 

教育部公布錄取最低人數及補助總金

額 

應英科 

公佈欄

及官網 

6.  112/6月-7月 
家長學生行

前說明會 

針對海外機構、生活、學習等進行說明 科指定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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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學海飛颺計畫甄選報名表 編號:________ 

 

姓名:(中) 姓名:(英)(需與護照同) 欲申請機構:  

班級： 學號： 

家用電話、手機 & 電郵: 

 

 

最高英檢成績(須為國際認證之考試): 

專業證照或特殊優良事蹟(須附佐證資料；無，寫

NA): 

西元生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申請前的歷年在校學業平均成

績:____________。  

申請前的前一學期在校學業平均

成績:___________。 

申請前的歷年在校操性平均成績:__________。 

  

申請前的前一學期在校操性平均成績:________。 

地址: 

中、英文簡要自我介紹(請自我延伸撰寫空間，至多兩頁，字體 12，中英文字數總共

至少 250字)：  

 

 

 

 

中、英文甄選動機(請自我延伸撰寫空間，至多兩頁，字體 12，中英文字數總共至少

250字)： 

有無特殊疾病，及常需服用藥物: 

(請據實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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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簽名:   日期:   

 

家長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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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學海飛颺計畫甄選分數表 (評審用) 

班級: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 

1. 書面審查 60% 

操行成績 30% 學業成績 15% 英語檢定成績 15% 
書面審查總分 

(須達班排前 50%) 

    

 

2. 面試 40％ 

參與動機 10% 人格特質 15% 英語表達能力 15% 面試總分 是否錄取學海 

    □錄取 

 

 

總分:______ 

評審簽名: ______________ 

其他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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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學海飛颺計畫科甄選 

加拿大昆特侖理工大學 

(Kwantl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錄取名單 

正取 1    

正取 2    

 

備取 1    

 

 

 

 

全體應英科師生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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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學海飛颺計畫甄選 

澳洲坎特伯里理工學院 

(Canterbury Technical Institute) 

錄取名單 

正取 1    

正取 2    

正取 3    

 

備取 1    

恭喜以上同學，獲得教育部補助 

每人 NTD_______元 

 

全體應英科師生 賀 



P9 

112年度學海飛颺計畫甄選 

澳洲布里斯本 Gamma Education 

and Training 

錄取名單 

正取 1    

正取 2    

正取 3    

 

備取 1    

恭喜以上同學，獲得教育部補助 

每人 NTD_______元 

 

全體應英科師生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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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海飛颺計畫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現就讀於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_________科______年____班之子

女(姓名         ) (學號         )，於_____年 _____月至______年 _____月，代

表學校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大學/機構(英文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進行一學期/一學年之留學課程。於海外留學期間保證遵守當地法令及該教育機

構的相關規定，並於簽訂之學習合約結束後依規定返國報到，且信守甄選簡章

中之相關權利義務規定。若未能達成以上規定事宜，願負連帶責任。另若於學

習合約結束後有短暫滯留海外之需求，該期間所產生之法律或安全等相關責任

則完全無條件由家長或子女本人負責。 

 

特擬此書，以茲證明 

 

      此致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立書人：(家長)              (簽章)                                              

                          

  戶籍住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