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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簽證，
簽證須知
學生簽證，交換學生，
交換學生，實習簽證，
實習簽證，志工簽證及
志工簽證及AU-PAIR簽證須知
什麼是學生簽證?
什麼是學生簽證
學生簽證允許你停留在西班牙時間超過90天，從事留學、研究、培訓、交流計畫、實習、提供志願服務或
停留西班牙之互惠生。歐盟、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及瑞士之公民不須要任何授權或簽證即可在西班牙
居住或從事留學、工作等活動。
請注意,
請注意 已獲得其他歐盟國家許可之學生簽證,
已獲得其他歐盟國家許可之學生簽證 不須辦理西班牙簽證即可在西班牙從事交換學生或
不須辦理西班牙簽證即可在西班牙從事交換學生或延續
交換學生或延續留學
延續留學
課程（
日第557/2011第
第44條
條）。 如欲使用此優惠必須於抵達西班牙的日期
課程（皇家法令4月
皇家法令 月20日第
日第
如欲使用此優惠必須於抵達西班牙的日期1個月內
抵達西班牙的日期 個月內向所居
個月內向所居
住地外市警察單位提出申請住宿授權身分（
）。
住地外市警察單位提出申請住宿授權身分（EX-00）。

學生簽證種類:
學生簽證種類 學生簽證分為兩種：
a) 短期學生簽證：
短期學生簽證：留學９1－１８０天。 如留學時間為９０天內則為申根簽證。目前台灣居民享有申根
簽證免簽待遇，因此９０天內學生簽證則不須申請簽證。
b) 長期學生簽證：
長期學生簽證：留學時間停留超過１８1天之簽證。 申請者取得簽證後，於入境西班牙後的一個月內，
必須向所居住地之外事局(Oficina de Extranjeros) 或是外事警察局(Comisaría de Policía Nacional) 提出申請居留
證 Tarjeta de Identidad de Extranjero (TIE) 。 有 些 地 區 在 提 出 申 請 前 必 須 做 預 約 ， 請 見 以 下 連 結 ：
http://www.seap.minhap.gob.es/web/servicios/extranjeria/extranjeria_ddgg.html

學生簽證可以就讀什麼課程？
學生簽證可以就讀什麼課程？
西班牙語課程，大學學歷，研究生或從事研究且未收取任何西班牙大學或機構薪資給付（如果研究是有收
取西班牙大學薪資補助則必須申請無工作許可之居留簽證）
西班牙學院，大學等課程等資訊，請至下列網站： http://www.studyinspain.info/?l=en

在西班牙就學期間可以工作嗎
在西班牙就學期間可以工作嗎？
期間可以工作嗎？
可以，
可以，就學期間可以兩者兼具，唯一條件是申請者於工作前必須前往居住地之國家警察局申請工作許可。
如實習工作為課程學習一部分則不須要申請工作許可證。

持學生簽證可以至其他申根國旅行嗎?
持學生簽證可以至其他申根國旅行嗎
可以, 自2010年4月5日起短期或長期簽證可以免簽證方式進入其他申根國家停留不超過90天。

什麼是申根國家?
什麼是申根國家
申根國家包括：德國、奧地利、比利時、丹麥、斯洛伐克共和國、斯洛文尼亞、西班牙、愛沙尼亞、芬蘭、
法國、希臘、匈牙利、冰島、意大利、拉脫維亞、列支敦士登、立陶宛、盧森堡、馬耳他、挪威、荷蘭、
波蘭、葡萄牙、捷克共和國、瑞典及 瑞士。

如何申請學生簽證
如何申請學生簽證?
申請學生簽證
本處申請簽證者須為台灣居民，亦即申請者必須為現居於台灣之本國國民或持有外僑居留證之外籍人士。
申請者請填妥長期簽證表格並備齊學生簽證資料一並遞交。 申請表格必須由申請人簽署並親自遞交。
本處有權依需要要求加附其他證明文件或將文件翻譯成西班牙文。 此外，申請人可能會被要求進行面談。

所需時間及收費：
所需時間及收費：
一般情況下，此簽證申請所需時間約三週，因此，西班牙簽證申請結果通知期限為最長一個月。如果簽證
已核准，請於收到簽證領件通知兩個月內前來領件。如在時間內不前來領取簽證，則將會被視為放棄簽證
並予以歸檔。

辦公時間：申請簽證及取件 : 週一至週四，上午０９：００至１１：３０，例假日除外。
簽證費用：NTD$ 2,025，申請時以現金繳付。不論申請獲批與否，費用及遞交文件將不會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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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須準備文件如下 (除了 a 及 c 項，以下文件請備齊正影本各一份
以下文件請備齊正影本各一份)
請備齊正影本各一份) ：
填具兩份長期簽證申請表，並由本人親自簽名。若申請人未滿 20 歲，則需由父母雙方簽名。
護照：效期須至少包含在西班牙就學時間；半年內更新護照者(含第一次申請護照者)，請加附舊護照或五年
內出入境證明。個資頁簽名欄請簽名。
c) 最近六個月照片兩張 – 長 32-45mm ，寬 26-35mm，限正面彩色白底背景。請黏貼於申請表。
d) 國民身份證，若非台灣人請提供外僑居留證。
e) 入學許可證，內容需註明申請學校或機構名稱、地址、學校聯絡人姓名、聯絡電話、電子郵件帳號、明確的
課程名稱及時間。
f) 交換學生申請者：請提供台灣就讀學校核發之交換學生資格英文證明函。英文證明函須註明申請人就讀科系、
獲選為交換學生、西班牙交換學校、時間及是否領有獎學金。
g) 停留西班牙期間有效英文海外醫療保險證明。證明上必須明確列出保險內容包含可於海外使用之醫療保險
(Medical Expenses, Medical Insurance…)
h) 停留西班牙期間之英文財力證明(以下二選一)：
o 申請者自己擔保：申請者必須證明自己有足夠存款金額負擔於西班牙停留費用。存款金額須備妥每個月
533 歐元。請提供以下兩項文件
請提供以下兩項文件：
英文版餘額證明 2-三個月交易明細
三個月交易明細，可為儲金簿(存摺)近
請提供以下兩項文件：1-銀行開立之英文版餘額證明
三個月交易明細
三個月影本及含戶名頁之影本。
o 經由家長之財力擔保：
經由家長之財力擔保：申請者財力不足時, 以家長透過簽署英文保証函的方式, 同意負擔申請人於西班牙
停留費用每個月 533 歐元。請
請提供以下五項文件
保證人護照個資頁
2-保證人
提供以下五項文件：
以下五項文件：1-保證人護照
保證人護照個資頁影本
個資頁影本(護照簽名欄需簽名)
影本
英文保
英文版戶籍謄本 4-銀行之英文版餘
英文版餘
英文保證函 (請參考網站範本。簽名請與護照簽名欄相同) 3-申請人之英文版戶籍謄本
額證明 5- 三個月交易明細，可為儲金簿(存摺)近三個月影本及含戶名頁之影本。
三個月交易明細
i) 留學時間 91-180 天內者：需加附來回台灣機票訂位記錄。
j) 未滿 20 歲之申請者：請提供申請人英文戶籍謄本
英文戶籍謄本及未成年者父母同意函
父母雙方
英文戶籍謄本 未成年者父母同意函 (請參考網站)，且須由父母
父母雙方(所
雙方
有擁有監護權者)攜帶護照或身分證陪同前來
陪同前來本處
陪同前來本處申請簽證
本處申請簽證，並當場簽署父母同意函。若僅單方擁有監護權必
申請簽證
須記載於英文戶籍謄本。
k) 就讀語言課程之申請者：請提供解釋說明函，交換學生不須提供。 (請以西班牙文或英文書寫，並依照個人實
際情況詳細說明申請人之身份背景、職業、選擇學校理由及為什麼想去西班牙唸書等)。
l) Au-pair 申請者：必須加付其他申請文件，請 email 至本處詢問所需文件。
m) 實習申請者：請附上與該機構簽訂之協議。
a)
b)

留學時間超過 180 天者，需加附以下文件：
n)
o)

年滿 18 歲者須提供近五年內居住地之英文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良民證)。
英文健康檢查證明-請參考網站範本。英文健康檢查必須由公立或知名大醫院出具，附相片且經由檢驗醫生親
筆簽名之健康證明，並註明申請人不患有 2005 年國際醫療組織規定的重大傳染疾病 (not suffer any of the
diseases which could have a serious public health impact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2005).)

伴讀親屬 (限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需準備以下文件 (正影本各一份
正影本各一份)：
正影本各一份
a) 填具兩份申請表，並由本人親自簽名。若申請人未滿 20 歲，則需由父母雙方簽名。
b) 護照 (效期須至少包含停留西班牙時間)
c) 最近六個月照片一張 – 長 32-45mm ，寬 26-35mm，限正面彩色白底背景。
d) 國民身份證，若非台灣人請提供外僑居留證。
e) 親屬關係證明文件 (英文戶籍謄本)
f) 財力證明 (請提供近三個月內之銀行明細證明。配偶的部分，需備妥每個月至少 399 歐元的存款。未成年子
女隨行每個月至少 266 歐元。)
g) 停留西班牙期間的有效英文海外醫療保險證明。
h) 伴讀時間 91-180 天內者，需附上來回機票訂位記錄(不可超過 180 天)。
伴讀時間超過 180 天，需額外加附以下文件：
i) 英文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年滿 18 歲者須提供近五年內居留地之良民證)。
j) 英文健康檢查證明-請參考網站範本。英文健康檢查必須由公立或知名大醫院出具，附相片且經由檢驗醫生親
筆簽名之健康證明，並註明申請人不患有 2005 年國際醫療組織規定的重大傳染疾病 (not suffer any of the
diseases which could have a serious public health impact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2005).)
辦公時間：申請簽證及取件 : 週一至週四，上午０９：００至１１：３０，例假日除外。
簽證費用：NTD$ 2,025，申請時以現金繳付。不論申請獲批與否，費用及遞交文件將不會發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