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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我的名字是臺灣，你也可以叫我「福爾摩沙」、「寶島臺灣」、「蓬萊
島」或是「高砂」等暱稱，這些都是歷史上我曾經擁有過的名字。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本校前身為「國立藝術學校」，成立於民國44年10月31日（西元1955
年），其中歷經改制、升格等過程，成為「國立臺灣藝術學院」，最後於
民國90年8月1日（西元2001年）改名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至今，
本校經過近60年的發展，等同於書寫了一卷臺灣藝術現代史。身為國內歷
史最悠久、學門分流最專精的藝術高等學府，本校實可謂臺灣藝術教育之
重鎮。
於篳路藍縷的創校前期，許多當代執牛耳的名家大師，如李梅樹、廖繼
春、李石樵、李澤藩、洪瑞麟、傅狷夫、楊英風、黃龜理、林葆家、姚一
葦、鄧昌國、蕭茲、李天民等，一一投入本校教育行列，不獨為當前社會
打造全方位的藝術環境，更蘊育出無數頭角崢嶸的精銳人才，在藝術領域
大放異彩。
本校優秀的捷出校友不勝枚舉，如榮獲第78、8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
演獎的李安，以及侯孝賢、王童、馬水龍、朱宗慶、簡文彬、陳澄雄、蔡
爾平、郭承豐等知名導演、音樂家、美術家、設計家；他們等優異表現，
不僅是母校引以為榮的驕傲，更展現本校於藝術教育上所締造的豐碩成果
與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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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處
本校國際事務處致力於推動教育國際化，放眼藝術創作國際版圖，與世界
各國優秀學府締結姊妹校，為本校各系所與國外大學之學術合作、文化交
流奠定基礎。除了協助教師及學生前往國外學校進行研習與展演活動，亦
積極招收外籍生來校就讀與研習，希望藉由臺灣學生與外籍學生的合作與
互動，拓展師生國際視野，培養多元文化觀點，達到藝術教育國際化的美
育目標。
國際事務處業務概括國際學生招生宣傳相關事務、國際學位生與交換生申
請入學事宜、國際學生入學後之在校生活輔導相關事宜、國際交流事務、
姊妹校合作關係，以及拓展國際展演交流合作等。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8:30-12:00、13:30-17:30
電子郵件：international@ntua.edu.tw
聯絡電話：02-22722181分機1923
官方網站：http:/’international.nt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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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處室介紹

▎圖書館
聯絡電話：02-22722181分機1709
官方網站：http://lib.ntua.edu.tw/mp.asp?mp=1
各樓層開放時間如下：

樓層 週一至週五 週六 週日

各樓層閱讀區 08:30 – 22:00 09:00 – 17:00 09:00 – 17:00

資訊檢索區 08:30 – 22:00 09:00 – 17:00 09:00 – 17:00

多媒體茲園區 12:00 – 20:00 12:00 – 15:00 12:00 – 15:00

寒、暑假開放時間另行公告

▎生活事務與保健組
主要負責一般意外或緊急傷害與疾病處理。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08:30 – 18:00
地理位置：本校行政大樓1樓
聯絡電話：02-22722181分機1350

▎軍訓與生活輔導組
主要負責本校學生住宿以及校園安全相關事宜。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08:30 – 12:00、13:30 – 17:30
地理位置:本校行政大樓1樓
聯絡電話：02-22722181分機1952

▎註冊組
主要負責本校課程選修、加退選、停修與成績單等相關業務。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08:30 – 12:00、13:30 – 21:00
地理位置：本校行政大樓2樓
聯絡電話：02-22722181分機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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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
主要負責本校學雜費、住宿費與各相規費收納、管理等相關業務。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08:30 – 12:00、13:30 – 17:30
地理位置：本校行政大樓3樓
聯絡電話：02-22722181分機1250

▎學生輔導中心
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難免會對人生產生某些困惑，在實際生活中也會遭
遇到困難或產生無力感，學生輔導中心願意藉此與您一起來分享與探索：
自我了解、人生意義、情緒困擾、生活適應、感情迷惘、人際關係與生涯
規劃等。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08:30 – 12:00、13:30 – 17:30
地理位置：本校行政大樓4樓
聯絡電話：02-22722181分機1451

▎健身房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08:30 – 22:00
地理位置：本校綜合大樓地下室
聯絡電話：02-22722181分機1451

▎有章藝術博物館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六】10:00 – 17:00，週三延長至20:00
休館時間：週日、週一與國定假日
聯絡電話：02-22722181分機1429

▎電子計算機中心
主要負責本校校園網路、校務行政系統與電子信箱伺服器維護。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08:30 – 12:00、13:30 – 17:30
地理位置：教學研究大樓7樓
聯絡電話：02-22722181分機1810

若有緊急校園安全事件，請撥打校園安全專線：02-2967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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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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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公車、火車、捷運



8

本校週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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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機場來臺藝大

桃園機場

1. 至桃園機場第一或第二航廈客運購票處大有巴士櫃檯，搭乘1962路
 「桃園機場<->板橋」

2. 搭乘至最終站板橋客運總站，路況佳的情形下車程約50分鐘。

3. 到達板橋客運總站後，可轉搭計程車直接至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車程
 約10分鐘。

4.  可參閱桃園機場交通資訊參考往台北的交通方式：
 https://www.taoyuan-airport.com/chinese/transportation

松山機場

1. 直接搭乘計程車前來本校，車程約40分鐘。

2. 搭乘台北捷運至捷運府中站（藍色板南線），於府中站1號出口搭乘
 計程車前來本校。



10

入出境

團體接機與送機
▎接機
本校接機服務時間為開學日前1週，僅桃園中正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車次 第二航廈入境大廳 開車時間

第1車次 12:30 13:00

第2車次 16:30 17:00

1. 抵達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後，請務必直接前往第二航廈入境大廳。
 尋找穿著印有本校校名之紫色背心的服務人員，並依循服務人員指示前 
 往搭乘接機車輛。
2. 如未尋找到服務人員，請至機場服務櫃檯尋求協助廣播尋人，或與本校 
 國際事務處微信、臉書聯絡。
3. 若不需要接機服務或無法配合接機時間之同學，請自行前來本校。
4. 此項服務須另收費，請依照當年度公告指示繳費。

▎送機
本校送機服務時間為學期結束後1週，請注意本處公告。

中國交換生/訪問學生入出境規定
持本校代為申請的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之中國籍同學，其入境
與出境時間應依照行程表辦理。其入臺證於入境時應經海關蓋章，始為正
本，若於在臺其間遺失、毀損，請務必與本處聯絡。

請務必依照所發之行程表入出境日期購買往返機票，並於入境臺灣時檢附
出境機票、入出境許可證供移民署入境查驗人員檢閱。

請勿逾期離台，違反者將受移民署處以罰鍰並限制未來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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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與註冊

團體與自行報到
本校團體報到流程如下：

1. 若您為團體接機搭乘的同學，服務人員會指示您完成繳交相關文件與費 
 用，請依照服務人員指示辦理。
2. 若您非為團體接機搭乘的同學，請依照以下敘述辦理：
 A. 於本處上班時間抵達本校者，請先至國際事務處報到，本處人員會 
  協助你完成後續事項。
 B. 於非本處上班時間抵達本校者，請事先通知本處，並於到校後至軍 
  訓與生活輔導組領取宿舍物品，再於隔日上班時間至本處辦理文書 
  作業。
3.	到校時間晚於晚間8時者，請在校外民宿或飯店留宿一晚，於次上	 	
	 班日再到本校辦理報到。

4. 於本處報到時應辦理之手續如下述：

項次 事項 說明

1 領取宿舍物品 請至軍訓與生活輔導組領取

2 領取報到手續單 可至國際事務處網站下載

3 繳交報到所需文件
請依照報到手續單記載辦理，有任何疑
問請洽詢國際事務處

4 領取學生證
請核對資料是否正確，有誤需更正請洽
詢教務處註冊組辦理換發

到
校

領取宿舍鑰
匙及網路線

領取報到
手續單

繳交相關文
件與費用至

國際處

領取學費
住宿費繳費
單、學生證

繳費與
選課

繳交已完成
之報到單至

國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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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事項 說明

5
領取學費/住宿費

繳費單

請在期限內繳交，逾時將只能以現金
繳納。
繳費方式如下：
A. 支付寶（手續費另計）：
請登入第一銀行學雜費繳費網，並依照
網頁指示辦理。
B. 24HR便利商店代收
全臺7-11、全家、萊爾富、OK等便利
超商均可繳納新臺幣6萬元以下學雜
費。請持繳費單至結帳櫃檯辦理，僅
現金。
C. 中華郵政代收
全臺中華郵政均可持繳費單臨櫃辦理學
雜費繳納，僅現金。
D. 第一銀行代收
全臺第一銀行均可持繳費單臨櫃辦理學
雜費繳納，僅現金。
E. 本校出納組
若超過繳費期限仍未繳交費用，請至本
校出納組辦理，僅現金。

6 辦理在臺手機門號

可於報到時間同時辦理手機門號，本校
將委託電信公司到校協助同學辦理。
請準備以下文件：
1. 大陸居民往來臺灣通行證影本
2. 已蓋入境章之入臺證影本
3. 本校學生證影本
無法在報到時間辦理門號之同學，可自
行在機場或校外任何一家電信公司辦理
手機門號。
手機門號使用相關疑問請務必洽詢所屬
電信公司客服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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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事項 說明

7 宿舍寢具購買
團體報到當天，於宿舍前廣場會有委託
的公司擺攤，有需要的同學可自行購
買，或是至校外商場購買。

8 校務資訊系統

初次登入之帳號與密碼皆為學號，且系
統將要求變更密碼，請務必牢記密碼，
密碼需為6至12位英數字之組合。
若忘記密碼可持學生證至電子計算機中
心請求協助。
該組帳號密碼同時為校內無線網路所需
求之帳密，請務必牢記。

學生信箱介紹：
http://www.ntua.edu.tw/mail.aspx
學生郵件伺服器：
username@mail.ntua.edu.tw

9 選課

線上選課
請至校務行政系統登入選課系統
https://uaap.ntua.edu.tw/ntua/index.
html
紙本選課
請至各系所辦公室所取加課單，或至國
際事務處所取交換生加課單，再至課堂
上請求授課教師許可後，依加課單上指
示辦理。

10 繳回報到手續單
完成所有程序後，請將報到手續單交回
國際事務處，始完成報到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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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學雜費收費標準
1. 交換生學雜費收費標準依各合作學校協定書上之約定收費，實際收費依 
 當學期公告為準。
2. 音樂系及中國音樂學系學生如選修「樂器個別指導課程」，需另外繳交 
 個別指導費用。
3. 跨學制選課者，需要另外繳交跨學制學分費。
4. 短期自費研修生將依本校「境外短期研修生學雜費收費基準表」繳交學 
 費，標準如下：

學制別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日間大學部

學費 40,000 基本費

雜費 14,000 基本費

主修 12,330 僅音樂系及國樂系學生須繳交

副修 6,165 僅音樂系及國樂系學生須繳交

網路使用費 200

合計 54,200 - 72,695 / 學期

日間碩士班
及博士班

學雜費基數 12,180 基本費

學分費 5000 / 1學分 每學期最少需修習9 學分

個別指導費 14,940 僅音樂及國樂系學生須繳交

網路使用費 200

合計 57,380 – 71,690 / 學期

跨學制選課收費標準

日間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二年制在職專班
新臺幣 1040 元 /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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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生活

行事曆
春季交換生簡略行事曆如下：

日期 活動

2019 . FEB . 13 團體接機

2019 . FEB . 14 交換學生入學說明會

2019 . FEB . 15 交換學生入境體檢

2019 . FEB . 27 國際學生春酒暨迎新晚會

2019 . FEB . 28 和平紀念日 放假1日

2019 . MAR . 23 國際學生春季文化參訪

2019 . APR . 2-7 校外觀摩日 放假6日

2019 . MAY . 2 - 12 臺藝大國際文化週暨創作展覽

2019 . JUN . 6 國際學生端午聚餐

2019 . JUN . 7 端午節 放假1日

2019 . JUN . 21 國際學生應屆畢業生暨春季交換生歡送晚會

2019 . JUN . 26 團體送機

學生證
本處將於報到當日發給同學，本卡具記名悠遊卡功能，請妥善保管。
本卡能夠使用於搭乘大眾運輸、公共腳踏車租用 (U-bike) 、校園各類門禁
與各可接受悠遊卡付款的商家購物。

若不慎遺失，請至校務行政系統申請掛失後，於上班時間至出納組繳交新
卡費用新臺幣150元，再憑收據至註冊組申辦新卡，可立即取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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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課程規定
若對選課有任何疑問可詢問各系所辦公室職員或教務處註冊組。
選課方式可分為線上選課與人工選課，線上選課請至校務行政資訊系統，
人工選課須先至系所領取加課單。

各系所聯絡電話：

美術學院

美術學系 校內分機2011

書畫藝術學系 校內分機2059

雕塑學系 校內分機2132

古蹟修護學系 校內分機2073

設計學院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校內分機2174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校內分機2222

工藝設計學系 校內分機2111

多媒體與動畫藝術學系 校內分機2154

傳播學院

圖文傳播學系 校內分機2251

廣播電視學系 校內分機5014

電影學系 校內分機5052

表演學院

戲劇學系 校內分機2581

音樂學系 校內分機2511

中國音樂學系 校內分機2531

舞蹈學系 校內分機2556

表演藝術學院博士班 校內分機2502

人文學院
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 校內分機2451

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 校內分機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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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

博士
碩士

(研究所)

1. 公費生：選課超過9學分，不需另繳學分費。
 自費生：選課超過9學分，每學分加收新臺幣5,000元。
2. 請先繳交目前繳費單所列費用，需要加收的部分學校 
 會於學期中再發繳費通知。
3. 請至少選修1門課程，自費生建議修滿9學分。

學士
(本科)

1. 不論公費／自費生皆需至少選修1門課，無學分上限之
限制。
2. 若系所有更嚴格規定則依照系所規定辦理。

跨系選修

歡迎各位同學跨系所選修課程，但仍須依照各系所的授課
規定與授課教師是否同意為辦理依據。
1. 請先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跨系／跨學制選課單」
2. 取得課程授課教師同意並簽字，再將選課單交至開課 
 系所取得同意。
3. 再將選課單交至原屬系所取得同意後，將選課單交至
註冊組辦理課程登錄。

跨學制選修

注意！無論是公費或自費交換生，跨學制選修一律額外收
取學分費。

1. 請先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跨系／跨學制選課單」
2. 取得課程授課教師同意並簽字，再將選課單交至開課 
 系所取得同意。
3. 再將選課單交至原屬系所取得同意後，將選課單交至 
 註冊組辦理課程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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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退選

1. 加退選以線上辦理為原則，請登入校務資訊系統辦理。
2. 若課程已額滿，及不能在線上辦理加選，則需依據紙
本加課單方式辦理。
3. 已登錄在系統上的課程若覺得不適合，請務必於期限
內線上辦理退選。

通識與體育
課程

若欲加選通識或體育課程，課程的加選單請於上班時間到
通識中心（教學研究大樓4樓）或體育室（綜合大樓地下
室，健身房旁）領取。

期中停修

超過加退選截止時間仍欲退選課程，請於第1次期中考過
後向開課系所申請期中停修，並於時限內辦理完成。

每1位同學至多僅能申請停修1門課，且已繳交的學分費將
不退費。

課程請假

請在每堂課第1堂上課時向授課教師詢問聯絡方式，若於
修課期間需要請假，請務必自行聯絡授課教師。
本處無法代為向授課教師告知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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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

學生宿舍
學生宿舍介紹與規定：
http://osa.ntua.edu.tw/folder_3/4e3b8fa6696d52d9/copy_of_1

1. 退宿手續請於學期末注意宿舍公告，並至「宿舍服務中心」辦理相關

手續。

2. 宿舍相關疑問可詢問本校軍訓與生活輔導組吳道源教官，聯絡電話：

02-22722181 分機 1952。

學生宿舍郵寄物品：
若有需要將物品寄到本校，請依照下述方式撰寫地址，並請務必撰寫清楚，

且註明宿舍房號與收件人姓名。

中文

( 收件人姓名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 宿舍號碼 )
22058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 59 號

英文

(Name of Recipient)
(Room Numb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No. 59, Da-guan Rd. 1st sec., 
Banqiao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22058

學生宿舍住宿費用：
公費交換生或交流生，1 學期新臺幣 9,500 元
自費交換生或交流生，1 學期新臺幣 1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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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租屋資訊：
1. 如自行在校外租屋 ( 可向「軍訓與生活輔導組」張雅雯教官詢問校外出

租訊息 )，並請務必事先告知「國際事務處」及「軍訓及生活輔導組」。
2. 注意了解消防法規是否符合規定及門禁安全；留意防火逃生路線之安

全，並注意逃生口符合規定、沒有雜物堆積等。
3. 同學看屋請務必結伴同行或最好有本地學生陪同，詳細觀察租賃處週

邊環境是否安全。
4. 租屋契約須明確，注意內容 ( 包含訂金，環境及退房等要求及賠償之相

關規定 ) 合理並符合法規，確認無誤後再簽訂租屋契約；如有任何疑問，
也請隨時聯絡軍訓與生活輔導組。

醫療與保險
▎保險
在抵達臺灣前，可在原國家至少購買四個月之保險，並將保險證明交至國
際事務處，保險範圍需涵蓋醫療險及意外險。
若保險不符合要求，本處將協助購買適合之保險。

▎醫療
1. 就醫請攜帶大通證 / 護照、學生證、入臺證、新臺幣現金，請同學備

齊前述證件前往醫院就醫。
2. 重大疾病就醫時，請身邊至少有一位同學陪同，請尋求室友、同學、

系助教或學伴協同前往醫院。
3. 如遇有緊急突發狀況，請立刻聯絡教官室、系所助教、保健室護理人

員、國際事務處人員。
4. 請院方開醫師證明和收據。

5. 保險理賠相關文件請依照保險公司規定自行辦理。

確認自身疾
病類型， 選
擇相近的科

別診所

攜帶以下文件
1. 護照或大通證

2. 入臺證或居留證
3. 學生證

4. 新臺幣現金

至醫療院所看
診，並盡量尋
求同學朋友陪

同就醫

務必向醫師
索取診斷證
明及保留看
診費用收據

聽從醫師指
示服藥或休
養保險理賠
請洽詢保險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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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校合作暨附近醫院資訊

合作
醫院

恩典
復健科診所

板橋
中興醫院

昌弘
復健科診所

優生
婦產科

浩恩
牙醫診所

板橋榮家
保健組

主治
項目

復健科 綜合 復健科 婦產科 牙科
一般內科

家庭醫學科

掛號費 依照各醫療院所規定辦理

住院費 無 8 折 無 8 折 無 無

所需
證件

大通證 / 護照、學生證、入臺證、新臺幣現金

地址
板橋區
府中路
41 號

板橋區
忠孝路 15

號

板橋區
中正路
194 號

板橋區
重慶路
30 號

板橋區
館前西路

257 號

板橋區
大觀路二段

32 號

電話
02-

29694211
02-

29590707
02-

29660066
02-

29509980
02-

29676802
02-

22776053

醫院 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電話 02-89667000 02-22575151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

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新北市板橋區
英士路 198 號

校園安全
本校設有校園安全通報專線，若有緊急事件需校方協助可聯絡以下人員：

軍訓與生活
輔導組組長

徐瓊貞教官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 08:30 – 17:30
聯絡電話：02-22722181 轉 1950

校園安全 24 小時
輪值人員

校園安全專線 02-2967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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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

臺藝大
校內

金融服務

校內設有第一商業銀行服務點
服務項目：提款，存款、劃撥轉帳、
結匯等。
地理位置：請參考手冊「校園導覽」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11:30-12:30
聯絡電話：02-2348-1111

24 小時 ATM 
服務項目：現金提領、轉帳等服務。
地理位置：請參考手冊「校園導覽」

校內共設有三個 ATM：
• 行政大樓「第一銀行」
• 教研大樓「郵局」
• 7-11「中國信託」

校外金融
服務機構

郵局
服務項目：開戶、提款、存款、劃
撥轉帳、及 24 小時 ATM 等
金融服務，並有郵務 ( 包含國際快
遞包裹 ) 服務。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
47 號 ( 校門口右轉步行約 3 分鐘即
可看見郵局 )

服務時間：
[ 週一至週五 ]
• 郵務 08:30-17:30
• 儲匯 08:30-17:00
[ 週六 ]
• 郵務 09:00-12:00
• 儲匯 09:00-12:00

板橋各銀行網址：
http://bank.qmap.tw/Taipei/
若要開戶，需準備以下資料：
1. 有效的護照
2. 臺灣居留證或中華民國統一證號
3. 入學通知書正本
* 首次存款現金金額不得少於 TWD     
    1,000。
4. 印章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
09:00-15:30
部分銀行服務時間不同，請以
各銀行營業時間為準

服務項目 :
開 戶、 提 款、 轉 帳、 外 匯、
24hr ATM 及網路銀行等之服務。

在臺始用
銀聯卡

1. 在台灣兩萬多台ATM 提領現鈔、
預借現金、餘額查詢，並可於特約
商店刷卡消費。
2. 單筆提領上限為新臺幣 2 萬元
整，當日限額大陸發卡機構發行之
銀聯卡限單卡單日 1 萬元人民幣，
每年境外提款限額 10 萬元人民幣。

本校 2 個 ATM 提供銀聯卡服務：
教研大樓「中華郵政」
7-11「中國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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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生活應注意事項

1. 避免前往出入份子複雜的場所，以免產生人身安全問題。

2. 從事戶外活動時，應注意天候及地形之變化，減少悲劇意外事件發生。
颱風豪雨警報勿登山，無救生員水域不從事水上活動。

3. 注意自身的交通安全，切勿酒後駕車及無照或超速駕駛。

4. 校外賃居同學需注意室內空氣流通，外出及就寢前亦須檢查以確保安
全。夜間行經偏僻昏暗巷道時，應小心有無不明人士跟蹤尾隨，個人
自保物品如防狼噴霧劑、哨子等應隨身攜帶，以備不時之需。

5. 保持正常及規律之生活作息，拒絕毒品。

6. 如接獲可疑詐騙電話或不慎遇上歹徒意圖詐騙，切記反詐騙 3 步驟：「保
持冷靜」、「小心查證」、「立即報警或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尋
求協助。

7. 勿從事違法活動，以免誤蹈法網。

8. 颱風天應預先準備蠟燭、手電筒、電池及手機電池，以備停電及求援之
用；亦應儲水備用，以防斷電停水。

9. 發生各類意外事件，可運用本校校安中心專線：(02)2967-4948 有專
責值勤人員實施 24 小時服務，請求立即而有效之協助。

10. 請妥善保管入境相關任何證件，護照或大陸居民往來臺灣通行證、中
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居民身分證等，若有遺失請洽詢海基
會：(02)2175-7000 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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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校

每一位交換生於結束交換研習課程後，皆須辦理離校手續，請務必依照以
下程續辦理：

1. 線上心得與問卷填寫，填寫網址將另行公告。

2. 若同學沒有完成離校手續便逕自離校，本校將不予寄發成績單。學生

成績單將由「國際事務處」統一寄發至所屬學校，如未收到或有任何
問題請洽原學校。

3. 如逾期離台，根據臺灣內政部移民署規定需於機場繳納罰款，且一年

內將無法申請來台；本校也將受到處罰，無法申請陸生來台。

提前離校

若同學有需求提前返回原屬學校，並結束交換研習課程，且離校時間早於
本校訂定的期末考週，請於學期第 14 週前（秋季班為 12 月中，春季班為
5 月中）前提出申請。

請先至國際事務處領取申請表，並依照國際處指示辦理。

索取
離校手續單

線上填寫
心得與

問卷

依「離校手續
單」至各單位

辦理離校

繳交「離校
手續單至國

際事務處

別忘了買
臺灣伴手禮

回國後留意
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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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回答

Q 何謂交換生 V.S	交流生？

A
( 一 ) 台灣教育部認可的學校→交換生→學期結束領取「成績單」。
( 二 ) 未經台灣教育部認可的學校→交流生→學期結束領取「學習證
明」。

Q 何謂公費 V.S	自費？

A
( 一 ) 公費：不需繳交臺藝大學費。
( 二 ) 自費：需繳交臺藝大學費。

Q 我要如何繳交學雜費或住宿費？

A

繳費方式如下：
A. 支付寶（手續費另計）：
請登入第一銀行學雜費繳費網，並依照網頁指示辦理。
B.24HR 便利商店代收
全臺 7-11、全家、萊爾富、OK 等便利超商均可繳納新臺幣 6 萬元以
下學雜費。請持繳費單至結帳櫃檯辦理，僅現金。
C. 中華郵政代收
全臺中華郵政均可持繳費單臨櫃辦理學雜費繳納，僅現金。
D. 第一銀行代收
全臺第一銀行均可持繳費單臨櫃辦理學雜費繳納，僅現金。
E. 本校出納組
若超過繳費期限仍未繳交費用，請至本校出納組辦理，僅現金。

Q 我可以去哪邊詢問選課問題？

A 若對選課有任何疑問可詢問各系所辦公室職員或教務處註冊組。

Q 我可以跨系 /	跨學制選修嗎？

A

可以，請依序完成：
「註冊組」領取「跨系 / 學制選修單」→取得選修任課老師同意與簽
字→取得「原屬系所系主任」同意→繳回「跨系 / 學制選修單」至「註
冊組」。
請注意，跨學制選修課程需依照規定另外繳交學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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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我可以選多少學分的課程？

A

( 一 ) 碩士生：
1. 選課超過九學分：公費生：不須另繳學分費；自費生：每學分需

酌收新台幣 5,000 元。
2. 加選大學部課程：學費部分如上，須先至註冊組領取「跨學制選

課單」，再取得系辦同意。
3. 請同學們先繳交目前手上繳費單費用，超修費用學校會再寄繳費

單給各位。
( 二 ) 學士生：
1. 不論自費 / 公費生皆無學分上限，即超修不需另繳學分費。
2. 跨系選修則需至註冊組領取「跨系選修單」，並取得系辦同意，

同時需另外繳交學分費，每學分新臺幣 1040 元。

Q 我何時要將已完成簽核之「報到單」繳交至國際事務處？

A
請最遲於 2018 年 9 月 28 日 前繳交至國際事務處，上面各單位都要
核章完成喔！

Q 我要如何寄包裹來臺藝大？

A

中文：22058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 59 號 宿舍號碼 XXX 收
英文：Your Name
Dorm Number, No. 59, Sec.1, Daguan R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22058, Taiwan (R.O.C.)

Q 我最晚要何時搬離宿舍？

A 請留意宿舍公告！

Q 我是中國國籍，可以臨時出境，再回來臺灣嗎？

A 請洽詢國際事務處，本處將詳細說明。

Q 我是中國國籍，如果逾期離臺會怎樣？

A
如逾期離台，根據臺灣內政部移民署規定需於機場繳納 2,000 至
10,000 元罰鍰，且一年內將無法申請入台；本校也將受到處罰，無
法申請陸生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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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本校校園安全電話？

A 本校校園安全電話為 02-29674948。

Q 我需要辦理任何離校手續嗎？

A
索取「離校手續單」→線上填寫心得與問卷→依「離校手續單」至各
單位辦理離校→繳交「離校手續單」至國際事務處→回國後請留意成
績單。

Q 我何時可以收到成績單？

A
配合開學時間寄出時間為每年 2 月中 ( 第一學期 ) 與 9 月中 ( 第二學期 ) 
前，未完成手續者將不予發給學期成績單 / 學習證明。

Q 我的證件遺失了，我應該怎麼做？

A

依據遺失的證件，尋求不同單位的協助↓
( 一 ) 大 陸 居 民 身 分 證、 往 來 臺 灣 通 行 證： 向 海 基 會 請 求 協 助 

(02)2175-7000。
( 二 )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向本校國際事務處請求協助。
( 三 ) 學生證：請上校務資訊系統申請掛失，並至出納組繳交工本費新

臺幣 150 元後，至註冊組申請補發。

Q 生病了想求助醫生，我應該怎麼做 ?

A

就醫須知
1. 就醫請攜帶大通證 / 護照、學生證、入臺證、新臺幣現金，請同

學備齊上述證件前往醫院就醫。
2. 重大疾病就醫時，請身邊至少有一位同學陪同，請尋求室友、同

學、系助教或學伴協同前往醫院。
3. 如遇有緊急突發狀況，請立刻聯絡教官室教官、系所助教、保健

室護理人員、國際事務處人員。
4. 請院方開醫師證明和收據。
5. 保險理賠相關文件請依照保險公司規定自行辦理。

 

 

確認自身疾
病類型， 選
擇相近的科

別診所

攜帶以下文件
1. 護照或大通證
2. 入臺證或居留證
3. 學生證
4. 新臺幣現金

至醫療院所看
診，並盡量尋
求同學朋友陪

同就醫

務必向醫師
索取診斷證
明及保留看
診費用收據

聽從醫師指
示服藥或休
養保險理賠
請洽詢保險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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