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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校內單位
一、教務處
(一) 註冊組：申請（補發）學生證、在學證明書、成績單、辦理休、退學等。
(二) 課務組：課程加退選、學分抵免。
地點：淡水校園行政大樓(A212)
電話：淡水校園：(02)2621-5656，分機 2368、2360、2210。
二、學生事務處
(一) 生活輔導組：學生請假、學生團體保險、法律諮詢、校內工讀申請、獎學金。
地點：淡水校園商管大樓(B402)
電話：淡水校園：(02)2621-5656，分機 2217、2817。
(二) 諮商輔導組：心理衛生諮詢。
地點：淡水校園商管大樓(B408)
電話：淡水校園：(02)2621-5656，分機 2221。
(三) 住宿輔導組：校內宿舍安排（松濤宿舍、淡江學園、蘭陽校園）、校外租賃。
地點：淡水校園松濤二館（Z2200）。
淡江學園辦公室：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 1 段 149 巷 17 號（校外）
。
電話：淡水校園辦公室：(02)2621-5656，分機 2395、2396。
淡江學園辦公室(02)2626-6911，分機 0214、0216、0220。
(四) 衛生保健組：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需攜帶學生證至保健室。
地點：淡水校園海事博物館地下室(M111)
電話：淡水校園：(02)2621-5656，分機 2373、2822。
三、財務處
財務處提供學生學雜費繳費單資訊，如：繳費單補印、學雜費查詢及補收、退費事
宜（含休、退學之補收及退費）以及開立學生繳費證明等。
地點：淡水校園工學館 G401
電話：淡水校園：(02)2621-5656，分機 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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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境外生輔導組
International and Mainland Students Guidance Section
一、位置 Location：
驚聲大樓 10 樓(T1001 辦公室) Ching-sheng Memorial Hall 10F (T1001)
公用聯絡信箱 Mail : auox@oa.tku.edu.tw
電話：02-26215656 # 2218
二、境輔組詹盛閔組長
Julian Chan, Section Chief of International and Mainland Students Guidance Section
學位生承辦人：
僑 生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dvisers：趙芳菁小姐 Grace、梁瑋倩小姐 Iris
外籍生 Foreign Students Advisers：劉駿志先生 Gary、李靜宜小姐 Eva
大陸生 Mainland China Students Adviser：林淑惠小姐 Alice
交換生承辦人(校級)：
大陸生 Mainland China Exchange Students Adviser：王友嫈小姐 Cadence
外籍生(含麗澤國際學舍)Foreign Exchange Students Adviser（Including Reitaku
International House Specialist）：彭于禎小姐 Chanel（Ext.2318）
三、完整版行事曆 TKU Academic Calendar
中文版 Chinese Version

英文版 English Version

四、提供境外生相關資源，如有需求，請多加參考利用：
You can find relevant resources for foreign students at the following links.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ffairs

國際處境外生導師機制
Academic advisor

諮商暨職涯輔導組 Counselling
and Career Guidance Section

學教中心課業輔導預約系統
Student Learning Support Section,
Center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生活輔導組獎助學金或法律諮詢服
務 Student Guidance Section,
Scholarship and Financial Aid and
Legal Consultancy
Service

新生導覽影片
Foreign Student TKU

Orientation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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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淡水校園境外生行事曆（暫訂）
Tamsui Campus 2019-20 Fall Semester International Student Calendar
境輔組各活動時間若有調整，將透過學生信箱、學生線上社群及國際處網頁公告
If there are any changes on activities or breaking news, we will notify by email and post an
announcement on our website.
星期
日期
事項
承辦人
Days of
Date
the
Events
Case Officer
Week
僑生及外籍生工讀工作證申請
Work Permit Application
2019/8/31

六
Sat

境外新生團體接機
Overseas Freshman Airport Pickup Service

2019/8/31

六
Sat

宿舍報到入住
Sign-in and move-in to Dormitory of TKU

2019/9/1

日
Sun

中華電信代辦手機門號服務(非強制性)
Chunghwa Telecom Agency Services (Optional)

2019/9/2

一
Mon

2019/9/2

一
Mon

2019/9/2

一
Mon

2019/9/2

一
Mon

2019/9/3

二
Tue

2019/9/3

二
Tue

2019/9/3

二
Tue

2019/9/3

二
Tue

外籍交換生華語分班測驗
Chinese Proficiency Examination for Foreign Exchange
Students
外籍生報到、陸生報到註冊
Registration for students of Foreign Nationality and
Mainland China
(上午)僑生境輔組報到
(Morning)Registration for Students of Overseas Chinese
at T1001
(下午)港澳生居留體檢(馬偕醫院)
(Afternoon)Health Examination for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and Macau in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外籍學位生華語分班測驗
Chinese Proficiency Examination for Foreign Degree
Students
陸生體檢
Health Examination for Students of Mainland China in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外籍生、僑生註冊
Enrollment for students of Foreign Nationality and
Overseas Chinese
淡江學園住宿講習(9:00-12:00)
Safety Lecture of Off-campus Dormitory for New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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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Eva)
瑋倩(Iris)

友嫈(Cadence)

靜宜(Eva)
駿志(Gary)
淑惠(Alice)
芳菁(Grace)

芳菁(Grace)

靜宜(Eva)

淑惠(Alice)
駿志(Gary)
芳菁(Grace)

日期
Date

星期
Days of
the
Week

2019/9/4

三
Wed

2019/9/5

四
Thu

2019/9/5

四
Thu

2019/9/6

五
Fri

2019/9/6

五
Fri

2019/9/6

五
Fri

2019/9/9

一
Mon

2019/9/9-16

2019/9/9-20

2019/9/9-20

2019/9/11

事項
Events

承辦人
Case Officer

境外新生入學輔導講習會暨迎新餐會
瑋倩(Iris)
TKU 2019-20 Overseas Freshman Orientation and
友嫈(Cadence)
Welcome Party
文、工、外語、國際事務、教育學院新生開學典禮
Opening Ceremony for freshmen of Liberal Arts,
Engineering, Foreign Languag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all departments in Education College
理、商管、全發學院新生健檢暨安全講習
Medical Check-ups and campus safety lectures for all
department in Science, Business Management, all
departments in Global Development College
(undergrads, graduates, evening program, transfers)
(Global Development College Lanyang holds events in
Lanyang Campus.)
理、商管、全發學院新生開學典禮
Opening Ceremony for freshmen of Science, Business
Management, all departments in Global Development
College (undergrads, graduates, students of evening
programs, transfers)
文、工、外語、國際事務、教育學院新新生健檢暨安
全講習
Medical Check-ups and campus safety lectures for
Liberal Arts, Engineering, Foreign Languag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all departments in Education
College
學生繳費註冊截止日
Deadline for Registration and Payment
開始上課
Classes Begin

僑生基本學科課業輔導登記
芳菁(Grac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pply for School Work
Mon-Mon
Guidance
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
一-五
Scholarships Registration for Underprivileged Overseas 芳菁(Grace)
Mon-Fri
Chinese Students
台灣社會與文化課程選課(限僑生及陸生)
一-五
Add Courses of Taiw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Only for 芳菁(Grace)
Mon-Fri
Students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Mainland China)
一-一

三
Wed

境外生發月餅慶中秋
Mid-Autumn Festival Party for Overseas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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瑋倩(Iris)

日期
Date

2019/9/13

2019/9/16-24

2019/9/18

2019/9/24

2019/9/23起

2019/9/26-12/19

星期
Days of
the
Week
五
Fri

事項
Events
中秋節(放假一天)
Mid-Autumn Festival (no classes)

一-二 加退選課程
Mon-Tue Courses Add and Drop
移民署來校辦理新生居留證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Coming For New
Students’ ARC Applications
移民署來校辦理新生居留證
二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Coming For New
Tue
Students’ ARC Applications
Chat Corner多國外語交流活動
一-四
(驚聲大樓10樓12:10-16:00)
Mon-Thu
Chat Corner Language Exchange Activity
三
Wed

二、四 僑生新生約談(每週二中午、每週四傍晚)
Tue、Thu Meetings for Freshman of Overseas Chinese

2019/10月起

三
Wed

國際文化萬花筒分享會
(每週三 18:00-20:00 驚聲大樓 10 樓大廳)
International Culture Kaleidoscope Sharing Activity

2019/10/10

四
Thu

國慶紀念日(放假一天)
National Da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o classes)

2019/10/11

五
Fri

調整放假(由教師自行擇期補課、10/5補行上班)
Day-Off (No Class)( make-up classes decided by the
teacher; make-up workday on 10/05)

2019/10/31

四
Thu

萬聖節之夜
Halloween - Talent Show

2019/11/2

六
Sat

校慶慶祝大會、校友返校日(蘭陽校園校慶活動)
TKU Anniversary Celebration、Alumni Homecoming Day
(Lanyang campus)

2019/11/8

五
Fri

創校69週年紀念日
TKU 69th Founding Anniversary

2019/11/11-17

2019/11/16-17

承辦人
Case Officer

瑋倩(Iris)

瑋倩(Iris)

靜宜(Eva)
芳菁(Grace)
瑋倩(Iris)
淑惠(Alice)
駿志(Gary)

駿志(Gary)

一-日 期中考試週
Mon-Sun Mid-Term Exam Week
六-日 境外生文化之旅
Sat-Su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ultural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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瑋倩(Iris)

日期
Date

2019/11/20

星期
Days of
the
Week
三
Wed

事項
Events
職能輔導講座
Career Counseling Seminar

2019/11/23-24

六-日 麗澤學舍期中出遊
Sat-Sun International House Mid-term travel

2019/12/2-6

一-五 期中退選課程
Mon-Fri Mid-semester Drop

2020/1/1

2020/1/3-9

二
Tue

承辦人
Case Officer

友嫈(Cadence)

于禎(Chanel)

開國紀念日(放假一天)
National Da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o classes)

五-四 期末考試週
Fri-Thu Final Exam Week

2020/1/9

四
Thu

境外生春節聯歡晚會
Chinese New Year Party for Overseas Students

2020/1/11

六
Sat

外籍交換生國際學舍閉館(麗澤、松濤五樓)
Reitaku International House and Song-Tao 5F Closed for 于禎(Chanel)
Winter Vacation

2020/1/6～31

2020/1/23-2/7

2020/1/31

一-四 網路查詢學期成績
Mon-Thu Final Grades Available for Online Checking
春節假期(1/24除夕，1/24-1/29為國定春節假期)
四-五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s(from 1/24 to 1/29; 1/
Thu-Fri
24-New Year's Eve)
四
Thu

學期結束
End of Fall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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瑋倩(Iris)

肆、淡江大學學生團體學生會及 8 類學生社團簡介
The Introduction of All Kinds of Student Clubs
 Student Association (學生會)
The members of the student association are elected by the all the students in the school. It is the
first class on-campus organization. It has the president and the vice-president. The system of the
association is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student’s Parliament, student appraisal meeting. These
groups each have a job, each of them is in charge of the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ve, and justice
affairs and relevant events.
係指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為校內一級自治組織。學生會置會長、副會長，分設行政中心、
學生議會、學生評議會，分別掌理行政、立法、司法相關事項。

 Academic (學藝性)
An academic club is built up for the purpose of academic study, and to cultivate the members’
abilities in appreciating the different cultures, in addition to doing the research of arts. The main
activity is the club learning classes. Besides, there will be seminars and social events in order to
interact with the students from the other clubs.
以研究學術、培養同學文化氣息及藝術研討為目的而成立的學藝性社團，以社課為主要活動，
除此之外，也會辦一些講座活動，以及聯誼性質的活動與其他社團交流。

 Sporty (體育性)
The sporting club is built up on the purpose of encouraging the proper sports. The main activity is
the club learning classes. The members can learn different gymnastic skills through club learning
classes. Also, the social activities can be held among schools. Member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can
interact through inter- and intra-schools sporting contests.
以鼓勵正當體育活動為目的而成立的體育性社團，也以社課為主要活動，社員可以利用社課，
學習到不同體育技能；在聯誼活動中，也常辦理跨校交流，並辦理校內外各種體育比賽。

 Entertaining (康樂性)
The entertaining club is built up on the purpose of encouraging the leisure healthy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The main activity is club learning classes; the minor activity is fellowship encouraging
events. Sometimes, there will be wrap-up presentations.
以推廣休閒同樂、有益身心之活動為目的而成立的康樂性社團，最大宗的活動為社課，次要
為聯誼，另外也會辦一些成果發表會。


Serving (服務性)

The serving club is built up for the purpose of serving people and makes it a better society. The
main activity is serving people. The members need to gain more knowledge and strengthen their
inner abilities while serving the others. Therefore, club learning class is the second main activity.
Students will be trained and directed to the correct track through the club learning classes.
以服務人群、造福社會為目的而成立之服務性社團，以服務活動為主，在服務的同時也要增
強自己的內涵和知識，因此社課為第二大類的活動，在社課中培訓服務員們的心態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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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endship encouraging (聯誼性)
It’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 alumni and non-alumni. The purpose of the friendship encouraging
club is built up on encouraging the friendships, interacted learning, and helping with the friendship
growing. The main activity is to unite the fellowship among members. Many alumni would go back
to their hometowns or schools during winter and summer vacations to do the community services.
分為校友會和非校友會兩大性質，以促進友誼、交流學習、砥礪情操為目的而成立的聯誼性
社團。以凝聚社內感情的聯誼活動為主，而許多校友會也都會在寒暑假，回到自己的家鄉或
學校進行返鄉服務。

 Religious (宗教性)
The religious club is built up on the purpose of studying the doctrine, encouraging the practices of
characters, and caring for the society. The main activity is the club learning class. In the classes,
students get together by different religions. They will discuss the religious dogmas or related issues,
or they would search for the growth in spirits.
以研究宗教義理，砥礪品行修養，關懷社會為目的而成立的宗教性社團，大部分活動為社課，
主要是以不同宗教的聚會為主，社課中會討論宗教的教旨或相關議題，或尋求自身心靈上的
成長。

 Musical (音樂性)
The music club is built up for the purpose of training students the musical skills, cultivating the
abilities to appreciate the music, and redirecting the students’ characters to the correct tracks. The
main activity is the club learning class. The members could learn how to play the instruments,
practicing the skills; in addition, there will be friendship interaction activity and wrap-up
presentations.
以培養音樂技藝、提升音樂欣賞、陶冶性情為目的而成立的音樂性社團，大部分為社課，主
要注重樂器的教學、技巧上的練習，除此之外，還有聯誼型活動，會和其他學校進行交流，
也會辦成果發表會。

 Departmental Association (學會)
The departmental association is built up on the purpose to promote students’ abilities in research
and to exchange the study results. It is also a departmental organization in connecting the bond
between th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The main activity is the fellowship
encouraging events. Next, most of the departments will also hold the ball games or singing
contests and the weekly departmental presentations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specialties of each
department and what the students have learned.
為提高學生學術研究風氣，便利學生交換研究心得，連繫系所院學生情感的學會性組織，以
辦理組織內的聯誼活動為主；其次，大多數的系學會也辦理球類或歌唱比賽，以及各系週展，
以展現各系的特色及所學。

Welcome to join the clubs you are interested in.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the website :
http://tkuclub.weebly.com/
歡迎加入喜歡的社團，想知道詳細的社團介紹，請至學生社團網頁: http://tkuclub.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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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習相關
一、

學生 e-mail 帳號
當您知道您的學生證號碼之後，您就可以開始設定您的學生 e-mail 帳號。您的學生
e-mail 帳號：學生證號碼@sxx.tku.edu.tw。「xx」是您學生證的第 2 及第 3 個數字。
所以，如果您的學生證號碼是「407123456」的話，您的學生 email 帳號將會是
407123456@s07.tku.edu.tw。您的學生 e-mail 帳號的密碼是您的護照或學生證後 6 碼
數字。
*教學資源平台若無法使用，請洽詢聯合服務台 2621-56565 轉 2468，或帶學生證至
驚聲大樓 1 樓 T109 室更換密碼

二、

修習學分、選課
大學部
大學部本班之必修科目均由教務業務代選，其餘科目，同學於初選及加退選時上網
選課；每學期選課公告時間請上課務組網頁查詢。本學期加退選時間：108 年 9 月
16 日上午 11 時至 24 日上午 10 時；期中退選時間：108 年 12 月 2 日上午 11 時至 6
日上午 10 時。

三、

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之規定
一、二年級：至少 15 學分，至多 25 學分。
四年級：至少 9 學分，至多 25 學分。
延修生：至少 1 科，至多 25 學分。
重覆修習同一課程，僅計算一次學分數於畢業學分數內。
如為研究所及博士班學生，將依各系所規定進行修習學分及選課。

四、

外籍生華語能力測驗
淡水校園外籍新生頇出席華語能力測驗：
時間：9 月 3 日下午 1 點到 2 點
地點：T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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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簽證及居留證
一、

更換簽證：停留簽證→居留簽證（簽證註記代碼：FS）
如果您是持停留簽證入境，且需在台就學超過 180 天者，請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辦
理居留簽證（如果您已經持有居留簽證者，請直接跳至二）
。申請人如已持符合改換
就學資格之停留簽證入境，得於停留期限屆滿前 7 個工作天前，提出申請改辦居留
簽證。網址查詢 http://www.mofa.gov.tw/Official/Home/Index

(一) 應備文件及費用：
1.
2.
3.
4.
5.

6.
7.
8.

自行上網填寫申請表：https://visawebapp.boca.gov.tw (General visa A)
護照、簽證，有效期限需在六個月以上（正本及影本各一份）
淡江大學入學許可（正本及影本各一份）
學生證或臨時學生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各一份，影本上頇蓋註冊章）
健康證明書（正本及影本各一份。需為三個月內之證明，如在國外檢查，請到
其本國所屬的中華民國（台灣）駐外使領館或代表辦事處辦理認證，或入台後
至指定醫院辦理）。
兩張 2 吋背景為白色的彩色照片（需為六個月內的近照，頭頂至下巴
3.2cm-3.6cm）
申請費用：新台幣 3,000 元；持美國護照者為新台幣 5,600 元。
核發時間需 7-10 天。

(二) 醫院體檢 (乙表) 相關內容
1. 8 小時前勿進食
2. 檢驗項目 X 光及血液檢查
3. 8:30-11:00 間為檢查時間
4. 準備 3 張兩吋背景為白色的彩色照片
5. 攜帶護照，有效期限需在 6 個月以上
6. 費用約新台幣 2,200 元
(三)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地址：台北市濟南路一段 2-2 號
電話：(02)2343-2888
交通：請搭乘捷運至台大醫院站出口 2 出站，步行約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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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更換簽證：居留簽證→外僑居留證
如果您是持居留簽證入境或已經換發居留簽證者，請於入境 15 天內，儘速向居留地
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辦理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如逾期將需
繳納罰款。學生初次入國未註冊者，先行核發效期 6 個月，待學生註冊後，再行受
理居留延期申請，並補足已繳規費之剩餘效期。
應備文件及費用：
1. 申請表（如委託他人辦理，需附委託書）。
2. 一張 2 吋半身脫帽白色背景彩色正面相片。
3. 護照及入境簽證（正本、影本各一份）。
4. 學生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各一份，影本需蓋註冊章）*如果於開學前到達之同
學，請至出納組 B304 繳清保險費後（約 3,185 元），至行政大樓教務處申請在
學證明書（工本費 10 元）及臨時學生證。
5. 申請費用：一年期新台幣 1,000 元。
6. 核發時間需 7-10 天。
7. 新台幣 26 元回郵信封費

三、

外僑居留證（ARC）更改住址
變更居留地址應自行於 15 天內辦理!!資料同上，需帶舊居留證，但不需在學證明。

四、

遺失居留證（ARC）（自行至居留所在地之移民署服務站申請補發）
1.
2.
3.
4.
5.
6.
7.
8.
9.

五、

自行至警局備案，取得報案紀錄
申請表
一張 2 吋半身脫帽白色背景彩色正面相片（頭頂下巴 3.2cm-3.6cm）
護照及入境簽證（正本、影本各一份）。
學生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各一份，影本需蓋註冊章）
入學通知書（正本及影本各一份）
申請費用：新台幣 500-1,000 元。
住宿證明書
在學證明

外僑居留證延長

(一) 應備文件：
1. 申請表。
2. 護照及外僑居留證（正本及影本各一份）。
3. 學生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各一份，影本頇先至註冊組蓋註冊章）。
4. 申請費用：一年期新台幣 1000 元。
5. 核發時間需工作天 7-10 天。
(二) 注意事項：
於修業限內申請延期居留者，頇持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書申請延期，如學校尚未受理
註冊手續，得免附新學期之註冊證明，逕予延期 1 年。
11

已畢業欲留臺覓職者，應檢附畢業證書申請延期，其居留效期統一以畢業當月加計
6 個月為延期居留期限。如屬延畢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依實際就學情形酌予
核發 6 個月至 1 年效期之外僑居留證。
未於期限內辦理延期者，主管機關得依規定罰鍰及註銷其居留資格，並勒令出國。

六、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全台皆設有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如果您住在新北市，必頇至「移
民署新北市服務站」辦理居留證。如果您是住在台北市，則請至「移民署台北市服
務站」辦理居留證。如果您是住在宜蘭縣（蘭陽校園學生）
，請至「移民署宜蘭縣服
務站」辦理居留證。
移民署新北市服務站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民安街 135 號（前國防管理學院）
電話：（02）8228-2090
移民署台北市服務站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 15 號
電話：(02)2388-3929

七、

停留簽證延期
如果您是持停留簽證 60 天、90 天入境，在到期前 15 天，請自行辦理延期事宜，停
留期限自入境翌日起算，遇假日則順延半天。若超過時效，則除繳納罰款外，頇出
境再入境，請同學自行注意!! 停留簽證僅允許單次的入境，如需離台，必頇重新辦
理入境簽證。
應備文件：
1.
2.
3.
4.
5.
6.

八、

申請表
護照、簽證，有效期限需在六個月以上（正本及影本各一份）
淡江大學入學許可（正本及影本各一份）
學生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各一份，影本上頇蓋註冊章）
1 張 2 吋半身脫帽白色背景彩色正面照片（頭頂下巴 3.2CM-3.6CM）
住宿證明書（諮詢輔導員）

簽證相關網站：

單
位
中華民國(台灣)外交部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網
址
http://www.mofa.gov.tw
http://www.boca.gov.tw/
http://www.immigratio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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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獎助學金
一、

外國學生優秀及清寒獎學金
為鼓勵優秀外籍學生來本校就讀之意願，並協助解決其在台生活困難，進而增進本
校國際化之推展，特設本獎學金。
凡獲得本獎學金者，請檢附有效工作許可證影本（有效期限第一學期最短頇至 1 月
底，第二學期最短頇至 6 月底），並於本校擔任每學期 20 小時義工服務。義工工作
內容及工作時間由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擔任執行輔導單位。
最新相關辦法請查詢國際暨兩岸事務處首頁→最新消息→獎助學金。
承辦單位：國際處境外生輔導組(T1001)

二、

台灣獎學金
台灣獎學金由台灣政府提供外國學生申請之獎學金。依各辦法規定受獎生完成學費
繳納及註冊後，學校代轉發每月獎學金。
辦理單位：國際處境外生輔導組(T1001)
◎相關資訊請查詢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頁(www.oieie.tku.edu.tw.)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首頁獎助學金外籍生

三、

其他獎助學金
其他獎助學金相關訊息，請上學生事務處的生活輔導組網頁上查詢。
學生事務處網頁(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
學生事務處首頁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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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醫療保險
一、

學生平安保險

(一) 申請金額：每學期新台幣 180 元，此費用包含在雜費繳費單中。
(二) 理賠範圍與條件：因疾病或遭遇意外傷害事故，以致身故、殘廢或需住院、手術及
門診治療（不 含疾病未住院門診）
，於發生事故 2 年內，持有健保醫院或診所開具
之相關完整 文件，可申請理賠。
(三) 申請文件
共同填寫表格

1.
2.
3.

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申請書。
疾病意外事件登錄表。
淡江大學事故傷害登錄表。

一般檢附文件

1.
2.
3.
4.

醫生開立之診斷證明書正本。(若為影本需加蓋 院章)
收據正本或副本。(若為影本需加蓋 院章)
護照、居留證影本。
若有骨折，請附 X 光片/碟。

(四) 撥款時效：從申請至理賠撥款約需 4 週作業時間。
參考網站 http://spirit.tku.edu.tw/tku/main.jsp?sectionId=2#Body
保險繳費地點：商館大樓出納組(B304 室)
理賠承辦單位：淡水校園生活輔導組(B402 室) (02)2621-5656＊2217

二、

全民健康保險資訊（自行加保）：
台灣政府法令規定凡外籍學生來台就學者，擁有居留證後並在台居留滿六個月，指
進入臺 灣地區居留後，連續居住達六個月或曾出境一次未逾三十日，其實際居住期
間扣除出境日 數後，併計達六個月後，需在其居住地區公所辦理參加全民健保。新
台幣 749 元/月

注意事項：
另外，外籍人士可依附於有工作的配偶或直系血親，請至其配偶或直系血親的投保
單位，以眷屬身分補辦理投保。
全民健康保險係屬強制性保險，凡符合投保條件的民眾均應依規定參加全民健康保
險。若不依規定參加保險，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的罰鍰，並追溯合
於投保條件之日起補辦投保；於罰鍰及保險費未繳清前，暫不予保險給付。上述罰
鍰，經書面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三、

依附學校投保健保：

(一) 加保：
1. 第一次加保之外國留學生，於取得居留證滿 6 個月後，攜帶 2 吋照片一張、居
留證正本和正、反面影本以及連續在台居住六個月證明文件（向移民署申請），
14

至境外生輔導組（T1001）辦理加保手續。
2. 如您是要轉入淡江大學投保，請向原單位申請轉出證明單並攜帶居留證正本和
正、反面影本至境外生輔導組（T1001）辦理加保手續。
3. 依附學校投保外籍學生，第 1 學期需繳交當年 9 月至次年 2 月的健保費用，第
2 學期繳交 3 月至 8 月的健保費用（每月 NTD749 健保費*6 個月=NTD4,494）。
(二) 退保：因畢業、休學、退學等情形將離境者，請至境外生輔導組申請辦理退保與退
費手續。
(三) 轉出：因畢業將留台工作之同學或轉學，請向境外生輔導組申請辦理健保轉出手續。
◎如果遺失了健保卡，怎麼辦呢?
如果資料變更或遺失，頇換發健保 IC 卡者，請攜帶 2 吋照片一張至郵局或中央健
康保險局申辦，並繳交工本費 200 元。
◎就醫方式
外國留學生於加保後，將會取得「健保卡」
。同學們可憑「健保卡」及居留證至各
健保特約醫院或診所就醫，惟仍頇自行負擔掛號費及部分醫療費用。

四、

國泰醫療保險

(一) 申請金額：每月新台幣 500 元，每學期收取 6 個月費用 3,000 元(上學期:9-2 月，下
學期 3-8 月)。
(二) 因疾病或遭遇意外傷害事故，以致身故、殘廢或需住院、手術及門診治療（含疾病
未住院門診）
，於發生事故 2 年內，持有健保醫院或診所開具之相關完整文件，可申
請理賠。
(三) 申請文件：
共同填寫表格

1.
2.

國泰保險理賠申請書。
國泰保險個資同意書。

一般檢附文件

1.
2.
3.
4.

醫生開立之診斷證明書正本。(若為影本需加蓋 院章)
收據正本或副本。(若為影本需加蓋 院章)
護照、居留證影本。
若有骨折，請附 X 光片/碟。

撥款時效：從申請至理賠撥款約需 4 週作業時間。
保險繳費地點：商管大樓出納組(B304 室)
承辦單位：淡水校園國際處境外生輔導組（T1001）
洽詢電話：(02)2621-5656＊2218、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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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其他生活情報
一、

銀行開戶

(一) 郵局開戶
請持有效外國護照及外僑居留證前往辦理各郵局辦理。
辦理郵局帳戶需攜帶以下證件：
1. 學生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各一份）。
2. 居留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各一份）。
3. 印章（可到學校附近之鑰匙店刻印，在大田寮附近）。
(二) 其他銀行開戶
開立銀行帳戶，需年滿 20 歲，攜帶以下證件：
1. 護照（需有合法入境簽證戳記)。
2. 居留證。
3.
4.

二、

其它可證明身分之文件，如：健保 IC 卡、護照、駕照或學生證等。
印章（可到學校附近之鑰匙店刻印，在大田寮附近）。

工作許可證
外國學生如頇在台灣工作或實習（含校內或校外）
，您必頇申請工作許可證才能工作。
外國學生欲申請工作證時，請先至境外生輔導組索取繳費單並檢具應備文件並進行
線上申請。

(一) 應備文件
1. 請攜帶學生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至註冊組蓋註冊章。
2. 護照影本。
3. 郵局劃撥手續費收據正本（新台幣 100 元整）。
(二) 其他相關規定
1. 工作證許可期間最長為 6 個月。
2. 上學期申請者，工作許可證之期限至下學期 3 月 30 日止；下學期申請工作許可
期限至當年 9 月 30 日。
3. 休學或退學者，若工作證仍在有效期限內，頇將工作證繳回境外生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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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推薦網站
單

位

網

址

備

註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
d=hsd.hsd&hl=zh_TW (Android)
淡江 i 生活 APP 下載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dan-jiang-isheng-huo/id570544310?l=zh (IOS)
淡江大學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淡江生活資訊(英文)
教務處
1.註冊組
2.課務組

http://www.tku.edu.tw
http://www.oieie.tku.edu.tw
http://english.tku.edu.tw/StudyinTKU.asp

＊英文版行事曆

http://www.acad.tku.edu.tw
http://www.acad.tku.edu.tw/RS/
http://www.acad.tku.edu.tw/CS/

＊行事曆

網路選課系統

http://www.ais.tku.edu.tw/elecos/

課程查詢系統

http://esquery.tku.edu.tw/acad/

https://portal.tku.edu.tw/

1.查詢選課資料
2.查詢考試小表
3.查詢已選課程資料（含
歷年）
4.成績查詢

校內法規

http://www.ac.tku.edu.tw/web/url.php?class
=201

＊法規彙編，例如：學
則、選課規定、學生申
訴辦法等。

學生申訴

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jsp?se ＊請點選左方［學生申
ctionId=2
訴］

個人化入口網

臺灣法令宣導

http://www.oieie.tku.edu.tw/studeg/super_p
ages.php?ID=studeg3&Sn=

淡江大學性別平等教
http://gender.tku.edu.tw/index.asp
育專區
淡江大學認識智慧財
http://w3.tku.edu.tw/ipr
產權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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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
法、就業服務法、中華
民國刑法、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