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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留學定型化契約～申請正式課程 
93 年 1 月 6 日台文(三)字第 0930197672 號公告 

95 年 6 月 5 日台文字第 09500069854C 號令修訂 
103 年 8 月 18 日臺教文(三)字第 1030113897B 號公告修訂 

壹、應記載事項 
 
本契約已於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交付消費者攜回審閱（契約審閱期間至少為五日）。 
 
甲方（消費者）姓名：             甲方（未滿 18 歲代理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                      國民身分證： 
電話：                            電話： 
住居所：                          住居所： 

 
乙方（留學服務業者）名稱：翱大利亞留學顧問社 / ACIC Taiwan Offices   
   負責人姓名：宋柏翰 / Pohan Sung 
    

立案日期及統編： 台北：87.3.4- 27189293 台中：88.10.20- 17192642 
Sydney: 1988- ABN23070212645 

    
電話：台北：02 23702669；台中：04 22309801 Sydney: 02 92863799 

    
電子郵件：taiwan@acic.com.tw 
 
網址：http:// www.acic.com.tw 
 
營業所：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 1 段 72 號 2F 之 1 

     台中市北區榮華街 143 號 7F 
     Level 5, 580 George S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中華民國外交部緊急聯絡電話：澳洲 ～ 0011- 800- 0885- 0885 
 中華民國教育部駐澳洲教育組：澳洲 ～ 0413-018-880 
 澳洲警察或緊急救護：澳洲 ～ 000 (有 Mandarin 普通話口譯) 
 二十四小時海外急難聯絡人姓名：澳洲 ～ AHN Duty Officer  
 二十四小時海外急難緊急連絡電話：澳洲 ～ 1300-697-829 
 二十四小時海外急難聯絡人電子郵件：taiwan@acic.com.tw 
 
業者未記載或記載不實之設立登記日期及統一編號，或未提供或提供不實之海外急難聯絡人姓

名、電話及電子郵件者，消費者得解除契約。如未記載簽約地點，則以消費者住所地為簽約地。 
 
甲方簽約時已攜回本合約並經合約審閱期 5 天以上，閱讀完畢乙方所提供之原文版 學校課程

資料及原文報名表之相關入學條件、開學時間、服務安排及退費標準 訊息，亦已充分瞭解欲

申請之 澳洲學校入學資格、修業期限、修習課程、修習學分及年限，特備妥護照影本一紙及

真實無偽之全套申請文件，委託乙方辦理澳洲學校申請事宜如下： 

mailto:taiwan@ac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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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 定義 
本契約所稱海外留學，係指到境外(不含大陸地區)合法設立之教育機構就讀或研習課程，以取

得學歷、文憑、資格或證照～本次留學國為『澳大利亞 Australia』。 
 
第二點 適用範圍及順序 
消費者、業者雙方關於本件委辦留學申請事宜之權利義務，依本契約條款之約定定之；本契約

中未約定者，依我國有關法令或習慣定之。附件、廣告及當事人間之口頭約定，亦為本契約之

一部。業者辦理本契約約定事項時向消費者為承諾或保證者，消費者得據此而為主張。甲方應

具備完全之行為能力。甲方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者，須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或承認，本契約始

為有效。甲方為無行為能力人者，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及代受意思表示。 

 
第三點 委任項目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本次乙方受託辦理之業務如下： 

一、申請入學許可：  □私立學院 □公立 TAFE 學院 □公立大學 □私立大學 

     □中學 □大學先修班 □證書 □文憑 □高階文憑  

□副學士 □學士 □授課型碩士  

接受甲方授權協助填寫所必需之申請表格，但不包含涉及偽造文書刑責之在學校表格上簽

字、及學校要求之補充文件、介紹信、推薦信、履歷表、讀書計劃等文件撰寫或填寫。 

二、取得入學許可後之文件解讀、提醒及指導填寫、回覆。 

三、獎學金申請： 

□甲方自行於 5/31或 10/31截止日前自行登入學校官網申請 

□填寫申請表格由校方審核 □校方自動審核申請發給  

□不需申請獎學金 

溫馨小提醒～ 

獎學金申請：請隨申請表附上教授『已安排妥當獎學金』之書面證明。 

 

四、住宿申請： 

□暫不需安排住宿 

□乙方安排住宿家庭～甲方需另填 ACIC 住宿家庭備忘錄及申請表  

□學校安排住宿家庭～填寫申請表格相關欄位由校方安排 

□學校宿舍～甲方需自行於 5/31或 10/31前，上學校官網付費登記。 

溫馨小提醒～ 

住宿家庭：如果您對住宿家庭會開設條件尋找，請您考慮是否選擇住背包客棧或旅館？ 

學校宿舍：需取得正式入學許可、繳付完學雜費之後，自行上學校官網登記，但校方不保證有宿舍可住。 

 

五、護照、機票及接機申請 

□暫不需辦理護照 □甲方自行辦理護照  

□暫不需安排機票 □甲方自訂機票 □乙方代訂機票  

□暫不需安排接機 □乙方安排接機 □學校安排接機  

溫馨小提醒～ 

護照：請確認護照英文姓名拼音，是否與申請文件上姓名拼音相符？ 

機票：澳洲移民部提醒：簽證未核發前，請勿付費開立機票。 

接機：如果您已成年，請您考慮是否選擇搭乘 TAXI 或大眾交通工具直接前往住宿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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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排保險 

□暫不需安排保險 □乙方代辦澳洲 OSHC 保險  

□學校代辦澳洲 OSHC 保險 □乙方代辦澳洲 OVHC 保險  

□自行安排保險 

 

七、協助簽證申請 

□暫不需申請簽證 □日後授權乙方申請澳洲學生簽證  

□日後授權乙方申請度假打工簽證 □日後授權乙方申請監護人簽證 

□日後自行申請澳洲簽證 

 

八、提供行前資訊及協助辦理日後出國手續，如：繳費註冊，住宿及接機申請，指導申請簽證，

指導簽證體檢，指導申購機票，指導申請國際學生證，指導銀行開戶，指導申請澳洲手機

門號，及通關訊息指導。甲方出國前請先閱讀下列相關官網資訊： 

υ 繳費註冊、住宿及接機申請：申請學校之官網 
υ 澳大利亞風土民情：http://www.australia.gov.au/ 
υ 澳大利亞簽證訊息：http://www.immi.gov.au/Pages/Welcome.aspx  
υ 澳大利亞海關總署：www.customs.gov.au 
υ 澳洲辦事處：http://www.australia.org.tw/tpeichinese/home.html 
υ 中華民國入出國及移民署：http://www.immigration.gov.tw/welcome.htm  
υ 中華民國駐澳洲代表處：http://www.roc-taiwan.org/mp.asp?mp=211  
υ 中華民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www.boca.gov.tw 
υ ACIC 行前及通關訊息：http://www.acic.com.tw/PreDapat.cfm 
υ 澳大利亞入境表格填寫：http://www.acic.com.tw/ImmiCard.cfm       

 

九、有關留學澳洲相關事項之諮詢及協助，惟下列事宜需甲方依照澳洲法律及風俗親自辦理： 

υ 所有個人行為、並遵守澳大利亞聯邦之地方、州郡及聯邦各項法律約束。 

υ 每次更動居住地址，需於 7天內主動通知移民局。 

υ 本次留學之零用花費、個人支出、飲食費用、醫藥支出、就醫看病。 

υ 本次留學與住宿方之相處、溝通、生活、飲食適應、交通、送機、上學。 

υ 本次留學與住宿方之房租、電話費、雜費、交通費、娛樂費之繳交等相關事宜。 

υ 本次留學準備延簽文件、延簽體檢、護照換發、辦理延簽、出入境管之相關事宜。 

υ 遵守報讀學校之自訂校規及出席率不能少於 80％。並瞭解學校退費/退學標準。 

υ 瞭解及遵守澳洲學生簽證規定、澳洲移民部等與學生就讀有關之簽證規定及條例。 

υ 本次留學必須準時上課-遲到視為曠課。所有課程必須達到學校之要求，包括自身行

為、作業、課堂上老師之要求、指定功課、家庭作業、或其他要求。 

υ 本次留學就醫看病需看西醫，看中醫之醫師證明無效，甲方請假條或醫師證明，必須

於請假日之次日交給學校。 

υ 本次留學若要請假回國探親度假，必須選擇校方安排之假期內進行，或取得校方書面

同意書正本。 

υ 本次留學取得課程結業證明+成績單正本，建議在駐外單位認證妥當後始可離澳返台。 

υ 未滿 18歲之甲方做任何生活上之變更，必須於第一時間通知校方及監護人，在澳洲

法令規定下，需取得校方及監護人之雙方同意，始可進行變動。 

http://www.australia.gov.au/
http://www.immi.gov.au/Pages/Welcome.aspx
http://www.customs.gov.au/
http://www.australia.org.tw/tpeichinese/home.html
http://www.immigration.gov.tw/welcome.htm
http://www.roc-taiwan.org/mp.asp?mp=211
http://www.boca.gov.tw/
http://www.acic.com.tw/PreDapat.cfm
http://www.acic.com.tw/ImmiCard.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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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 本次留學與報讀學校之上課、出勤率、成績單、畢業證書之領取。 

υ 本次留學與報讀學校課程取消、休學、轉學、延畢、新生訓練、選課、退課、學分抵

免、實習、校內獎學金申請等相關事宜。 

υ 本次留學之銀行帳戶、健保局帳戶、手機電信服務帳戶、名下水電瓦斯帳戶之關閉事

宜，房屋宿舍租賃、汽機車牌照之過戶關閉結束事宜。 
十、甲方本次志願申請學校名稱、課程、開課日期列表如下： 

 

……………………………………………………………………………………………………… 

 

……………………………………………………………………………………………………… 

 
十一、其他約定服務： □無其他約定服務 □其他約定服務如下：    

 

……………………………………………………………………………………………………… 

 

……………………………………………………………………………………………………… 

 
第四點 委任期限 
本件委任期限，經雙方協議同意為 365 日曆日，至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止。 

 
第五點 業者之告知義務 
業者應告知消費者申請之必要文件內容及其他消費者應盡之協力義務內容。 
 
第六點 消費者之協力行為 
業者因辦理本契約約定事項，消費者應依業者之通知辦妥並如期交付必要文件。若有需消費者

補正或親自會同辦理之事項，消費者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拖延或拒絕。因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

由，違反前項協力行為，致無法完成本契約委任事項者，業者不負賠償責任。消費者提供之文

件，應確保真實，不得有偽造或變造情事。 
 
第七點 業者之保密義務及賠償責任 
業者所持有消費者提供之前點文件，僅得供辦理本契約約定事項之用，不得移作他途使用，並

應於辦理完畢後，交還消費者。業者所持有消費者提供之各項證件，應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或

毀損，應即主動或通知消費者補辦。 
 
如致消費者受損害時，應賠償其損失。業者對消費者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規定，負有保密義務，非經消費者書面同意，不得對外揭露或為契約目的範圍外之

利用。契約關係消滅後，亦同。業者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情形，應依該法負損害賠償責任。

消費者若受有其他損害，得另行請求賠償。 
 
第八點 業者之如期辦理及報告義務 
業者應於消費者備齊申請所必須之文件後，配合海外教育機構所訂時程，如期為消費者辦理第

三點所列各項委任事務。業者於為消費者辦理第三點各項申請手續後，應於 5 日內將該項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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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辦理情形主動告知消費者。業者若有延遲為消費者提出申請之情形，且可預見已有任一項委

任事務無法完成者，消費者可於知悉後隨時終止契約之一部或全部，業者並應依第十八點規定

賠償消費者所受損害。 
 
第九點 業者之服務品質擔保責任 
業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消費者得據廣告中就服務內容、品質等所為之保證或說明而為主

張。業者應擔保所提供之服務，具備約定之價值與品質。違反前二項之規定，消費者得請求業

者改善之。業者不為改善或不能改善時，消費者得請求減少費用或終止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點 特殊保證條款 
業者保證完成事項如下： 

 取得入學結果～正式入學許可、條件式入學許可、校方給予之替代課程正式入學

許可、校方給予之替代課程條件式入學許可、拒絕信。 

 入學結果之文件解讀及接受入學許可信之填寫。 

 其他特殊保證事項： □ 無其他特殊保證事項 
□ 其他約定如下： 

 

……………………………………………………………………………………………………… 

 

……………………………………………………………………………………………………… 

 
業者違反前項特殊保證約定者，消費者得終止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一點 著作權利歸屬 
依本契約所完成之著作，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所有權。但著作權屬業者所有時，消費者於

本契約委託辦理事項之範圍內，得利用其著作。如有第三人主張業者依本契約所完成之著作侵

害其權利，致消費者負賠償責任時，應由業者負最終賠償責任。 
 
第十二點 業者應向消費者說明之義務 
業者對於外國正式學校之附條件入學許可之性質、內容及相關風險，於申請前及收受入學許可

後，應對消費者盡說明之義務及提供書面資料。業者對於語言學校或大學附設之語言中心等為

非正式學校及其相關問題、內容與風險，亦應對消費者盡說明之義務。 
 
業者對於消費者申請就讀前兩項學校有關退學、退費等相關規定，亦應盡說明之義務。業者應

於消費者預定留學出發日 10 日前，將其依本契約第三點約定為消費者辦理之所有委任事項辦

理情形，向消費者報告，並以書面行程表確認之。業者應於消費者預定留學出發日前，將消費

者前往留學之國家、地區或城市之風俗人情、地理位置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之事項，儘量提供消

費者參考。 
 
第十三點 報酬之數額及支付方式 
 
業者於本契約期限內完成委任事項，消費者應給付報酬新臺幣（下同）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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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學校服務 
A. 授課型碩士 (含 GC/GD) 3 所學校以內：郵電費 NT$150 

第 4 所起：每所 NT$500 B. 學士 (非醫學/牙醫系) 
C. VET 文憑/證書課程 
D. Diploma +學士課程 
E. 語文課程 郵電費 NT$150 
F. 大學先修班+學士課程 每所 NT$ 3,000 
G. 先修班+文憑+學士課程 每所 NT$ 3,000 
H. 中小學入學許可 3 所以內：NT$ 5,000；第 4 所起：每所 NT$3000 

備註： 
1. 以上收費均含稅、開立統一發票 
 
 

本次委任服務項目為□A □B □C □D □E □F □G □H，乙方於期限內完成本契約約定事

項，甲方應給付報酬為新台幣 ______ 元，除前項金額外，若無另行約定，業者不得再向消費

者收取其他報酬。消費者約定 □選擇一次付清代辦報酬 □應依下列約定之方式及期限支付報

酬： 
一、本契約簽訂後，支付約定報酬總額之 20％，共計新台幣 ______ 元整。 

二、完成入學申請表格及其相關文件，並經甲方審核同意後送出申請，支付約定報酬總額之

30％，共計新台幣 ______ 元整。 

三、獲得入學申請結果之回函後，支付約定報酬總額之 40％，共計新台幣 ______ 元整。 

四、其餘款項，應於出發前，將約定報酬總額之 10％，共計新台幣 ______ 元整繳清。 

 

第十四點 代收轉付費用項目及負擔 
消費者應負擔業者代辦留學申請事項之下列各勾選項目費用，代收轉付費用項目未經約定者，

不得再向消費者收取： 
□本次委任無須繳納費用 
□行政規費，計新台幣 ______ 元整 □保險費用，計新台幣 ______ 元整 
□保證金，計新台幣 ______ 元整   □簽證服務費，計新台幣 ______ 元整 
□代收澳洲簽證費，計新台幣 ______ 元整 
□其他__________，計新台幣 ______ 元整 

 
業者為辦理各項受任業務所應繳交之前項行政規費、保險費、保證金或其他費用等，應將其名

稱及數額於繳納日 7 日前，通知消費者，並於下列方式中選擇其一繳納： 
□由消費者如數備妥，送交業者代繳。  
□由業者代墊，事後再向消費者收取。 

 
若有特殊急件之情形，業者應立即通知消費者，不受前項所定通知期間之限制。業者未如期繳

納者，除依第十七點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外，其因此發生之滯納金或遲延利息，由業者負擔。

但消費者未依約定備妥款項送交業者致延誤繳納者，由消費者負擔。業者收取費用時，應開立

暫收款收據交由消費者收執；代繳後，並應將代繳之繳款憑證交消費者保存。 
 
第十五點 複委任之效力 
業者未經消費者書面同意，委由第三人代為處理事務者，消費者得解除或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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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消費者解除或終止契約者，業者不得要求任何報酬，其已收取者，應如數返還消費

者；業者已收取之代收轉付費用，除有正式繳款收據得予扣除外，其餘應返還消費者。 
消費者因第一項之情形解除或終止契約而受有損害者，並得請求賠償。 
 
第十六點 因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由致事務不能完成 
因可歸責於消費者個人之事由，以致不能取得入學許可或核准簽證者，業者不負責任。但曾獲

業者表示消費者無不能取得入學許可或核准簽證之情事者，業者仍應負責。除前項但書情形

外，消費者應於業者通知日起七日內，將業者因代辦事項所墊付之費用依繳款憑證所載金額返

還業者。業者仍得請求約定報酬，但其數額以已處理之事務為限。 
 
第十七點 業者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業者對於受任事項及其保管物，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倘因過失或逾越消費者委任權限

之行為，致消費者發生損害者，應按報酬額 1 倍計算之金額賠償消費者。但消費者證明受有較

高數額之損害者，得依實際損害額，請求賠償。報酬為零元或顯不相當者，以消費者已向海外

教育機構繳交費用未能退還部分之 2 倍計算之金額賠償消費者。消費者如能證明損害超過者，

業者應足額賠償之。第一項之賠償金額，業者應於消費者請求次日起十五日內全部支付消費

者。第二項之賠償金額，業者應於收到海外教育機構退費確認函十五日內全部支付消費者。 
 
第十八點 因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致未能完成事務 
業者辦理委任事務之期間，應配合雙方約定之期限及海外教育機構學期之進行。因未即時申請

學校、辦理簽證、訂機票或其他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致未能於第四點約定之期限內完成事務

者，業者應按報酬之 2 倍計算之金額賠償消費者。但消費者證明受有較高數額之損害者，得依

實際損害額，請求賠償。報酬為零元或顯不相當者，以消費者已向海外教育機構繳交費用未能

退還部分之 3 倍計算之金額賠償消費者。消費者如能證明損害超過者，業者應足額賠償之。第

一項之賠償金額，業者應於消費者請求次日起十五日內全部支付消費者。第二項之賠償金額，

業者應於收到海外教育機構退費確認函十五日內全部支付消費者。 
 
第十九點 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事務不能完成 
因天災、戰亂、罷工、交通阻絕、政府命令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事務不能完

成，消費者免為支付報酬之義務，業者應即時為必要告知，免為代辦受託業務之義務。 
 
第二十點 任意終止與報酬 
消費者得於業者完成委任事項前，隨時終止本件委任與授權，除已發生之代辦費用應依契約給

付外，業者得收取之報酬，依第二十一點之比例定之。 
 
第二十一點 退費基準 
消費者依前點終止委任，業者如已收取報酬，業者應就未處理之委任事項，依下列原則退還報

酬： 
一、完成留學諮詢及選校指導之服務項目，退還全部報酬百分之七十五。 
二、完成入學文件整理、分項、收集之服務項目，退還全部報酬百分之六十。 
三、完成入學申請正式送件之服務項目，退還全部報酬百分之四十。 
四、完成入學申請並取得入學許可通知書之服務項目並無其他後續服務者，不退費；仍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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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服務者，退還全部報酬百分之二十五。 
五、完成留學簽證輔導、送件之服務項目，退還全部報酬百分之十。 
六、完成行前說明會或其他約定後續服務項目，不予退費。 
 
第二十二點 法院管轄 
因本契約約定事項涉訟時，雙方同意以簽約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排除消費者

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二十三點 契約書分執保管 
本契約書壹式貳份，由雙方各執乙份，業者不得藉故收回。 
 
第二十四點 從優原則 
當事人之約定，較本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對消費者更有利者，從其約定。 
 

貳、不得記載事項 

第一點  不得約定業者之廣告及消費者、業者間之口頭約定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亦不得約定廣

告僅供參考。 
 
第二點 不得約定排除消費者之任意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之權利。 
 
第三點 不得約定業者得為片面變更契約之內容，使消費者蒙受不利。 
 
第四點 不得約定業者除收取約定之費用外，以其他方式變相或額外加價。 
 
第五點 不得約定免除或減輕業者依消費者保護法及海外留學契約所載或其他相關法律規定

應履行之義務。 
 
第六點 不得約定其他違反誠信原則、平等互惠原則等不利消費者之約定。 
 
第七點 不得約定排除對業者履行輔助人所生責任。 
 

參、其他提醒說明及約定 

甲. 代辦流程及注意事項 
文件準備妥當+授權合約 --> 郵寄至乙方台中總管理處或預約至ACIC辦公室當場繳交 
--> 結清學校澳幣申請規費--> 等待結果通知～研究所申請：6-16週不等、大學部申請：

2-6週不等、證書/文憑/先修班/中學：4-6週不等 --> 收到拒絕信 / 正式無條件許可 / 條
件式入學許可--> 決定入學或延課～填妥乙方之延課授權書、於OFFER失效前辦理。 
  

1、 甲方需繳交真實無偽相關『中英文』正版文件。 
2、 乙方授權合約之閱讀及填寫注意事項 



甲方閱讀完簽字＿＿＿＿＿＿＿ 2021/03/01 更新 Web 9 

 當乙方收到完整合約授權，始開始申請作業程序。 
 合約內容未填寫完備之處，乙方得以用紅色筆跡填寫。 
 甲方需配合雙方辦理本委任之約定事項，需甲方自行完成、需甲方自行負責閱讀及接

受英文版報名表之條件內容、需主動提供全套真實無偽之護照、學歷證明、工作證明

等有關證件，或及須經甲方簽名蓋章之文件、繳費，應依乙方之通知如期主動辦妥，

甲方不得藉口拖延、拒絕、或委託乙方代辦。 
 甲方提供與乙方之所有正式文件、證照之姓名之英文拼音、及有效期限等，均需甲方

自行檢查無誤，乙方不負任何舉錯之責任；乙方在台辦事處，將不保管甲方之任何之

原件。 
 如果甲方在校成績較弱（平均低於 70％）、被當的科目較多（主科 4 科以上或共被當 6

科以上）、或甲方想申請就讀的專業與甲方的最高學歷不同（例如外文系要申請行銷研

究所），請甲方盡早提出申請，以免延誤甲方的出國時間。 
 甲方的申請表格即申請資料，會先送往澳洲大學院校的『IO-International Office 國際

學生處』建檔，然後在經由內部行政系統送往各相關系所審批。 
 所有的課程申請人，均需符合申請系所內部制訂的入學門檻，才能拿到入學許可：例

如～需要有相關工作經驗、需要有相關就讀科系的經驗、需要通過某種專業考試檢定、

需要通過面試（口試或當場表演）、需要在特定申請底線前符合英文入學門檻或申請同

時就需擁有合格的英文成績證明，或者設有學生就讀人數配額限制。這些要求會在甲

方申請表格及資料送達系所審批人員時，個案處理並另函通知甲方！  
 乙方所持有之甲方文件正、影本，均僅供辦理本委託約定事項之用，乙方不得移做其

他任何用途使用，並於辦理甲方學校申請完畢後，只留複製一份存檔；在台委任期限

屆滿時，乙方將消滅一切文件副本。 
 甲方在澳洲之入學資格、入學考試程序、校方臨時決定之修改標準及任何要求、修業

期限、修習課程、修習學分及其他必要查證事項，必須由甲方親自在台灣或澳洲當地

辦理者，甲方需同意配合海外教育機構之通知，立即接受及配合辦理一切相關手續。 
 甲方需瞭解到：申請材料一旦送入學校，即屬學校財產，無法取回。 
 甲方亦需自行支付學校之不可退還之申請規費。 
 甲方無異議接受校方核發之申請結果-包括入學許可、替代課程入學許可或拒絕信。 
 甲方如提供不實文件，將受到澳洲 ICAC 及檢調單位之法律懲處，如已獲得入學許可

或學位，將會立即被撤銷。 
 如果甲方打算出發去讀語文中心或正式課程，請至少要預留 4 週（男生）～6 週（女

生）給乙方為甲方辦理出國的時間！ 
 請甲方留意：台澳之間的指定體檢醫院報告，是不相通的～亦即～即使甲方先在台灣

完成學生簽證體檢，澳洲的簽證官是不承認這項報告的，甲方仍須在澳洲當地做一次

體檢，反之亦然！  
3、 英文版之申請表格填寫～甲方必填部份 
 Personal Detail 個人基本資料 
 Credit Card Detail 信用卡扣款資料 
 Course Details 欲申請之課程及開課時間 
 Declaration and Signature 聲明及簽字欄 
 Secession Dates 開課日：南半球的氣候，和台灣及美國是相反的！台灣 7、8 月暑假

最熱的時候，正是澳洲的嚴冬。因此許多申請表，常會出現這種糾紛及困擾！澳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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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大學是每年 2-3 月、或 7-8 月開課的！澳洲的 秋季班是 2-3 月入學，春季班是 7-8
月入學。澳洲一般沒有像美國有 9 月份入學的！為了避免糾紛，希望您直接告訴乙方：

您是要申請 2-3 月入學、還是 7-8 月入學的時間點！  
 若是要申請澳洲 2-3 月入學～ 申請截止日，一般是在前一年的 10 月 31 日、需 6-16

週審批時間～有些學校或課程需要更長審批時間。 
 若是要申請澳洲 7-8 月入學～ 申請截止日，一般是在當年的 4 月 30 日、需 6-16 週

審批時間～有些學校或課程需要更長審批時間。  
4、 學校申請規費支付方式～擇一方式支付 
 信用卡扣款：請填寫信用卡資料+背面保安碼 3 碼，並請先向發卡銀行通知甲方大約會

有多少澳幣會被扣款，以減少扣款失敗機會！ 
 購買『學校抬頭』之國際匯票～給學校的匯票背面要註記甲方的英文護照姓名、出生

年月日後，影印一份自己留檔！銀行會向甲方另收 300-450 不等的台幣費用。 
 依照當天澳幣匯率、折合等值新台幣，匯款/繳交給乙方代付；甲方需另外加付每所澳

幣 AUD$ 5 的匯票購買費用 
5、 遞交申請文件 
 直接掛號郵寄到乙方台灣行政中心404 台中市北區榮華街 143 號 7F  
 Mail 到乙方台灣行政中心之電子郵箱：taiwan@acic.com.tw 

6、 申請所需時間～以學校收到齊全的申請文件及信用卡被扣款日『起算』： 
 碩士：文件齊全後約 6-16 週 
 學士：文件齊全後約 6-12 週 
 大學先修班：一般 4-8 週 
 文憑或證書：一般 4-8 週 
 每年 12 月～2 月、以及 7 月～8 月為新生註冊、訓練、入學期間，大部份之大學會停

止審批。 
7、 補件 
 如學校要求請甲方補件時，麻煩請在第一時間補給乙方，否則會延誤甲方的申請進度 
 如學校要求補件是『表格』，乙方不需另外向甲方收取郵電費 
 如大學要求寄正版文件去學校時，乙方得另外向甲方加收郵電費。 

8、 申請結果通知 
 乙方收到申請結果會先 e-mail 給甲方、後以電話口頭通知 
 若學校直接 e-mail 通知甲方，請甲方收到結果後，通知乙方核對申請內容，如甲方發

現申請結果有誤，請儘速向乙方反應 
 Firm (Full) Offer 正式入學許可～如果您已有合乎入學要求的英文成績則可附上，學

校會直接核發『Full offer─直接入學許可』。請記得在學校規定的繳費期限前，把學費

付掉，以確保您的就讀位子！ 
 Conditional Offer 或 Provisional Offer 條件入學許可～包含基本內容：開課日期、

新生訓練日期、課程長度、學費、入學條件。而『入學條件』一般是符合入學的英文

門檻！因為澳洲政府理解到：非英語系國家的學生，有可能要花一段時間準備英文，

所以在您申請時，只會強制要求您準備妥學術背景的資料。如果通過審核，學校就會

核發『條件式入學許可』給您，這時所謂的『條件』就是要求您要『滿足／符合入學

的英文能力～IELTS／TOFEL 成績或附設語文中心最高班的及格成績』。 
 Graduate Certificate / Graduate Diploma / Preliminary Program 等替代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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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校成績較弱（平均低於 70％）、被當的科目較多（主科 4 科以上或共被當 6
科以上）、或您想申請就讀的專業與您的最高學歷不同（例如外文系要申請行銷研究

所），即使您擁有學士學位，大學仍會提供您研究所的就讀機會，開設 Graduate 
Certificate / Graduate Diploma / Preliminary Program 的條件式入學許可或正式入

學許可給您就讀。如果您在這些替代課程的成績有達到碩士(Master Degree)課程的入

學要求～一般是需要 Credit Level 65%，您就可以繼續進入碩士學位就讀，而

Graduate Certificate 一般可以抵掉半年的學分、Graduate Diploma 可以抵掉半年

～1 年的學分（依您的單科成績而定）。 
 Letter of Rejection 拒絕信～如果您的學術背景無法達到申請系所的要求，您很快會

收到這個申請結果。 
9、 繳交留學英文考試成績  
 以 2-3 月入學為例：最遲需於 11 月底～補入英文成績之後，大學 12 月中旬開始放暑

假，1 月初回來上班、開出 FULL OFFER 給您去繳學費、讓您在海外花 6-8 週作學生

簽證、然後趕 2 月中的 2 週新生訓練，然後在 2 月底或 3 月初開學！ 
 以 7-8 月入學為例：最遲需於 5 月底～補入英文成績之後，大學開出 FULL OFFER

給您去繳學費、讓您在海外花 6-8 週作學生簽證、然後趕 7 月中的 2 週新生訓練，然

後在 7 月底或 8 月初開學！  
10、 回覆入學許可～Offer 或延課 
 一般甲方不需主動回覆 
 若甲方要延課，可於 Offer 失效前，填妥乙方提供的延課通知書，以電話通知乙方查收

無誤後，為甲方辦理延課。大學有權要求甲方延課需再繳納一次申請費！ 
11、 接受入學許可、準備入學就讀 
 如甲方已達英文入學門檻、欲接受 Offer 就讀，甲方需填妥入學接受信～Offer 

Acceptance + 正版 IELTS/TOEFL 成績單，提出申請入學 
 IELTS/TOEFL 成績單正本，需直接由考試中心寄往學校，作業時間長、且常會寄丟，

部份大學接受乙方認證之影本成績單，歡迎多加利用 
 如甲方未持有 IELTS/TOEFL 考試成績，但願意就讀附設語文中心、辦理配套簽證，亦

可先由乙方為甲方申請語文中心的 Offer、並填妥大學的 Offer Acceptance，提出申請

入學。 
 請注意：某些大學不見得同意甲方做配套，如欲做配套，語文週數將由學校決定。某

些大學一定要有 IELTS/TOEFL 成績單，才會同意甲方做配套。 
12、 Secure your Place 確保您有位子就讀  
許多大學院校嚴格採取配額制～誰先達到入學標準、誰先付錢、就先確定入學名額，額滿即不

再接受符合資格的學生入學。大學都會設一個 繳費的最後期限 Payment Due，如果您在規定

日前繳費，一般都沒太多爭議，但最好是一拿到正式入學許可，確定會去就讀了就開始繳費，

以確保您的就讀位子！但是熱門的 TAFE 課程，沒有明確的最後繳費期限，所以您一拿到正式

入學許可，3 天內 就付學費。否則課滿了就是滿了，只能推遲到下一個入學點入學！  
但請您留意：如果您只是拿到條件式入學許可，即使您先提早繳費、學校也收了您的學費，但

是拿到正式入學許可付費的學生人數踴躍、課也額滿了，即使您在開課前符合了入學條件，學

校也不會接受您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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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若持學生簽證者，需遵守下列移民法規定 
 需保持最低80%出席率；低於80％者將被立即通報澳洲移民局。 
 若甲方生病無法到課，需持西醫證明請假，並保存所有醫生證明以便移民局抽查。 
 甲方需提供校方，立即能聯絡到學員之電話及住宿地址，以便移民局聯絡。 
 甲方需遵守澳洲聯邦(含移民法規)及地方法律。 
 甲方需遵守校方制訂之校規及行政手續，並依規定填寫適當表格，辦理任何手續。 

 
丙. 若違反學校規定 

 甲方將會被驅離學校範圍。甲方將會被通報給相關執法單位，或將負責賠償所造成的

任何損失 
 甲方將會被終止上課一定週數，並依照ESOS Act 2000規定，不與退費。甲方將會被

退學，並依照ESOS Act 2000規定，不與退費。甲方將會被依照法律途徑被追訟。 
 
丁. 澳洲學雜費退轉之規定訊息如下： 
實際學費退費比例，以學員簽署之英文版報名表書面登載，或學校官方網頁之退費標準為準： 

A. 甲方之已付學費，在下列情況下，會被考慮獲得全額/或部分退還： 
 澳洲政府拒絕核發甲方第一次學生簽證。 
 學校拒絕甲方入學。 
 甲方在開學 28 天前，因個人特殊理由，取消行程，並向校方提出 書面

申請完成、且獲得書面核准 者。 
B. 甲方之已付學費，在下列情況之下，會被考慮獲得部分退還： 
 甲方在開學 28 天內、開學前，因個人特殊理由，取消行程，並向校方

提出書面申請完成手續、且或獲得書面核准 者。 
 澳洲政府拒絕核發甲方後續學生簽證。 

C. 甲方在開學後，以任何理由取消、終止課程，學費均無法申請退還。 
 若因個人特殊理由取消行程、並於出發 上課『前』向校方提出書面申請完成、且

獲得書面核准者，其支付之雜費，如：註冊費、學生保險費、住宿安排費、接機

費、住宿費…，將依照學員簽署之英文版報名表書面登載規定，或學校官方網頁

之退費標準，辦理申請結算。 
 甲方申請退費，將會 花費 4-6 個月 不等，學員之退費金額，將由學校自行核定。 
 如甲方就讀特定語文中心，提早完成最高階段學習而申請學費移轉至後續課程，

將會 花費 1-4 個月 不等，學員之移轉學費金額，將由學校自行核定。 
 乙方收到甲方之退費後，會先通知學員退費金額，學員可選擇將抬頭匯票直接郵

寄至台灣地址、或由乙方台灣辦事處轉交；乙方強烈建議學員盡量保留學費。 
 
戊. 甲方返還之合約內容未填寫完備之處，甲方授權乙方以紅色筆跡代為填寫，應無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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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後續辦理出國手續時間及流程一覽表： 
項目 作業啟動時間 內容說明 

啟動出國手續 
如學員未滿 18 歲，或

辦理配套課程，敬請再

多提前 2 週 

機票開票日前 12 週  決定開課日期 
 預訂機位 
 填寫報名表 
 索取繳費通知單 

繳交費用 機票開票日前 10 週  赴外匯指定銀行電匯學雜費 
 轉帳台幣簽證費 

申請簽證 機票開票日前 8 週  備妥護照影本 
 乙方簽證授權書 

簽證體檢 機票開票日前 6 週 
(建議於收到體檢轉介信之隔

日，即儘速前往體檢) 

赴指定醫院體檢、不需禁食或抽血 
 北部：台安醫院/馬偕醫院 
 中部：中國醫大附醫 
 南部：高雄醫大附醫 

開立機票 機票開票日前 4 週  簽證核發後再付錢開立機票 
申請學校宿舍 開學前 4-6 個月  需已完成繳費 

 需自行上學校官網申請 
申請住宿家庭 機票開票日前 4 週  需提供訂位記錄 

 需填寫住宿家庭備忘錄 
申請接機 機票開票日前 2 週  需提供訂位記錄 
18-申請監護人證明 機票開票日前 10 週  需完成學費繳交 

 
庚. 甲方委託乙方學生簽證過程，需給下列第 3 方足夠之文件處理時間： 

第 3 方 處理時間 
核發 COE 之私人語文中心 繳費後 10-15 個工作天 
核發 COE 之私人技術院校 繳費後 10-15 個工作天 
核發 COE 之公立技術院校 繳費後 2 – 4 週 
核發 COE 之公立大學附設語文中心 繳費後 3 – 4 週 
核發 COE 之公立大學附設先修班 繳費後 3 – 4 週 
核發 COE 之公立大學 繳費後 4 – 8 週 
辦理配套課程取得所有 COE 繳費後 6 – 10 週 
體檢醫院送出體檢報告 體檢後 8-15 個工作天 
簽證官審批簽證 核發確認收件信後 28 個工作天 
備註：公立大學院校 12 月中～隔年 1 月初，屬於週聖誕假期及暑假期間，請勿列入工作處理

時間計算。 

 
辛. 學生簽證相關提醒： 

1. 如果您曾經 在澳洲當地或台灣辦過『第 2 次』度假打工簽證，當您辦理本次學生簽證時，

簽證官會要您提供：辦理 2 簽時的工作證明、薪資條；詳細描述您在澳洲的工作；提供雇主或

督導姓名、聯絡電話及電郵；簽證官想要您補充說明的文件及相關資料。 

2.如果入學前，沒有取得學生簽證、並在註冊當天出示『學生簽證』，您將被拒絕入學：課

程會被推遲到下一個入學點～～半年或一年後。您必須在 3-7 天必須離境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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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拿觀光簽證、在澳洲當地轉學生簽證，有極高的機率會當場被簽證官拒絕受理，並被要求

3-7 天內離境。ACIC 嚴正及誠懇的建議您：在出發前 12 週，就開始著手繳費、辦學生簽證、

辦理體檢(台幣只需 2500、在澳洲要澳幣 395-415)。如果您真的要拿觀光簽證『試試看』，

ACIC 將會請您簽個切結書！ 

壬. ACIC 申請澳洲院校 授權聲明書  
1. 甲方是否去過澳洲：□否(請跳至第 6 題) □是(請回答第 2 題) 

2. 甲方若去過澳洲，是持何種簽證(可複選)：□學生(請跳至第 3 題) □度假打工(請跳至第

4 題) □觀光(請跳至第 4 題) □其他簽證(請說明)﹍﹍﹍﹍﹍﹍﹍﹍ (請跳至第 4 題)： 

3. 若甲方是持學生簽證，目前是否仍就學？□否(請跳至第 4題) □是，請提供下列訊息，

並回答第 4 題)： 

*  原學生簽證到期日： 

*  請提供英文版～『在學證明』、『學校出席率 80％之證明』、『已完成學業學期的成

績單』、『澳洲學校同意 Release之意向書』 

4. 甲方是否曾經被澳洲政府拒絕受理簽證？□否(請跳至第 6 題) □是(請回答第 5 題) 

5. 甲方若曾被澳洲政府拒絕受理簽證，請提供下列拒簽訊息，並請回答第 6 題： 

* 時間：        * 簽證類別： 

* 拒簽地點： 

6. 甲方是否曾被其他國家拒發或取消簽證？□否(請跳至第 8 題) □是(請回答第 7 題) 

7. 甲方若曾被其他國家政府拒絕受理簽證，請提供下列拒簽訊息： 

* 時間：         * 簽證類別： 

* 拒簽/取消國家： 

8. 甲方本次到澳洲留學，是否會有配偶或子女隨行？□否 □是 

9. 本次前往澳洲留學，甲方將會備妥澳幣的生活預算，甲方留學資金來源為： 

     □ 自己資助 □家庭贊助 □銀行貸款 □政府資助 

 

我聲明上述訊息均正確且真實無誤： 

1. 我瞭解若我提供錯誤、不完整、虛假之訊息，申請之院校有權更改、推翻或取消任何入學

決定。 

 

2. 我也瞭解：使用及提供虛假文件或訊息，或隱匿簽證被拒絕受理及取消訊息，來進行澳洲

課程申請，屬於犯罪行為，我將無條件賠償乙方名譽損失貳萬元澳幣，並接受中華民國及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之司法機關調查及法律懲罰。 

 

3. 我聲明在相關院校申請表格的簽名，為我本人親筆簽名，沒有其他人～包括我的代理

-ACIC/父母/資金資助人代替我簽名。 

 

4. 我也瞭解：我將無法依靠在澳洲的就業所得收益來減少讀書資金的贊助或準備。 

 

5. 我會將我的經濟狀況及簽證訊息，親自透露給我的贊助人知道。我也有充分的資金資助隨

行的配偶或子女的生活/教育/保育費用。 

 



甲方閱讀完簽字＿＿＿＿＿＿＿ 2021/03/01 更新 Web 15 

癸. 糾紛解決途徑如下： 

 
 
 
 

 

 

 

 

 

 

 
 

甲方消費者簽字：﹍﹍﹍﹍  簽約地點：□ACIC台北 □ACIC台中 

甲方（未滿18歲消費者代理人）簽字：﹍﹍﹍﹍ 
 
乙方業者簽字﹍﹍﹍﹍     
 
簽約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甲方在台灣提出爭議 

ACIC Taiwan 接受處理 

通報 HQ 
進行了解 

甲方在澳洲雪梨提出爭議 

ACIC ( HQ ) 接受處理 

聯絡相關單位了解： 
─ 住宿家庭 / 宿舍 
─ 學校 
─ 移民局 
─ 其它單位 

介入解決問題 
─ 三方協談處理 
─ 通報消基會 
─ 通報律師 

甲方不接

受協調 
甲方接

受協調 

結束爭議 

查閱合約及相

關文件是否已

告知？內部查

案機制起動 

法律途徑解決紛爭 

介入解決問題 
─ 三方協談處理 
─ 通報消基會 
─ 通報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