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 國 留 學 生 、 僑 生 及 華 裔 學 生 工 作 許 可 申 請 書 
Application Form of Work Permit for Foreign Students,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nd Ethnic Chinese Students 

申請類別：（請勾選） 
Categories of application: (Please check one) 
□外國留學生 foreign students 
□僑生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華裔學生 ethnic Chinese student s(□港澳生□海青班) 

申請項目：（請擇一勾選）Types of application (Please check one) 

□工作許可 work permit    □補件 document supplement 

□補發許可 permit re-issue   □其他 other 

申請人姓名（中文） 
Name of applicant (Chinese) 

 
性   別 
Gender 

 

申請人姓名（英文） 
Name of applicant (English) 

 

國   籍 

（地區） 

Nationality 

 

護照號碼 
Passport number 

 居留證統一證號 
ARC ID number 

 

出    生 
年 月 日 

Date of birth 
 年（Y）   月（M）   日（D） 聯絡電話 

Phone number  

就讀學校 
School attended 

 
日夜別 

Day/ 
Night 

 
就讀系所 

Faculty 
 

 

年級 
Grade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  
      縣(County)      鄉鎮(Town)         村(Vil.)    段(Sec.)      巷(Lane) 
       市(City)        市(City)           路(Rd.)     弄(Alley)     號(No.) 
                       區(District)       街(St.)                   樓(F.) 

申請許可期間 
Application time 

     年（Y）    月（M）    日（D）至      年（Y）     月（M）    日（D） 
（許可期間最長六個月）(valid for six months maximum) 

審查費收據(免附，填表
範例請參閱背後說明) 

Receipt for application fee 
(needn’t submit ; reference 
on the back as for how to fill 

in the form ) 

繳費日 
Payment date 

  年(Y)   月(M)  日(D) 郵局局號 
Branch code 

 

劃撥收據號碼(8碼)或交易序號(9碼) 
Receipt No.(8 digits) or transaction No.(9 

digits) 
 

申請人簽章 
Signature or stamp of 

applicant 
 

 以下欄位由學校勾選確認並核章(第1項必填，第2、3項視學生身分勾選) 

1 學生已完成註冊。(__________學年度□ 上學期 □下學期) □ 是 □否 

2 
(外國留學生包含學位 
生及就讀語言課程者需勾選) 

外國留學生符合以下情形之一： 
□ 財力無法繼續維持其學業及生活，並能提出具體證明。 
□ 就讀學校之教學研究單位須外國留學生協助參與工作者。 
□ 與本身修習課程有關，須從事校外實習者。 
□ 具特殊語文專長，並經教育部專案核准，入學後得於各大專校院附設語文中心或外國 
   在華文教機構附設之語文中心兼任外國語文教師。 
□ 就讀研究所，並經就讀學校同意從事與修習課業有關之研究工作者。 

3 
(就讀語言課程學生需勾選) 

學習語言課程已有1年以上。□ 是 □否 
申請當期之註冊期間      年(Y)     月(M)    日(D)至     年(Y)     月(M)     日(D) 

就讀學校同意證明 
Approved by the Dept./Inst. 
（Stamp is necessary） 

 

 
 
 
 

（學生輔導單位戳章） 

學生輔導單位主管
簽章 

Dep./Inst. Director’s 

Signature or Stamp 

 
 
 
 

（請註明核章日期） 

 
□欲親自取件者請打「ˇ」並加附【親自取件聲明書】。Please Check if pick-up in person (with declaration sheet) 

收 

文 

章 

Filing stamp 

 收 

文 

號 

Filing  number 

 

                                                                編號 L-00 

 



審查費收據填表範例說明： 

審查費(100元)收據分為電腦收據(白色)及臨櫃繳款收據(綠色)2種，填寫如下： 

(1) 電腦收據(各郵局開具之白色收據)： 

範例 00000425   104/08/12  10:28:24        00000425   104/08/12   

        030118  1A4  578109           

 

                                           030118   

   填寫  繳費日期：104年08月12日，郵局局號：030118，劃撥收據號碼(8碼)：00000425 

(2) 臨櫃繳款收據(郵局派本機關駐點開具之綠色收據)： 

範例  右上角 E-8038482，經辦局章戳  

     

  
 填寫  交易序號(9碼)：E-8038482，繳費日期：104年8月18日，郵局局號：000100-6 

 
※Examples of how to fill in the form 

 

There are two kinds receipt of the application fee (100 NTD each case) 

(1)If the applicant pay the fee at the post office before submitting the application (a WHITE 

slip) 

example  

00000425   104/08/12  10:28:24        00000425   104/08/12   

030118  1A4  578109           

           

                                           030118       

fill in the form as follow  

payment date: 104 y 08 m 12 d ; branch code: 030118 ; receipt No.(8 digits): 00000425 

 

(2)If the applicant pay the fee at the counter while submitting the application in person (a PINK 

slip) 

branch 

code 

000100-6 

    104.8.18 

                                  

example  upper right corner E-8038482; 

 with the stamp of the post office 

   

fill in the form as follow  transaction No.(9 digits): E-8038482 ; payment date: 104 y 08 m 18 

d ; branch code: 000100-6 

 

劃撥收據號碼(8碼) 

郵局局號 

繳費日期 

局號 000100-6 

    104.8.18 

 

receipt No.(8 digits) 

branch code 

payment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