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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下學期校級國際暨兩岸交換學生甄選報名表--
個人基本資料與聯絡資訊
注意: 報名截止後如資料不完整將成為面試候補名單

*必填

1.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

2. 英文姓名(同護照) English Name on Your
Passport *

3. 學號 Student ID Number *

4. 身分證字號 ID Number *

5. 護照號碼 Passport Number *

6.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
 
例如：2012 年 12 月 15 日

7. 兵役狀況 Military Service Status *
單選。

 已服役 Served

 未服役 Unserved

 免服役 Exempt

8. 學制/學系/年級/班級 (ex: 日四技 英文系三年級C
班) (College/Department/Year/Class) *

9. GMAIL電子信箱 Email Address (Gmail ONLY)
*

10. 手機聯絡電話 Cellphone 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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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住家/緊急聯絡電話 Home
Telephone/Emergency Contact Number *

12. 通訊聯絡地址 Current Address *

13. 永久聯絡地址 Permanent Address *

14. 6個月內兩吋照片一張 2" Portrait Photo taken within the last 6 months *
提交的檔案：

請跳到第 15 題。

在學成績與語檢相關佐證資料
(請提供已完成的資料；若在甄選報名收件期限仍未收到語檢考試成績的同學，則將先列入候補資格)

15. 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GPA *

16. 歷年操行成績總平均 Average Conduct
Evaluation Score *
自行計算取到小數第二位 Given to two decimal
places

17. 大學英檢成績 CSEPT Score (考試日期 test
date/year) *

18. 其它英文語檢成績 (請詳述) Other score on a
test of English Proficiency (Please specify;
ex: TOEIC 980 taken in July 2017)

19. 相關外語語檢成績 (請詳述) Score on a Test of
Other Language Proficiency (Please specify;
ex: DELF B2 980 taken in September 2017)

請跳到第 20 題。

甄試組別與導師意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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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欲參與甄試組別 Language Group to be applied *
最多勾選兩組

(可複選)

 英語組 English

 法語組 French

 德語組 German

 西語組 Spanish

 日語組 Japanese

 華語暨東南亞語組 Chinese and Southeastern Asian languages

21. 欲申請學校名單 (最多三筆) Preferred Choice of Exchange Program/School (at most three
programs) *
僅供參考，不列入正式紀錄。For reference only.
 

 

 

 

 

請跳到第 22 題。

應繳資料清單 Check List of Required Documents
請依下列項目及順序檢附文件 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required documents in order

22. 中文歷年成績單PDF檔 (列出系排名及班排名百分比) Academic Transcript in Chinese (with
class/department rank listed) *
提交的檔案：

23. 語言測驗成績PDF檔 (英語/其他外語檢定) Certificate or Test Report Form of English and/or
Other Language Proficiency *
最新成績可接受電子檔（網路成績），但需於面試前兩天�提交至國合處並寄email至國合處信箱

oiccoicc@gap.wzu.edu.tw（請自行留意面試時間公告）

提交的檔案：

24. 個人E履歷資料 W-Portfolio E-Resume *
個人基本資料、中文自傳、學習計畫、語言檢定成績、擔任班級和社團幹部紀錄、課外活動參與紀

錄、校內登入服務學習活動紀錄、比賽得獎紀錄、校內校外活動志工參與紀錄、獲得獎學金項目

提交的檔案：

25. 個人缺曠課紀錄PDF檔 *
請上「資訊服務入口網」查詢缺曠紀錄，請截圖每學期的紀錄，並轉成一個PDF檔。

提交的檔案：

聲明及簽名 Declaration & Signature

mailto:oiccoicc@gap.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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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提供：

26. 本人已確實詳閱106學年度下學期校級國際暨大陸交換學生甄選簡章暨注意事項且願意配合，並
確認所提供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若有不實資訊願依校規處理。 *
By submitting this application, I declare that I have read and I understand and agree to all of the
regulations and important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Also, I hereby
certify that all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on this form and all supporting documents is true and
correct. If there is any inconsistency i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 am willing to bear
consequences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ity regulations.
單選。

 是

27.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
本人同意授權文藻外語大學國際暨兩岸合作處蒐集、處理及使用本人之個人資料於申請國際暨兩岸

交換學生資格審核及內部作業之用。本人並同意文藻外語大學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將該資料以紙本、

電子、口頭或其他適當方式提供予本人所申請之學校機關審核與人事作業用途。 本人已瞭解此同

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及內容，且瞭解其提供資料之目的，並同意本同意書所

列之事項。

單選。

 同意

28. 聲明及簽名單(導師意見欄) *
請自行將個人申請相關報名表資料用電子資料方式或傳統紙本，讓家長或監護人、導師、主任過目

並親筆簽名再加註日期。最後將簽名單拍照或掃描上傳於此證明。（師長之意見欄為自由填寫）

提交的檔案：

銀行帳號
填錯請自行負責。

29. 郵局/銀行代碼 *

30. 郵局/銀行帳號 *

你真的已經完成了嗎？
確定了嗎？沒完整交齊就明年見囉！

31. 以上所需申請資料是否完整？Done? *
單選。

 是

 否

https://www.google.com/forms/about/?utm_source=product&utm_medium=forms_logo&utm_campaign=for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