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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接機、住宿、註冊、選課 Q&A

一、

109 學期新生入學日程表

* 確切入境日期，須等政府公告，請密切留意學校訊息，以下時間若有更動調整將再通知。
項目

日期

檢疫接機

地點
D-Day

檢疫宿舍入住

桃園機場

於檢疫宿舍檢疫 14-15 日。

報到

D+15

學務處軍訓室

新生入學輔導
新生健康檢查

D+15

元智大學

註冊繳費

開學前

選課

9 月 7 日(一)至

內容
請依學校通知辦理。

確切時間及內容將另行通知。
請參考 p.3 相關資訊

個人 Portal

第三階段電腦選課

9 月 21 日(一)
新生英語營

9 月 8 日(二)至
9 月 11 日(五)

元智大學

開學

9 月 14 日(一)

各課程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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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接機

Q.1 元智大學是否提供接機？
全球事務處提供接機服務，將在政府公告相關入境訊息後，告知同學本處擬定的接機時間，請在
收到學校訊息後，填寫回覆接機調查表，告知抵台時間及航廈。請同學於出發前加入新生群組，
以隨時接收最新訊息。若你無法於學校訂定之時程期間來台，抵臺後請配合機場人員引導乘坐防
疫車輛移動。
接機地點：台灣桃園機場第一航廈及第二航廈
接機人員：全球事務處 陳彥樺 0921-986551

Q.2 如何從機場抵達元智大學？
請參考：桃園國際機場交通服務
1. 搭乘計程車：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於第一航廈入境大廳一樓西側 12 號門及第二航廈入境大廳一
樓西側 26 號門對面車道，設有巡迴排班計程車服務旅客。
第一航廈計程車服務中心電話：03-3982832
第二航廈計程車服務中心電話：03-3983599
價位：NT$400~600。
車程：車程約 30 分鐘。
2. 搭乘客運、公車：
搭乘客運：搭乘 5089 客運至中壢再轉乘公車。
客運票價：NT$62，於上車投幣。車程：約 60 分鐘。
轉乘公車：搭乘 155 或 156 路公車抵達元智大學
票價：NT$18，於上車投幣。車程：約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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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住宿

Q.1 如何申請 109 學期校內宿舍？
請事先填報 2020 元智大學僑生住宿申請調查表，申請宿舍預定床位，並請下載及詳閱住宿同意書
內容，完成資料填寫及簽名，於入住時繳交至宿舍櫃檯，提交後恕不接受變更，請審慎考慮。

四、

註冊繳費

Q.1 如何取得註冊繳費資訊？
請進入元智大學首頁→個人 Portal→免到校註冊查詢
元智大學學費收費標準
元智大學註冊繳費方式

Q.2 何時註冊繳費？
開學前一周可利用以下方式繳費：
方式

備註

銀聯卡

銀聯卡繳費入口網站

遠東銀行櫃檯繳費

桃園分行 033396339 - 桃園市桃園區南華街 78 號
中壢分行 034279696 -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 372 號

郵局劃撥

中壢頂壢郵局 - 320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 53 號
中壢內壢郵局 - 320 桃園市中壢區忠勤街 25 號

便利超商繳費

全家便利商店、7-11 便利商店等

e-Bill 全國繳費網

https://ebill.ba.org.tw/

信用卡繳費
ATM 轉帳
* 開學日(9/14)之後：僅能到學校總務處以現金繳費，無法再使用以上方式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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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課程

Q.1 一定要參加新生英語營嗎？
請務必參加新生英語營，課程資訊內容請參閱國際語言文化中心活動網頁
營隊期間：2020 年 9 月 8 日至 2020 年 9 月 11 日

Q.2 如何查詢課表及選課？
大一新生入學時，將會進行必修課程之配班。配班作業預計於 8 月底執行。
屆時請於個人 Portal→學習檔案→課表查詢。
1.配班課程以外的空堂，學生可於第三階段電腦選課期間上網選課。
2.配班課程若已抵免或已修過不需再修課者，請自行於選課期間內退選，其餘者請勿任意退選。
3.學生畢業前必須修畢課程規定，可參考各系所必選修科目表。

六、

個人 Portal

Q.1 登入 Portal 的帳號密碼？
帳號：s+學號，例：s981904
密碼：預設為你的身分證號或生日，可於登入後修改。

Q.2 忘記密碼怎麼辦？
請帶著學生證至圖書館諮詢推廣櫃台申請密碼還原。

Q.3 Portal 及其他資訊使用問題？
請參閱新生資訊服務說明，或至本校圖書資訊服務處網頁查詢。

Portal 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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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雜費、生活費

一、

來台初期支出參考
支出項目

幣值

金額

第一學期學費+雜費

NT$

約 45,000-65,000 元

學校一學期住宿費
（未含冷氣費用）

NT$

醫院體檢費用

NT$

600~1,500 元

申辦居留證費用

NT$

1,000 元

港澳生台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

NT$

2,600 元

僑生醫療保險

NT$

500~1,000 元

購買生活必需品

NT$

5,000~8,000 元

二、

備註
元智大學學費收費標準

大學部：9,200 元（不含寒、暑假及新生英語營）
研究生：12,000 元（含寒、暑假）
辦居留證用
3 年期，40 次出入境
有效期 6 個月（9-2 月）
寢具、衛浴用品等

在台生活花費參考
項目

幣值

金額

校外租屋

NT$

3,500-6,000 元/月

三餐

NT$

200-300 元/天

交通-公車

NT$

18 元/趟

交通-Youbike 租借腳踏車

NT$

4 小時內每 30 分鐘 10 元

手機易付卡

NT$

800/月
1,200-2,000/2-3 個月

備註
雅房、套房
學餐、校園周邊餐廳
https://i.youbike.com.tw/home/
請參考以下資訊

* 以上金額支出因人而異，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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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必備文件、物品

一、

證件、文件類

香港、澳門同學

其他地區同學(馬來西亞、印尼等)：

1.身分證
2.入臺證正本、影本
3.護照正本、影本

1.護照正本、影本
2.居留簽證影本
3.證件照片(護照用)二吋 3 張、一吋 2 張

4.證件照片(護照用)二吋 3 張、一吋 2 張
5.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通知書或
學校錄取通知書
6.港澳永久居民身分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
7.新臺幣 2060 元

4.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通知書或
學校錄取通知書
5.新臺幣 1160 元
(體檢費用 600 元、僑生醫療保險費 560 元)

(體檢費用 1500 元、僑生醫療保險費 560 元)
* 緊急事件授權同意書，同意書需請家長簽名。(如附件一)
* 個人學歷證明文件：中學畢業證書正本及副本
* 滿 20 歲或以上同學須辦理「無犯罪記錄證明書」（良民證）憑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發出的文
件到灣仔警察總部付款$185 辦理良民證，警察總部稍後將良民證寄至「台北辦」，再由「台北
辦」寄送台灣，申請者毋須自行領取。
* 若有任何疾病，請帶醫生開立之相關健康或疾病證明。

二、

衣物、生活用品類

☉ 外套、羽絨之類禦寒衣物一、兩件（按個人體質需要！）
☉ 內衣（數量因人而異，女生建議有 5 套）
☉ 夏天衣物（數量因人而異）
☉
☉
☉

☉
☉
☉
☉
☉

冬天衣物（數量因人而異）
泳衣、泳鏡、泳帽
襪子、運動鞋、休閒鞋等
其他物品 :
個人必須藥物
各種電器用品及所需充電器（包括電話，相機，電腦......）
轉腳插頭（三腳 轉 兩平腳）幾個
文具用品類，可在台購買。
水壺、水杯、餐具（按個人喜好，抵台後買亦可）

☉ 毛巾、衛浴用品等（按個人喜好，抵台後買亦可）
☉ 學費及生活費（建議先行兌換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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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資訊
1.

建議在郵政局開設儲蓄戶口，同時辦提款卡，全台通行。
* 相關準備文件請參閱「申辦銀行帳戶」

2.

準備之衣物：一般情況下，一年只會有兩次長假（暑假及寒假）回家，所以每次回台，應準
備半年內所需之衣物；首次到台灣的新生，要帶備寒衣。

3.

學生證(悠遊卡)，可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可參考 https://www.easycard.com.tw/

4.

小電器：
-插頭為扁身兩腳，台灣與香港、馬來西亞電壓有異（香港、馬來西亞 220w /台灣 110w）。
-自攜電器需注意 Watt 數，可否自動變壓，否則建議在台購買。
-如自備可變壓電器，可多帶「三腳」轉「兩腳」的「轉換插頭」。

5.

兌換台幣：可於自已國家或在台灣之銀行兌換
- 可使用本港有「銀聯」/「PLUS」、「Cirrus」符號之提款卡，於台灣有「銀聯」「PLUS」
「Cirrus」符號的櫃員機提款，不過要扣「跨國提款手續費」。
- 由 2013 年 3 月 1 日，如要使用香港發行的提款卡(包括扣帳卡、信用卡）在境外櫃員機提
款，應在離港前透過香港的櫃員機、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或銀行分行等途徑，啟動境外提款
功能，並指定屆滿日期，及可設定低於本港提款限額的境外櫃員機提款上限。如有疑問，請
聯絡發卡銀行。
- 如同學在香港的銀行提款卡有「銀聯」、「 plus 」或「 Cirrus 」標誌 ，則可直接在台灣
各大銀行任何一部標示有「銀聯」、「plus」或「Cirrus」功能的提款機使用，每次提款最高
金額限制 NT$ 20,000，有每日提款金額上限 NT$ 60,000。這種方式提款可免除自攜大量現
金或匯款來台的麻煩，但要注意每次提款須扣手續費，匯價亦可能有少許差異。

* 同學可考慮先攜帶足以支付學雜費及三、兩星期生活使用之台幣入境（亦可帶等值貨幣在台兌
換台幣），然後以「銀聯」、「plus」或「Cirrus」提款卡按月支取生活費並存入郵局。同學亦可一
次過把全數台幣或等值貨幣帶到台灣。
6. 手機易付卡資訊：離開機場後，申辦行動電話時，需攜帶外僑居留證、護照，並協同本國籍
保證人（例如身分證、健保 IC 卡），親自至各地電信營業窗口臨櫃辦理。
撥打臺灣境內長途電話：區碼＋對方的電話號碼。例如，臺北撥打高雄 7654321， 請撥 077654321。
撥打國際電話：冠碼＋國碼＋區碼＋對方的電話號碼。例如，撥打美國紐約(212)345-6789
請撥 009(或 002)1-212- 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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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元智大學宿舍

本校學生宿舍採電腦門禁管制系統，宿舍設交誼廳、公共衛浴室、晾衣陽台、投幣式洗烘衣機、
免費使用脫水機、冰箱及微波爐。學生宿舍為 4 人一間，每一床位各有書桌、椅、衣櫃、獨立網
路接點，宿網凌晨 12:00-6:00 實施斷網管制。
請參考學生宿舍 Q&A

二、

元智交通資訊

元智大學學生證為悠遊卡，儲值後可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公車、火車、台北捷運等，亦能租借
Youb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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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元智周邊資訊

4.

2.

3.

1. 元智大學校門口

5. 小北百貨
6.

地點

校園周邊美食

相關資訊

1. 元智大學校門口
2. 內壢火車站

校門口步行前往約 10-15 分鐘。
周邊有屈臣氏可購買美妝、衛浴等生活用品。
可搭乘北上、南下區間車。

3. 中壢頂壢郵局

校門口步行前往約 3-5 分鐘。

4. 家樂福內壢店

校門口步行前往約 20 分鐘，亦可搭乘公車至「內壢家樂福站」下
車，或搭乘計程車單趟約 NT$100 元。
可購買各式生活用品、泡麵、零食等。

5. 小北百貨榮民店

校門口步行前往約 5-7 分鐘。
可購買各式生活用品、泡麵、零食等。

6. 校園周邊美食

校門口步行前往約 5-7 分鐘。
有各式餐廳可供早午晚餐選擇，亦有 7-11 及全家便利商店。
可參考美食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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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辦銀行帳戶

銀行名稱

遠東商業銀行

如何申請
元智大學每周二與周四上午 10:30 至下午 14:00 於五館一樓聯合櫃台，設
有遠東商業銀行之駐校專員到校服務，提供開戶、轉帳與匯款等業務。
1. 年齡 20 歲以下：申請開戶時，應持父母同意書、在學已註冊學生證、
護照或外僑居留證辦理開戶，且必須親自臨櫃辦理。
2. 年齡 20 歲以上：申請開戶時，應持在學已註冊學生證、護照或外僑居
留證辦理開戶，且必須親自臨櫃辦理。不含等待時間，證件齊全十分鐘即
可完成開戶。

中華郵政銀行

台灣郵局（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兼辦郵遞及儲蓄存款業務，因此同學
至郵局開辦儲蓄戶口，需準備居留證、印章及學生證，且開戶時需至少存
入 NT$1000。
同學開戶後會獲發存款簿及可辦理提款卡一張，可將台幣現金存入郵局，
全台灣郵局提款機 均可提款。台灣各大學內均設有郵局，同時全台郵局數
目眾多，亦設有提款機，在台灣存提款最方便的地點。
請注意，郵局不接受外幣存款，也不接受境外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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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辦工作許可證

僑生及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規定入學之港澳生欲在台就學時間在外打工，依據就業
服務法第 43、50、68、73 條及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相關規定需辦理工作許可。
 工時限制：每星期 20 小時，寒暑假除外。
 許可期限：最長 6 個月。
 工作證效期：上學期申請，至隔年 3 月 31 日有效。下學期申請，至同年 9 月 30 日有效。
校外實習檢附實習合約書則依實習期間核發許可期限。
 應備文件：申請書、學生證影本、繳交審查費之郵政劃撥單收據正本、護照、居留證影本。
 審查費：每人新臺幣 100 元。
如遇休、退學工作許可證仍在有效期限內，應將該證繳回學校學務處軍訓室輔導教官。
罰則：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3 條，無工作許可證打工，依同法第 68 條第 1 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
上 15 萬元以下之罰鍰。
【小叮嚀：如無工作許可證，嚴禁校外打工】
 申請流程：
1. 填妥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帳號：19058848、戶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劃撥金額：100

2.
3.
4.
5.
6.

元、地址：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 135 號元智大學軍訓室一定要填 這一個不然會被退件)至桃
園市中壢區榮民路 55 號頂壢郵局劃撥。
至 https://ezwp.wda.gov.tw/網頁中之「僑外生工讀申請」申請帳號(請務必記得自己的帳
號及密碼)及填報新的申請案件(地址一律填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 135 號元智大學軍訓室)
將個人居留證、學生證、護照掃描(PDF 檔)後上傳
至軍訓室請教官開立在學證明後掃描(PDF 檔)後上傳
將劃撥收據日期、序號及局號等資訊填入申請單後點選送學校審查
完成申請程序通知教官審查。

六、

僑生傷病醫療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是一種強制性的社會保險，提供僑生在臺平等的就醫權益。僑生來臺就學，領有居
留證明文件且在臺居留滿六個月，即應依法強制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可於就讀學校辦理參加全民
健保或自行加入全民健保。
在臺連續居留滿 6 個月或其曾出境 1 次未逾 30 日，其實際居住期間扣除出境日數後，併計達 6 個
月之日起，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至應 繳健保費額度則依據相關規定辦理。另抵臺後在未參加全
民健康保險前，得依僑生傷病醫療保險作業規定參加僑生傷病醫療保險，保費自行負擔二分之
一，僑務委員會補助二分之一
前六個月：「103、104 年度 僑生傷病醫療保險」保障效期 6 個月，保險費為新臺幣 1,244 元，由
僑委會補助百分之五十（新臺幣 622 元），僑生自付新臺幣 622 元；清寒僑生得申請補助 374 元/
月。六個月以後：可參加台灣「全民健康保險」：NT$749/月，一年 NT$8,988。
傷病醫療保險：每月 NT500/月，一年 NT$6,000 (適用未符合全民健康保險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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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生病的時候去哪裡看醫生？

1. 元智大學提供校醫駐診服務，如有需要醫師診療、諮詢服務，請利用校醫駐診時間至男女生第
二宿舍一樓衛生保健組。
2. 如同學在非校醫駐診時間需醫療協助，請參考就近醫療資源(如下表)，緊急狀況請打 119，若
病情不嚴重可呼叫計程車至社區醫療門診看診。
科別

診所

地址

電話

牙醫

澄心牙醫

中壢區環中東路 291 號

03-4331332

牙醫

吉品牙醫診所

中壢區榮安一街 200 號

03-4638638

牙醫

東津牙醫診所

中壢區榮民路 27-1 號 1F

03-4631021

中醫

內壢風澤中醫診所

中壢區環中東路 149 號

03-4556672

中醫

弘安堂中醫診所

中壢區強國路 49 號

03-4333943

綜合科

桃園醫院

桃園區中山路 1492 號

03-3699721

綜合科

天晟醫院

中壢區延平路 155 號 1 樓

03-4629292

綜合科

長榮醫院

中壢區環中東路 150 號

03-4631230

綜合科

內壢聯合診所(附眼科)

內壢中華路一段 232 號

03-4352059

綜合科

黃大中內兒科診所

中壢區興仁路一段 93 號

03-4639962

綜合科

詮順耳鼻喉科診所

中壢區榮民路 37 號

03-4355300

皮膚科

上仁皮膚科

中壢區環中東路 22 號

03-2854956

骨科

安倫診所

中壢區環中東路 241 號 1F

03-4635000

骨科

合健骨科診所

中壢區忠孝路 192 號

03-4529000

眼科

環東眼科

中壢區環中東路 243 號

03-4633300

眼科

立安眼科診所

中壢區中華路一段 302 號

03-4535001

麗卿神經專科診所

中壢區榮民路 23 號

03-4550650

神經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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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元智大學鄰近旅館資訊
旅館名稱
古華花園飯店

福容大飯店

中壢米堤大飯店

旅居文旅 Hub Hotel

捷適商旅 JS Hotel

九、

聯絡資訊
地址：桃園中壢區民權路 398 號
電話：+886 3 281-1818
網址：https://www.kuva-chateau.com.tw/tw/index.html
地址：桃園中壢區中正路 89 號
電話：+886 3 427-0900
網址：https://www.fullon-hotels.com.tw/jl/
地址：桃園中壢區中央西路一段 120 號
電話：+886 3 427-9966
網址：https://junglilemidi.business.site/
地址：桃園中壢區延平路 216 號
電話：+886 3 462-2345
網址：https://www.hubhotel.com.tw/zhongli/
地址：桃園中壢區中山東路一段 155 號
電話：+886 3 461-6655
網址：http://www.just-hotel.com/

聯絡資訊
聯絡人：吳吉祥 教官
輔導單位
學務處軍訓室

電話：03-463-8800 #2244
Email：tomwu@saturn.yzu.edu.tw
軍訓室網址：http://140.138.38.90:8080/yzme/
聯絡人：陳彥樺 小姐

招生單位
全球事務處

電話：03-463-8800 #3287
Email：yenhua@saturn.yzu.edu.tw
全球處網址：http://www.gao.yzu.edu.t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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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由於 貴子弟來臺就讀，路程遙遠，為全面照顧保護

貴子弟之生活學習及身心健

康，在校期間，若 貴子弟發生醫療、意外、法律等一切緊急事故，必須家長填具緊
急事件同意書，始能接受代為妥善處理(例：住院、手術等)或其他必要之手續，如
貴家長不克適時前來簽署，可授權本校或同意本校再次授權予相關人員代為簽具相關
同意書。此事攸關 貴子弟健康安全及在臺權益，本校尊重

貴家長意見，隨函附上

緊急事件授權同意書一份，俾憑因應一切緊急事件之需要。請於本同意書上簽名表示
同意或不同意，並由

貴子弟於報到時繳回軍訓室，以釐清責任歸屬。耑此，順請

臺安
元智大學軍訓室 敬啟

緊急事件授權同意書
法定代理
本人係 貴校_______________系學生_____________之人
家 長

，因緊急事件需

要
□

同意授權 貴校或

貴校再次授權予軍訓室僑生輔導人員代為簽具醫療、意外、法

律等一切緊急事件同意書，本人願承擔一切責任。
□

不同意授權 貴校代為簽具醫療、意外、法律等一切緊急事件同意書，本人願承擔
一切責任。
此致

元智大學
法定代理
未成年(未滿 20 歲)人之人
家 長

：

(簽名)

成年人之家長：

(簽名)

行動電話號碼：
在臺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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