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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前 

一、入學許可 
(一) 姊妹校入學許可：春季班 12 月至隔年 2 月核發，秋季班 7 月至 8 月核

發。各姊妹校寄發時間不一，如尚未收到通知，請耐心等待。請勿直接

聯絡姊妹校，避免造成對方困擾。 

(二) 本處收到入學許可會轉知系所與同學，請勿持續向本處詢問。如姊妹校

直接寄發予同學，請務必轉寄本處（oiaed@ntua.edu.tw）。同學收到入學

許可請確認個人資料、研修時程等資訊是否無誤。請依交換校規定，辦

理入學相關事宜（含住宿、選課等）如有疑義，請直接連絡姊妹校承辦

人。 

二、住宿申請 
一般而言會有以下 4 種情況： 

1. 不須另外申請姊妹校自動保留 

2. 遞件姊妹校申請表時申請學校宿舍 

3. 獲得入學許可後再依姊妹校指示申請 

4. 自行校外租屋 

收到入學許可與相關通知時，請再次向姊妹校確認是否有提供宿舍。各

姊妹校住宿規定不一，包含申辦時間、住宿費金額、房型、訂金及繳費日期、

可入宿日期等等。請先了解完整資訊，並依該校公告辦理。請務必自行了解

申請學校之住宿等相關事宜，各校實際住宿情況和學雜費以外之收費標準依

當年度公告為準。自行校外租屋，請注意及詳細了解租屋合約之內容。 

  

mailto:oiaed@nt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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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簽證 
(一) 本處不代辦簽證申請相關事宜，建議收到入學許可後即刻辦理。各國簽

證辦理要求不一，簽證辦理事宜如有任何疑問可向各國駐台代表處詢問。 

(二) 臺胞證辦理請洽旅行社辦理；如以外國護照（非中華民國護照）入境中

國者，請詢問旅行社。請務必確認簽證辦理所需時間。 

(三) 免簽入境：部分國家可以免簽入境，出發前請先確認相關事宜。採免簽

入境或學生簽證入境請自行決定。 

重要提醒：學生簽證≠觀光簽證或打工簽證！ 

四、辦理保險 
(一) 務必購買旅行平安和醫療保險，金額自行決定。建議能足額支付在海外

緊急醫療、住院醫療(包括門診、醫療救援轉送回國治療等)、各種急難

救助等服務。其他項目可依個人須求增添。 

(二) 海外發生緊急傷病自墊醫療費用，符合全民健康保險緊急傷病自墊醫療

費用核退辦法者，返國後可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洽詢相關辦法。 

(三) 務必攜帶保險救助緊急聯絡電話，並確認保單內容是否與投保項目吻合。 

(四) 保險證明請開立英文版（中國可採用中文版），並請於出國期間隨身攜

帶，以備不時之需。 

五、財力證明與生活費準備 
(一) 如須申請財力證明，請洽往來銀行/郵局→出國進修，金額可以美金或研

修國貨幣顯示。赴歐美地區者請申請英文版。 

(二) 申請個人或父母之帳戶餘額證明。 

(三) 以父母名義開立者，建議文件上須寫明該帳戶持有人之關係。 

(四) 請事前查詢出入境攜帶現金之限制數額，避免超額遭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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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健康檢查 
(一) 如姊妹校未要求，則不須辦理。 

(二) 已完成檢查者，不須重複辦理。 

(三) 一般有效期限為出國前 3 個月內，如姊妹校無提供制式健康檢查表可至

本處網頁下載。 

七、外交部領事局登錄、海外急難救助 
(一) 請前往外交部領事局出國登錄網站登錄個人動態。 

(二) 外交部領務局 LINE＠帳號：@boca.tw 

領務局 LINE 聊天室有提供「關鍵字」查詢功能，例如：「日本」，系統

即回傳當地駐外通訊館處通訊資訊，這項功能可以幫助國人在海外遭遇

緊急狀況時，立即查詢並撥打鄰近外館電話，尋求協助。 

(三) 海外急難救助： 

教育部駐外單位留遊學生緊急事故手機號碼 

外交部旅外國人急難救助 

外交部駐華使館及機構駐外館處通訊錄下載 

如在大陸地區遭遇急難事件請撥打海基會 24 小時「緊急服務專線」

(02)2533-9995 

八、役男出國 
(一) 務必於出國前 1 個月辦理完成。 

(二) 尚未服役男同學務必辦理役男出國申請，可詢問各系助教協助辦理或本

校軍訓與生活輔導組承辦人楊教官(#1953)，（本校學務處網頁→軍輔組

→學生兵役→役男出國）。 

(三) 赴政府機關辦理後續事宜：役男應於 1 個月內持核准函及護照正本，到

戶籍地區公所兵役課加蓋出國核准章，憑以出境；核准出境者，其出境

期限至核准期限截止日，最長期限不得超過 1 年。 
  

http://international.ntua.edu.tw/upload/file_download/598bb9fdc683c.pdf
https://www.boca.gov.tw/sp-abre-sform-1.html
http://ws.moe.edu.tw/001/Upload/7/relfile/0/1535/e0196642-a526-4af4-9545-9b94ecdbf214.pdf
https://www.boca.gov.tw/cp-87-2121-7a5da-1.html
https://www.mofa.gov.tw/AddressBookDownload.aspx?n=16AC004377136463&sms=36A0BB334ECB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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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分抵免與次學期選課 
(一) 教育部學分認證：可上教育部網站查詢採認中國學士以上學位之 155 所

學校及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名冊查詢系統。 

(二) 須學分抵免者出國前確認清楚可抵學分，抵免學分依本校各系所與相關

單位規定辦理，學分抵免問題請洽各系助教。 

(三) 建議姊妹校選課前再次與各系所確認課程抵免事宜。 

(四) 學分抵免或申請獎學金者，務必持成績單正本以示證明。 

(五) 無須抵免或申請獎學金者，仍強烈建議申請成績單正本以示證明。 

(六) 歸國後次學期選課，請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選課時間依註冊組規定辦

理。出國前務必確認清楚後續選課規劃。 

十、出國交換學生行政流程 
(一) 本處會提供入學許可給系所助教，並提醒系所助教協助出國交換公文上

簽。 

(二) 完成本校註冊手續：依規定完成繳交本校學雜費。學費繳納問題，如有

疑問請洽註冊組。 

(三) 學分抵免與選課問題，請務必於出國前詢問清楚。課程名稱有爭議時，

可提供欲選課程之大綱給系所參考。本校學分抵免/次學期選課。依各系

所和相關處室規定辦理。出國研修時請依姊妹校規定辦理選課，不須再

選臺藝大課程。 

重要提醒：出國前２週將出國資料繳至國際處 

十一、放棄出國研修 
放棄出國學生最晚請於次一學期開學前 1 個月通知本處，並填寫放棄聲明書

後由本處通知所屬系所。 

  

https://depart.moe.edu.tw/ed2200/News_Content.aspx?n=5E9ABCBC24AC1122&s=2690D12DF5118DE0
https://depart.moe.edu.tw/ed2200/News_Content.aspx?n=5E9ABCBC24AC1122&s=2690D12DF5118DE0
https://depart.moe.edu.tw/ED2500/News.aspx?n=E8380E03A0E16960&sms=D2E10027BB4EC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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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出國前注意事項 
(一) 研修費用 

公費交換生僅須完成本校註冊並繳交全額學雜費，免繳姊妹校學雜費，

若是自費出國或姊妹校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交換生須自行負擔：書

籍材料費、生活費、保險費、住宿費（除有註明不須繳交）、往返機票

費、簽證費及其他開支等。 

(二) 姊妹校不具以下義務 

不具接機義務，同學須自行安排抵達學校之交通；若有學校派員接機或

安排義務學生迎新輔導，請抱持感謝的態度，勿視為理所當然。接機服

務請依照姊妹校規定提出申請。 

(三) 出國前必做工作 

交換學生務必於出國前 2 週繳交出國資料至國際處，並且讓家人知道出

國的相關資訊，並保持聯繫。可經由網路社群認識本校同一姊妹校之交

換生，或自行聯絡當地台灣同學會或社群。 

(四) 機場安檢 

有些國家入出境時有較嚴格之安全檢查，請同學務必留意相關資訊，進

行搭機規劃並配合之如有不合理處，可與我國駐外單位反應。 

(五) 本處無法協助事項 

因個人因素無法取得學生簽證者，交換學生資格即取消。出國交換生須

自行辦理簽證、選課、學生證辦理、成績單申請、學分抵免、住宿、機

票、機場接送及保險等個人事宜。 

十三、離校手續 
(一) 辦理期限：出國前 2 週完成 

(二) 辦理流程：  

1. 提醒系所助教上簽出國公文。 

2. 至系所、各處室蓋「離校手續單」。 

3. 依據離校手續單繳交相關資料（參考離校手續單）至國際處。 

4. 歡樂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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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扺達姊妹校後 

十四、出國研修注意事項 
(一) 學分要求：交換學生於境外研修期間應至少修習 2 門或相當於臺灣學制

6 學分以上課程，修習課程須至少有 1 門課程須與原屬系所相關專業課

程，並須通過所選讀學分或課程 2 分之 1(含)以上。 

(二) 海外研修課程送審：應於姊妹校開學後 30 日內將境外修習課程清單（須

有官方戳章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送原屬系所審核，必要時應提供課

程大綱供審查。 

(三) 交換生身分：以選讀生身分於交換學校就讀，不得要求獲取該校學位。 

(四) 奉公守法： 

1. 交換學生出國研修即代表臺藝大，表現影響下一學期本校學生入學之

機會。 

2. 請務必遵守當地法規，勿有任何違法之行為。 

(五) 打工規定：各國對於領取學生簽證者，皆訂有打工時數規定，請遵循各

國法令進行打工，以免觸法。 

(六) 安全與聯繫： 

1. 抵達姊妹校請儘速通知家人，並聯繫姊妹校國際處，儘速向姊妹校承

辦窗口報到，並辦理註冊等相關手續。 

2. 抵達研修國家一週內請登入本校「出國交換線上申請系統」，填報國

外聯絡資料。 

3. 如遇上國際媒體的頭條事件（如恐攻等），請主動跟家長聯繫並 E-mail

本處報平安或傳訊國際處 FB報平安（國際處 FB帳號：Ntua Oia）。 

4. 如遇緊急狀況或須協助之處，請先向姊妹校承辦人尋求協助，再回報

本處事件經過。 

  

http://international-application.ntua.edu.tw/outexchange/index/index/puid/
mailto:oiaed@ntua.edu.tw
mailto:oiaed@nt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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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延長交換 
(一) 研修期間總計最長以一學年為限。 

(二) 申請期間：秋季班：11 月 1 日至 15 日；春季班：5 月 1 日至 15 日。 

(三) 申請流程： 

1. 通知本處延修意願，本處提供「延修申請書」電子檔，申請人請於截

止日前（臺灣時間）將申請書與修課清單寄至本處出國交換生信箱

（oiaed@ntua.edu.tw）。 

2. 系所審核：大學部學生須系所核可；研究所學生須系所與指導教授皆

核可。 

3. 學校審核：延修之學生不可佔用下學期本校交換生名額，亦即次一學

期本校申請前往該姊妹校交換生名額未滿。學校將檢視歷年來雙方出

國與來校交換生人數是否平衡作為審核原則。校內審核結果通知，秋

季班：11 月 30 日；春季班：5 月 30 日。 

4. 姊妹校審核：校內審核通過本校將與姊妹校聯繫，告知本校已許可申

請並請該校審核。收到該校同意函才算正式通過申請。 

5. 轉知系所：通知系所已通過申請並請系所協助辦理相關事宜，次學期

開學之前學生請與系所確認完成相關流程。 

6. 完成次學期註冊：繳交下學期學費，並於開學前本處將繳費證明寄至

本處信箱。 

十六、歸國前注意事項 
(一) 就學資料保留：保留修課記錄、課程大綱、作業等 

(二) 姊妹校離校手續 

1. 確認成績單領取方式及寄送時程。 

2. 若成績單寄送至本處，本處收到後會轉交個人。 

(三) 領取學海計畫獎學金者，請務必申請成績單，且於歸國時一併帶回，以

利經費核銷。 

(四) 準時歸國 

1. 研修結束一個月內返國。 

2. 交換研修結束後，應準時返國，不得有滯留國外之情形；如有違反情

況，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mailto:oiaed@nt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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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歸國後 
十七、返校手續 

(一) 返校手續單繳交期限：歸國 1 個月內 

(二) 返校手續流程： 

1. 登入「出國交換線上申請」系統上傳研修心得，心得至少 2000 字，

並得繳交經國外研修機構同意之研修經驗分享短片（短片以三分鐘為

原則，提供本處連結並置於 Youtube 分享），心得格式見「出國交換

線上申請」系統。 

2. 填報研修/實習學生返國問卷調查 

3. 至系所各處室蓋「返校手續單」 

4. 繳交返校手續單至國際處 

重要提醒：交換學生應依本校相關規定繳交歸國資料，並列入本校畢

業生離校手續。 

十八、保證金退費申請 
交換生完成研修歸國與前述返校手續後，提交〈交換學生保證金退費申請表〉

保證金繳費收據、身份證影本與存簿影本，經審核符合本校《交換生甄選要

點》後，始辦理退費。 

注意事項：學生完成退費申請後，本處將依校內經費核銷程序辦理，

因係批次辦理，故入帳時間許有遲緩，故請耐心等候並確
保個人帳戶資料之正確性。 

 

http://international-application.ntua.edu.tw/files/ckupload/files/Experience-2(2016_5_11).doc
http://international-application.ntua.edu.tw/files/ckupload/files/Experience-2(2016_5_11).doc
http://goo.gl/forms/ZQojkTwGV7RHJEs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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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交換生自我檢核表 
出國前 

□ 預定機票 □ 行李打包、隨身證件與資料 
□ 申辦簽證 □ 急難救助相關電話備份 
□ 排定海外住宿 □ 外交部領事局網站登入出國資料 
□ 完成註冊繳費 □ 確認機場到姊妹校的交通方式 
□ 繳交出國手續單   

抵達後 
□ 至交換校完成報到 □ 向家人報平安 
□ 完成入住手續 □ 登入交換生申請系統填寫聯絡資料 

歸國前 

□ 確認成績單寄送方式 □ 完成交換校離校手續 

歸國後 
□ 上傳歸國心得與填寫問卷 □ 研修成績提供國際處影本留存 
□ 辦理學分抵免 □ 出席國際處心得分享會 
□ 繳交返校手續單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國研修/實習學生 離校手續單

出國研修/實習學年度：_____ 學年度 第_____ 學期 

學生姓名 
性別 學號 系所 

年級 身分證字號 
（外籍學位生請填居留證號）

外國身分別 □僑生  □外籍生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
信箱 

通訊地址 
在學

學籍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進修學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研修學校名稱 
或 

實習機構名稱 

研修 
/實習
國家 

出國研修/ 

實習期間 
預計於_______ 年_______ 月至_______ 年________ 月止，共    學期。出國期間為____年級 
※出國期間仍須繳費註冊，不另通知。

是否為 

學海計畫 

選送生 

□是 □學海飛颺 □學海惜珠 □學海築夢

□否

請依身分確認

是否備妥右方

文件 

最遲出國前2週

繳交相關資料

至國際事務處 

未領取 

獎學金 

□ 本校出國離校手續單

□ 本校出國研修同意書正本

□ 與系所確認已上簽出國研修

□ 交換校入學許可影本

□ 保險證明（需涵蓋研修期間）

□ 本校註冊費繳費影本（可後補 Email）

□ 護照個人資料頁面影本 1份

□ 臺胞證或簽證核准頁面影本 1份

□ 電子機票航班資料影本 (去程必備)

學海飛颺 

學海惜珠 

□ 本校出國離校手續單

□ 與系所確認已上簽出國研修

□ 交換校入學許可影本

□ 本校註冊費繳費影本（可後補 Email）

□ 保險證明（需涵蓋研修期間）

□ 護照個人資料頁面影本 1份

□ 簽證核准頁面影本 1份

□ 電子機票航班資料影本 (去程必備)

□ 行政契約書正本 4份
(國際事務處提供，每份皆需親筆簽名與蓋章)

□ 行政契約書之保證人資料證明 4份

□ 存簿封面影本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領據 1張 (教育部補助款，國際事務處提供)

□ 所得稅單 (如果將獎金轉給第 2者)

學海築夢 

□ 本校出國離校手續單

□ 與系所確認已上簽出國實習

□ 機構邀請函影本

□ 護照個人資料頁面影本 1份

□ 簽證核准頁面影本 1份

□ 本校註冊費繳費影本（可後補 Email）

□ 保險證明（需涵蓋研修期間）

□ 電子機票航班資料影本 (去程必備)

□ 行政契約書正本 5份
(每份皆需親筆簽名與蓋章，國際事務處提供)

□ 行政契約書之保證人資料證明 5份

□ 存簿封面影本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領據 1張(教育部補助款，國際事務處提供)

□ 所得稅單 (如果將獎金轉給第 2者)

請同學依順序至單位蓋章後，將本手續單連同相關資料送國際事務處。 

請依序

蓋章 
系所助教 教務處註冊組 軍訓與生活輔導組

國際事務處-

輔導老師
國際事務處

承辦人

簽章 

（女生免簽） （非外籍學位生免簽）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國研修同意書（一般交換生、雙學位） 
立同意書人 _____________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________________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專班 □博士班______年級學生，經本校推薦獲姊妹校/雙學位錄取。

預計將自_______學年度第______學期起 (自______年______月至______年______月)，共計____個

學期，赴 ____________ (國家) 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名）進行交換

研習。立同意書人同意於交換期間恪守本校相關規定，並願遵守下列事項，且自負一切責任及義務，

為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同意書為證。

一、出國研修期間恪遵本校各相關單位、交換學校及當地國之相關法規且自行辦理醫療與意外保險，

絕不做出任何有損兩校校譽之行為，或是觸犯當地國法律，若有任何違反情事，願自負相關責

任。 
二、因不可抗力之因素，需提前結束或延後開始出國研修，務必先行告知本校國際事務處（以下簡

稱本處），並取得兩校同意且返校辦理相關行政流程；未徵得兩校同意前，不得任意改變計畫終

止返國。

三、出國研修期間，以入學許可函明載研修期間（一學期）為原則，如欲延長將視姊妹校申請情況

而定。欲延長者，需儘速向本校國際事務處提供交換校延長入學許可，並取得兩校同意；如因

未完成本校延長交換之行政程序，致使自身權益受損，本人願自負全責。若取得兩校同意延長

出國研修時間，則同意書及相關法規效力將自動延長至出國研修期滿為止。 
四、出國研修期間不得辦理本校畢業或休、退學手續，若有此等情事發生者，其研修學生身份隨即

取消，終止延修。

五、本人已確實了解本校學則與相關修業規定，若因參加交換學生/雙學位計畫而衍生學分抵免及次

學期選課等問題，或因而導致未能如期畢業，本人願自負全責，不得有任何異議。關於課程抵

免與修業問題，本人已確知需與各系所或相關處室詢問。

六、出國研修屆滿1個月內返國，絕無滯留當地不返之情事。 
七、出國研修學生需於出國研修前和歸國返校後繳交相關資料，歸國返校相關資料之繳交列入本校

畢業生離校手續。 
（一）出國前2週務必繳交出國手續單等應繳文件至相關學校單位與本處。

（二）返國後1個月內務必繳交已簽核完畢之歸國手續單至國際事務處、上傳心得報告書與線上填寫

問卷等，且接受國際事務處安排與在校學弟妹座談分享研修心得。同學所繳交之心得報告，

授權本校有權在網站公開及使用於各種相關活動文宣用品上，且授權本處提供個人電子信箱

於在校學弟妹詢問出國研修相關資訊。

此  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本同意書確經本人同意並親自簽章，如有偽冒，願受校規處分並自負法律責任。 

（學生）立同意書人（親筆簽章）：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M）：              
連絡地址：

*擔保人依與學生之關係擇一填寫

（家長或監護人）擔保人（親筆簽章）：

（非家長或監護人）擔保人（親筆簽章）：    與立書人關係：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M）：              
連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國研修/實習學生 返校手續單

歸國研修/實習學年度：_________ 學年度第 _________ 學期

學生姓名

性別 學號 系所

年級 身分證字號
（外籍學位生請填居留證號）

外國身分別 □僑生  □外籍生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在學學籍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學士班延畢生

研修學校名稱
或實習機構名稱

研修
或實習國家 

實際研修/實習期間 自 _______ 年_______ 月 至_______ 年________ 月止 

修習學分數 赴國外共修習________學分 預計畢業時間 _______ 年_______ 月 

是否為

學海計畫選送生

□是 □學海飛颺 □學海惜珠 □學海築夢 □新南向學海築夢

□否

1. 請確認

2. 繳交相關資料

至國際事務處

未領取獎學金

※ 歸國一個月內

□ 本校歸國返校手續單

□ 上傳心得報告電子檔於國際處「出國交換線上申請」系統 (至少 2000 字，並附 3~6 張照片) 

□ 線上填寫出國研修問卷

學海飛颺

學海惜珠
※ 歸國兩週內

□ 本校歸國返校手續單

□ 出入境紀錄
(影印護照戳章，走快速通關者請向海關補蓋章) 

□ 電子機票航班資料影本
(出國前僅訂單程或更改回國日期者須提供) 

□ 來回機票登機證票根正本

□ 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旅行業代收

轉付收據正本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

之文件

□ 交換校註冊證明或學生證影本或其他

可證明文件

□ 交換研修成績單影本

□ 上傳心得報告電子檔於教育部「國內大

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

網站」和本校國際事務處「出國交換線上

申請」系統(至少 2000 字，並附 3~6 張照片)

□ 線上填寫出國研修問卷

□ 領據 1 張（教育部補助款，於國際事務處填寫） 

□ 領款聲明書（於國際事務處填寫）

學海築夢
※ 歸國兩週內

□ 本校歸國返校手續單

□ 出入境紀錄
(影印護照戳章，走快速通關者請向海關補蓋章)

□ 電子機票航班資料影本
(出國前僅訂單程或更改回國日期者須提供) 

□ 來回機票登機證票根正本

□ 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旅行業代收

轉付收據正本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

之文件

□ 實習機構實習證明影本

□自行心得報告電子檔於教育部「國內大

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

網站」 (至少 2000 字，並附 3~6 張照片) 

□ 線上填寫出國研修問卷

□ 領據 1 張(校內配合款，於國際事務處填寫） 

□ 領款聲明書（於國際事務處填寫）

□ 計畫主持人繳交成果報告和經費填報

請同學至系所報到後，將本手續單連同相關資料送回國際事務處，歸國資料繳交列入本校畢業生離校手續。 

會簽 系所助教 國際事務處

承辦人簽章

□ 應屆畢業生遞表時，已完成心得與問卷繳交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出國交換學生保證金退費申請表 

姓名  系所  

學號  年級  

交換學校  交換學期  

□本人未被姊妹校錄取。 

□本人因                          （不可抗力之因素）必須放棄。 

□本人已遵守並履行以下交換學生應盡之義務： 

1. 已遵守臺灣藝術大學與締約學校相關法規。 

2. 已於返國 1 個月內完成返校手續與心得報告繳交。 

3. 總修習科目二分之一（含）以上達及格標準。 

此 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申請人：         (親簽) 電話：            

申請日期：         

□本人已檢附身分證與中華郵政存簿影本，郵政帳號：        

★注意事項：學生完成退費申請，本處將依校內經費核銷程序辦理，因係

批次辦理，故入帳時間許有遲緩，故請耐心等候並確保個人

帳戶資料之正確性。 

國際事務處審核 

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一、 入學許可
	二、 住宿申請
	三、 辦理簽證
	四、 辦理保險
	五、 財力證明與生活費準備
	六、 健康檢查
	七、 外交部領事局登錄、海外急難救助
	八、 役男出國
	九、 學分抵免與次學期選課
	十、 出國交換學生行政流程
	十一、 放棄出國研修
	十二、 出國前注意事項
	十三、 離校手續
	貳、 扺達姊妹校後
	十四、 出國研修注意事項
	十五、 延長交換
	十六、 歸國前注意事項
	參、 歸國後
	十七、 返校手續
	十八、 保證金退費申請
	交換生完成研修歸國與前述返校手續後，提交〈交換學生保證金退費申請表〉保證金繳費收據、身份證影本與存簿影本，經審核符合本校《交換生甄選要點》後，始辦理退費。
	注意事項：學生完成退費申請後，本處將依校內經費核銷程序辦理，因係批次辦理，故入帳時間許有遲緩，故請耐心等候並確保個人帳戶資料之正確性。
	附錄一、 交換生自我檢核表
	international.ntua.edu.tw
	https://international.ntua.edu.tw/upload/file_download/61230297c6bf4.pdf


	fill_8: 
	fill_9: 
	fill_10: 
	fill_11: 
	fill_12: 
	fill_13: 
	undefined: Off
	undefined_2: Off
	fill_1: 
	fill_2: 
	fill_3: 
	fill_4: 
	undefined_3: Off
	fill_5: 
	fill_1_2: 
	fill_2_2: 
	fill_13_2: 
	fill_14_2: 
	fill_15_2: 
	fill_16_2: 
	fill_17_2: 
	toggle_1: Off
	toggle_2: Off
	fill_18_2: 
	fill_19_2: 
	fill_20_2: 
	fill_21_2: 
	toggle_3: Off
	toggle_4: Off
	toggle_5: Off
	toggle_6: Off
	toggle_7: Off
	fill_22_2: 
	fill_9_2: 
	fill_3_2: 
	fill_4_2: 
	fill_5_2: 
	fill_6_2: 
	fill_8_2: 
	fill_7_2: 
	toggle_8: Off
	toggle_9: Off
	toggle_10: Off
	toggle_11: Off
	toggle_12: Off
	toggle_13: Off
	toggle_18: Off
	toggle_14: Off
	toggle_19: Off
	toggle_15: Off
	toggle_20: Off
	toggle_16: Off
	toggle_17: Off
	toggle_21: Off
	toggle_22: Off
	toggle_23: Off
	toggle_30: Off
	toggle_24: Off
	toggle_25: Off
	toggle_31: Off
	toggle_26: Off
	toggle_32: Off
	toggle_27: Off
	toggle_33: Off
	toggle_28: Off
	toggle_34: Off
	toggle_29: Off
	toggle_35: Off
	toggle_36: Off
	toggle_37: Off
	toggle_44: Off
	toggle_38: Off
	toggle_39: Off
	toggle_45: Off
	toggle_40: Off
	toggle_46: Off
	toggle_41: Off
	toggle_47: Off
	toggle_42: Off
	toggle_48: Off
	toggle_43: Off
	toggle_49: Off
	fill_1_3: 
	fill_2_3: 
	toggle_1_2: Off
	toggle_2_2: Off
	toggle_3_2: Off
	toggle_4_2: Off
	fill_3_3: 
	fill_4_3: 
	fill_5_3: 
	fill_6_3: 
	fill_7_3: 
	fill_8_3: 
	fill_9_3: 
	fill_10_3: 
	fill_11_3: 
	fill_12_3: 
	fill_13_3: 
	fill_1_4: 
	fill_2_4: 
	fill_12_4: 
	fill_13_4: 
	fill_14_3: 
	fill_15_3: 
	fill_16_3: 
	fill_22_3: 
	toggle_1_3: Off
	toggle_2_3: Off
	fill_17_3: 
	fill_18_3: 
	fill_19_3: 
	fill_20_3: 
	toggle_3_3: Off
	toggle_4_3: Off
	toggle_5_2: Off
	toggle_6_2: Off
	toggle_7_2: Off
	fill_21_3: 
	fill_10_4: 
	undefined_4: 
	fill_23_3: 
	undefined_5: 
	fill_8_4: 
	fill_9_4: 
	toggle_8_2: Off
	toggle_9_2: Off
	toggle_10_2: Off
	toggle_11_2: Off
	toggle_12_2: Off
	undefined_6: Off
	toggle_14_2: Off
	toggle_15_2: Off
	toggle_16_2: Off
	toggle_22_2: Off
	toggle_17_2: Off
	toggle_18_2: Off
	toggle_23_2: Off
	toggle_19_2: Off
	toggle_24_2: Off
	toggle_20_2: Off
	toggle_21_2: Off
	toggle_25_2: Off
	toggle_26_2: Off
	toggle_27_2: Off
	toggle_28_2: Off
	toggle_33_2: Off
	toggle_29_2: Off
	toggle_34_2: Off
	toggle_30_2: Off
	toggle_31_2: Off
	toggle_35_2: Off
	toggle_32_2: Off
	toggle_36_2: Off
	toggle_37_2: Off
	toggle_38_2: Off
	undefined_7: O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