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IC學生簽證申請合約 2021.03.01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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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約已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交付消費者攜回審閱（審閱期間至少為五日） 

甲方姓名：  

 

國民身分證：  

 

護照號碼： 

 

甲方未滿 18 歲代理人：  

 

國民身分證：  

 

台灣住居所： 

 

台灣室內電話 (必填)：  

 

聯絡電話： 

 

 

學生簽證未核發前，請不要開立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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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 1 段 72 號 2F-1 
台中市北區榮華街 143 號 7F 
Level 5, 580 George S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台北：02 23702669； 台中：04 22309801； 

Sydney：02 92863799  
電子郵件：taiwan@acic.com.tw 

ACIC 不負舉錯責任 

敬請甲方(消費者)留意： 乙方將不會對您提供的資料進行核對或舉錯，您的資料將一五一十的登 

載到移民部！在台灣地區辦理學生簽證，可於開課前 150 天繳費、開課前 120 天開始辦理簽證申

請～～所以強烈建議您在出發日前最遲 12 週提出學生簽證申請。如果辦理本次委任時，無法提供

下列完整資訊，為了避免耽誤您的行程，請改自行上網申請，返還本合約即可，並請自行留存一份

文件收執備用。基本必備文件如下： 

1.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過之護照：有效期限需涵蓋『超過』您的課程長度。 

2.所有澳洲政府核發過的簽證信：含『簽證號碼』、『簽證核發日』、『簽證核准日』等訊息。 

3.若曾持有電子觀光准證 ETA～請提供『小白條』影本或澳洲入境章。 

4.最後一次澳洲簽證處核發過的體檢表：需含『姓名』、『出生年月日』、『HAP』等訊息。 

5.高中以上所有學歷、畢業後迄今之所有工作經驗、10 年內之出入境歷史、留學資金來源證 明等

相關訊息。 

ACIC 會先評估是否可以承接您的簽證委任 

如果辦理本次委任時，如無法配合下列處理時間，請勿填寫本合約，先向 ACIC 賴經理(Line ID：

acicbooking) 討論，是否來得及在台灣地區幫您申辦簽證，以免耽誤您的行程： 

1.距離您的預定出發日，已少於 12 週 

2.您的機票已經開票、且不能/不願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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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尚未取得 COE 註冊確認書：需花費 10-25 天不等。 

4.賴經理申辦電子簽證：需花費 3 天 (年假、國定假日、例假日不上班)。 

5.體檢醫院送件作業時間：報告正常～需花費 8-10 天。 

6.簽證官審批權限時間：需花費至少 28-56 天。 

7.如您堅持要在離出發日少於 12 週時，在台灣申請學生簽證，在出發日時仍未獲得簽證核准： 

您將需自行另外付費負責更改機票。若您有安排住宿家庭：您將會被另外收過一次住宿家庭安排費，

重新安排新的住宿家庭，原先繳交的 4 週房租，將會被扣除 2 週房租當作賠償金。 

澳洲內政部移民局，有可能因下列因素，拒絕核發或取消您的學生簽證： 

1. 您提供虛假、偽造、隱瞞不實的簽證資料。 
2. 您無法通過澳洲當局要求的品行保安審查。 
3. 您無法通過澳洲當局要求的健康檢查。 
4. 您無法滿足澳洲當局要求的真實學生身份。 

5. 您無法提交滿足要求的 GTE 聲明。(請參考附件 GTE 撰寫題目) 

其他注意事項： 

 申請人若已婚且申請同行，需提供配偶之護照公證影本、英文版戶籍謄本及英文版結婚證書。 

 申請人若有小孩，需提供小孩之護照影本；若申請小孩同行，需提供小孩公證之護照影本。 

 申請人同意若曾去過澳洲，需提供所有簽證之簽證號碼；並主動告知是否曾轉學或休學，並提

供學校核發之英文版相關證明。 

 申請人同意若曾去過澳洲，曾逾期居留或被當地移民局拒絕受理簽證～將主動提供英文  版 

解釋聲明書一份。 

 申請人同意若曾去過澳洲留遊學，需提供所有出席率證明及課程完成證明～若出席率低於 80
％，將提供英文版解釋聲明書一份！ 

 申請人同意若曾開過刀、曾經或現在正長期服藥控制病情、疾病帶原，需事先告知。 

 申請人瞭解到：簽證之核准許可與否，係掌控於澳洲簽證官手中，是無法催件，並需全力 配

合補充簽證官的額外要求說明。 

 申請人是否能獲得核發簽證，與 ACIC 申辦簽證業務無關。 

 申請人之簽證申請結果，不論是被拒簽或主動撤簽，均不可申請退還支付之簽證規費。 

 不可申請退還之簽證規費：共計新台幣          元整，簽證規費可預約當場繳交現金、或開

立抬頭為『翱大利亞留學顧問社宋柏翰』之銀行支票，金額結清即可開始為您辦理。 

 簽證代辦服務費： 

ACIC 台灣區代辦學員優惠～ 

 18 歲以上單身、18 歲以上學員+配偶、18 歲以上學員之隨行孩童：免代辦費 

 總公司代辦學員返台延簽：免代辦費 

 18 歲以上學員：每人新台幣 5,000 元整 

 代辦 580 監護人簽證：每人新台幣 10,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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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CIC 澳洲總公司辦理簽證～ 

 澳洲境內協辦學生簽證～ 依簽證複雜度，由總公司調整簽證服務費收費。 

 澳洲境內協辦監護人簽證、配偶簽證、紙本簽證～依簽證複雜度，由總公司調

整簽證服務費收費。 

 簽證申請送出後、取得簽證檔案(TRN)，不論是被澳洲移民部拒絕核發簽證，或申請人主動 撤

回簽證申請，『已繳納』之簽證規費及代辦費，均無法退還！ 

 若申請人簽證遭到澳洲移民部拒絕～辦理退費時，ACIC 將另酌收澳幣 300 元行政處理費。 

 若申請人於簽證辦理期間，主動撤銷簽證申請～辦理退費時，ACIC 將酌收澳幣 600 元行政

處理費。 

 在澳洲曾持觀光、學生、度假打工等簽證，簽證過期後，仍逾期居留；或出席率未達 80％、

或持過橋簽證(Bridging Visa)未獲得簽證官允許即離開澳洲者；度假打工簽證剛過期，即申請 

ETA 觀光簽證、隱匿曾在澳洲轉學紀錄，均將導致您的新簽證申請失敗！ 

 在澳洲當地辦理簽證，在未收到簽證核准信 (Visa Grand Notification)、取得新的簽證號碼 

(Visa Grant number)前，絕對不能離開澳洲。 

 如您現有的簽證仍有效、但即將更換學校就讀，或更換就讀新課程，請於取得新的 COE 後， 

在簽證過期前 8-12 週，在台提出新簽證申請。 

 在海外辦理學生簽證，可於開課前 120 天提出申請，所以沒有所謂的『急件』申請。 

 如在台灣來不及辦理新的學生簽證，您想『冒險』先持觀光簽證 ETA 入境澳洲、再轉申請學

生簽證：風險 1.學校得拒絕學生入學註冊，並主動推遲學生在下一個入學點入學；風險 2.
在當地轉申請學生簽證，有極高的比例會遭到拒簽，申請人會被要求 3-7 天內離境。不鼓勵。

拒簽記錄將會留在移民部資料庫，『至少 3 年』無法申請任何澳洲簽證。 

關於簽證體檢～ 

 有下列情況，請提早於機票開票日前 12 週付費及體檢：有肺臟方面疾病者、有肝臟方面疾病

者、有腎臟方面疾病者、有嗜飲咖啡或茶之習慣者、長期使用電腦者、高血壓、糖尿病或開過

刀者、梅毒、性病治療中或治癒者。女性簽證申請人，在生理期前 3 天 + 生理期 + 生理期

後 3 天內，不要去做體檢 

 重症，或曾開過刀，希望甲方誠實申報，並備妥病歷資料，提早做完體檢，並將病歷資料檢附

給體檢醫院的醫師。甲方的體檢報告一定會送回澳洲，由移民局的總醫師複檢，這會另外花上 

7-28 或更多的工作天判讀。如果甲方的體檢不合格，甲方的體檢報告一定會送回澳洲，由移

民局的總醫師複檢，這會另外花上 7-28 或更多的工作天判讀。 

關於學生簽證～ 

 簽證持有人將負 100％全責，需閱讀並遵守簽證完成後，移民官提供之英文版電子簽證信中條

列之所有法規，不因甲方未滿 18歲而有藉口卸責。簽證持有人應理解到違反相關聯邦移民法

規之嚴重性，簽證持有人應負全責攜帶英文版之 簽證信，並需自行注意簽證過期日。 

 申請人瞭解到若持有澳洲學生簽證～需自行保持 80％出席率；除非報讀的課程結束，否則 6 
個月內不能更換學校；如需更換學校，除了 AQF10 的博士可以降轉至 AQF9 的碩士課程外，

其餘課程只能平行更換至同等級之 AQF 課程；就讀期間，需自行保持有效的學生平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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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有變更地址，需於 7 日內自行通知就讀之學校或移民部；就讀期間，需自行遵守學校及澳

洲移民局之相關規定；簽證體檢之有效期只有 1 年，日後若需重辦簽證且體檢過期需重新做

過體檢。 

 學校之相關規定係指：學校之內部自訂規範；若學生未達學校規定之最低 GPA 成績標準，或

一學期中 4科當3科/或 3科當2科，學校將會立即呈報移民局，將學生列為觀察期Probation。
若第二學期仍未改善，甲方將會主動被取消學生簽證及退學- Suspension，導致無法轉學、延

簽，並於 3 年內無法進入澳洲。 

關於配套簽證及休轉學～ 

 請留意辦理配套課程簽證~如果您繳交了『全部語文中心課程學費』/『全部的先修課程學費』

+ 『繳交後續的正式課程第一學期學費』，只需繳一次的簽證費，簽證就可以做到您後續的正

式課程結束為止。如果您在語言或先修課程結束後，想換到其他的大學，您就必須：先讀完這

6 個月的課程 + 從您當初申請簽證時、為您背書的學校那裏拿到『Release letter』+ 移民官

同意，才可以轉學！若您打算～乾脆就放棄這張配套簽證、申請退費，重新轉學+做簽證算了！

對不起，您當初繳的主課程學費，會因此被沒收！如果您違反簽證條例被取消配套簽證（如：

無法保持 80％出席率），您當初繳的主課程學費，也無法申請退還！ 

 申請人需本人親自辦妥休學或轉學手續，處理妥當後續學費後，需拿到學校出具之 Leave 
Letter 或 Release Letter 正本後，方可離澳返台或申請轉學。 

 辦理配套課程之甲方，已繳交之未讀課程學費，將依照 ESOS 關規定辦理退轉。 

 日後甲方若無學校之 Leave Letter 或 Release Letter，甲方將無法辦理後續簽證。 

簽證授權委託聲明 

甲方申請人                   於   年  月  日，聲明已閱讀上述訊息且提供正確且真實無誤資訊；我

瞭解若我提供錯誤、不完整、虛假之訊息，澳洲移民局之簽證官有權更改、推翻或取消任何簽證決定。我瞭解因電

子簽證沒有『急件申請』，且能於開課日前 120 天即可辦理，所以無法催件。若係授權辦理延簽，本人將依中華民

國個資法及澳大利亞聯邦隱私權法之規定，親自另外備妥相關文件，提供予 ACIC 辦理。本人亦瞭解：若文件不全，

ACIC 能拒絕提供簽證申請協助；若申請簽證時距出發日少於 6 週，本人需自行負擔更改機票延期出發責任。本人

亦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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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進行澳洲簽證申請，屬於犯罪行為，

本人將無條件賠償 ACIC 名譽損失澳幣貳萬元整，並無條件接受中華民國及澳洲政府司法機關調查及法律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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