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
FAQ

Exchange Students
FAQ



• �證 Visa

• �檢��險 Health Exam & Insurance

• 宿舍 Dormitory

• �課 Course Selection

Before
Arrival
來臺�



來台灣��辦

什��證��

�證種�����同學直�詢問�辦⼈

中國交�⽣: 
Ms.Eileen Chang 張⼼�⼩�
(oia.exchange2@mail.nsysu.edu.tw )
國�交�⽣:
Ms. Hana Ting 丁曉緹⼩�
(oia.exchange@mail.nsysu.edu.tw)

注意

�必�學⽣�別注意⾃⼰的�證�別��果⽤了錯�的

�證�來�校⽅�法協助轉��證���狀況必須出境

才�再�辦理�證�

國���⽂�⾴更��訊可參考

常用詞彙：

停留簽證 - Visitor Visa
多次停留 - Multiple Entry 
居留簽證 - Resident Visa
駐外館 -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https://oia.nsysu.edu.tw/p/412-1308-20582.php?Lang=en


每位來台學⽣都��購買旅�平�險�意�險

��療險����險�司會直�⽤⼀種產品�

�三種�險�我們沒�推�的�險�司��⾃

⾏評估�求並於來臺�從合格�險�司購買�

僅�中國交�⽣可�在台灣購買�療險�（但

仍必須在中國買�意��旅平險）
國���⽂�⾴

�檢跟�險都⼀定�
於註冊�繳交嗎�

是的�

�檢表可於國���⽂��站下載�必須

於來臺�⾄合法經�的�院完成所�項

⽬�並由�院�師���章�

常用詞彙：

旅平險 - Travel Insurance
意外險 - Accident Insurance
醫療險 - Health Insurance

https://oia.nsysu.edu.tw/p/412-1308-20582.php?Lang=en


�住宿舍�間�
宿舍設��

校�宿舍�⽂�介

�常於開學�五⽇開放�宿�中國交�⽣�境⽇期��

專�活動計畫書核定⽇期⼀��

交�⽣宿舍��會由國��事先（約⼆⾄四��）�

Email告知��的被��到國�村(兩⼈�）��的則是
⼀�宿舍（四⼈�）�基本設�都和臺灣學⽣宿舍相

同�床��書��⾐櫃�書櫃��浴廁�為共⽤�國�

村每層��廚��⼀�宿舍���共⽤廚�可�使⽤(國
�村⼀��L棟⼀�)。

校�宿舍⼤�沒�Wi-Fi��不提供床墊或床組�

所�同學們�台�可�直��往各宿服站（24hr）辦理
�住�不須先到國��報到�

常用詞彙：

國際村 - International Dorm
本地宿舍 - Local Dorm
床墊/床組 - Mattress/Bedding
網路線/wifi分享器 - Cable/Router

https://housing-osa.nsysu.edu.tw/p/412-1092-3595.php?Lang=en


�何�課�

交�⽣在本校沒�必��沒�預�課��可�⾃由跨科

�跨學院�課�但⾄少�⼀⾨課(3學�)才會�成績單�

交�⽣�⼀��課�間為「初�2」��課⽅式�本�
學⽣相同��課密碼會於開學�⼆⾄四��同⾏�須知

�住宿����訊⼀併寄給學⽣�

�同學�必事先測試帳�密碼����何問題��同學

�絡國���辦⼈�

�果�法�上部�課���同學到校�從�⼀�開�上

課�並�求�師同意於異常�理��課�異常�理��

完成��該⾨課成績才會出現在成績單上�

課��上�否�看授課�師依照�室容量��學品質�

��所��必�往上課並�求�師同意�

常用詞彙：

初選2 - Preliminary Selection 2
異常處理 -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實用幫助：

教導學伴如何搜尋體育課程（中文授課）

教導學伴如何搜尋教師Email
實際操作選課系統給學伴看

教導如何完成異常處理手續



• 交�⽅式 Transportation

• ⽣活⽤品 Necessities

• 預付卡 Prepaid Card 

• 租�汽�⾞ Renting A Scooter/Car  

• 註冊 Registration

• �局開戶 Open A Bank Account

• �寄�址 Mailing Address

After
Arrival
來臺�



學校不會�����但�學伴願意�可��往�

����會是�識交�⽣絕佳����常去��的

同學會是之��熟的�

�果去����境�⽣負�⾞��

��法����同學參考國���⽂�⾴的交�⽅

式來校即可�由於本校宿舍位於⼭���建議同學

�⼀天來�計�⾞直�宿服站�鑰��

怎�到學校�

交�⽅式

https://oia.nsysu.edu.tw/p/412-1308-20771.php?Lang=en
https://oia.nsysu.edu.tw/p/412-1308-20771.php?Lang=en


⽣活⽤品 & 預付卡
學生可於入宿時先向宿服站確認是否有先前國際生留下

的物資，再決定是否至校內福利社或家樂福、IKEA等商
場購買床墊及網路線…等。

如果陪同前往，請先告知交換生需支付交通車資!

預付卡可請學生直接於機場購買，國際處通常也會邀請

電信業者到歡迎茶會提供服務，若錯過前兩次機會，與

市內的電信公司直接購買也是可以的，一本護照最多可

以買五張預付卡。

請境外生不要簽署長期合約。身為學伴的你，也不要提

供任何個人證件作擔保喔!

常用詞彙：

預付卡 - Prepaid Sim Card
電信業者 - Mobile Network Carrier



國際學生可以事先準備國際駕照，來台後至監理所申請

許可證，才能在台灣租乘汽機車。

中國學生在台灣不能租乘汽機車!

請同學們務必遵守台灣的交通規則，可以分享一些騎乘

技巧及經驗給境外生們知道。

請境外生找合法經營的租車業者租借汽機車，業者除應

出示合法經營證照外，也應主動檢查租賃對象的證件。

若業者沒有要求簽署租賃合約，後續遇上交通事故雙方

的責任歸屬和賠償將會難以釐清。

租�汽�⾞

常用詞彙：

國際駕照 - International Driver's License 
監理所 - Motor Vehicles Office 



境�⽣須先⾏完成註冊才會拿到學⽣證!

註冊&銀⾏開戶

註冊

國��會於�⽣�明會當⽇發放註冊單�

繳費單�交�⽣須於開學當⽇�隔⽇�完

成註冊�

境�交�⽣繳費��現⾦繳費��學⽣準

�可於國�提�⾜�現⾦的提�卡���

國�匯��學⽣來臺�事先�國���

繫�

�局開戶

�局開戶�準�:
�照�學⽣證��⼀證���章�1000
元���居住者��⾃我證明表格(CRS-I)

�⼀證�可⾄�⺠署申��應�⽂件:
�⼀證�申�表��照�⼀��照影本

常用詞彙：

註冊 - Registration 
提款卡 - Debit Card
統一證號 - Taiwan ID Number
印章 - Personal Seal



�寄�址
�果境�⽣�寄東西到台灣��寄�址�寫國����寫宿舍�址包

�容易�失!
 
�寄�址�

80424⾼雄市⿎⼭��海路70�/⾏政⼤�2004室 
 
Mailing address: 
Room 2004, 2F, Admin. Building, 70 Lien-hai Rd., Kaohsiung City,
 Taiwan 80424



FEBRUARY 26 (FRI) 

和國��⼀�⾄��宿舍E棟��完
成⾃主健��理的捷克交�⽣�並協

助�們��⼀�宿舍�

建⽴初�⾒⾯的友�關��

MARCH 5 (FRI)

輕軌⼀⽇��預計於早上九點開��

下午三�四點結束�由本校學⽣⼤使

�隊��學伴們⼀�陪同交��⽣�

識學校�����輕軌�識港灣��

國���補助當⽇交�費�午�費�

且會�很�⾃由活動�間和交��⽣

們相���⼒推�⼤家參加�

AND MORE!

4⽉-獼����港都盃�⾈錦�賽
5⽉-⽂�參訪
6⽉-Farewell Party��河�⾈嘉年�

活動預告



事��絡是�學⽣建⽴關�的�⼀步��確�確

實�建⽴��繫��喔! �沒��絡上��跟組

⻑�應�組⻑�整�再回報國���

切忌幫境�學⽣作��租借汽�⾞�代辦⼿�⾨

��住宿或代買⽤品�代墊費⽤�

�免不必�的往來�例��⾦錢��品

代表中⼭⼤學�臺灣⼤學⽣�做�臺灣形��

注意事項



計畫�絡�⼝

國際交換生承辦人

丁曉緹

HANA TING

oia.exchange@mail.nsysu.edu.tw

中國交換生承辦人

張心玲

EILEEN CHANG

oia.exchange2@mail.nsys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