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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來校交流之系所（待確認） 

學院 本科生 研究所 備註 

教
育
學
院 

 教育行政研究所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包含碩士班  

教育學系 包含碩士班  

幼兒教育學系 包含碩士班  

特殊教育學系 包含碩士班  

人
文
社
會
學
院 

視覺藝術學系 包含碩士班  

音樂學系 包含碩士班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包含碩士班  

社會發展學系 包含碩士班  

中國語文學系 包含碩士班  

應用英文學系 包含碩士班  

英語學系 包含碩士班  

應用日語學系   

理
學
院 

科普傳播學系 含數理教育研究所  

應用化學系 包含碩士班  

應用數學系 包含碩士班  

應用物理系 包含碩士班  

體育學系 包含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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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本科生 研究所 備註 

管
理
學
院 

商業自動化與管理學系 包含碩士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包含碩士班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包含碩士班  

不動產經營學系 包含碩士班  

企業管理學系 包含碩士班  

國際貿易學系 包含碩士班  

財務金融學系 包含碩士班  

會計學系 包含碩士班  

資
訊
學
院 

資訊工程學系 包含碩士班  

資訊科學系 包含碩士班  

電腦與通訊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包含碩士班  

 
數位學習教育 

碩士學位學程 

 

電腦與智慧型機器人學

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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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程表 

※2016年秋季班（以下時間為暫訂，詳細時程規劃另以正式通知文件為主） 

項目 日期 備註 

研修迄止時間 2016年 9月 12日至 2017年 1月 13日 

研修申請資料

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 2016年 4月 15日前 

由各校統一寄送學生申請名單及

相關資料 

入台許可 

證明書 
2016年 6月 15日前 

將入臺許可證明書以郵件發至大

陸地區姊妹校 

抵臺報到 

接機時間 

2016年 

9月 9日（五） 

至 

9月 11日（日） 

上午 8點至下午 6點 

(1) 以校為單位於時間內抵校，本

校免費接送高雄小港機場至屏

東大學。 

(2) 其他時間由學生自理交通

費，本校可協助聯繫委外車行。 

(3) 學生到校時，務必與本校負責

老師報告。 

健康檢查 

2016年 9月 10日（六） 

至 

9月 12日（一） 

麻疹、德國麻疹疫苗接種證明或抗

體陽性報告，已於當地接種麻疹、

德國麻疹疫苗者，請攜帶預防接種

證明來臺，於入學報到時繳交，可

免再次接種。 

來臺說明會 
交流生(公費生) 2016年 9月 13

日（二） 
選課事項及在校生活事宜 

研修生(自費生) 

註冊 2016年 9月 12日~9月 19日 
來台前可使用支付寶、財富通繳費 

來台後需至屏東第一銀行繳費 

學期結束 2016年 1月 13日（五） 寒假開始 

※ 請各校務必掌握作業時間，避免學生來臺時間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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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修注意事項 

(一)研修學分數 

學生身分 修課事項 備註 

1.大學部 

交流生 

(公費生) 
（1）每學期選課學分下

限：應至少選修 9學分。 

（2）每學期選課學分上限： 

25學分。 

選修課程限於本科生課程，其他相關

事宜請參閱選課注意說明四。 研修生 

(自費生) 

2.研究生 

交流生 

(公費生) 
（1）每學期選課學分下

限：應至少選修 3學分。 

（2）每學期選課學分上

限：12學分。 

選修課程限於碩士班課程，其他相關

事宜請參閱選課注意說明四。 研修生 

(自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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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事項說明： 

1. 選修鍵盤樂，須繳交琴房維護費新臺幣 600 元。 

2. 跨學籍(本科生至研究所選課、或研究生至本科部或碩士生至博士班、或選修師資培

育中心課程者)選課者，須另繳交學分費(1學分為新臺幣 2,500元)。 

3. 因學生在校學習為 1 學期，「教育學程」、「專題研究」及「論文」課程須於學期結

束有所成果，故以上課程不開放選修。 

4. 其他選課規定事項以本校教務處課務組公告辦理。 

(二)住宿須知： 

為增進宿舍秩序、整潔，確保宿舍安全，提昇生活品質，特別針對住宿有以下幾點重點規定： 

一、 不可於宿舍內飼養寵物者(包含狗、貓、兔、昆蟲、禽類、囓齒類、兩生類、爬蟲類及珍

奇動物等)。 

二、 禁止宿舍(建築物範圍)內抽菸者。 

三、 不可於宿舍內炊煮者。 

 

(三)生活事宜： 

1. 本校學生證可使用於圖書館借書、宿舍出入、器材借用等，請務必於離臺前完成歸還。 

2. 考量交流學生之人數較多，學生之親屬或朋友欲來臺探親或觀光煩請自理。 

3. 臺灣各地皆實施”垃圾不落地”及”資源回收”，請配合該政策。 

4. 無菸校園：我校自 2016 年 1 月 1日起，全面推行「無菸校園」方針，在校園圍牆內

的各個角落皆禁止吸菸，敬請來校進行研修同學配合。 

5. 保險方案：為了讓所有來校進行研修的學生可以得到完整醫療照顧，本校與三商美邦

人壽合作進行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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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來校研修預估費用 

※一學期（18週）研修所需經費估算如下： 

                                          ※此估計僅供參考：1元人民幣以 5元新臺幣計 

收取費用基準表 

費用項目 學籍別 新臺幣 人民幣 說明 

研修費 

交流生(公費生)/大學部 
免費 

交流生(公費生)/研究所 

研修生(自費生)/大學部 40,000. 約 8,000 （上限 25學分） 

研修生(自費生)/研究所 38,000. 約 7,600 （上限 12學分） 

※以下不論交流生(公費生)/ 研修生(自費生)皆須繳交： 

※此估計僅供參考：1 元人民幣以 5元新臺幣計 

項目 費用(新臺幣) 人民幣 房型說明 說明 

民生校區 

A、B棟 

8,500元 

冷氣房(4人一房) 
約 1,700元 研究生、本科生 

1. 依選擇排定宿舍不同，宿舍

費用不一(含水費及宿舍網

路費，冷氣房須自行購買冷

氣卡)。 

2. 宿舍的排定，考慮學校各棟

宿舍所能提供的房間數，最

後安排的住宿寢室仍以學校

公告內容為主。 

民生校區 

小東樓 

9,200元 

冷氣房(4人一房) 
約 1,840 

研究生、本科生 

（限女生） 

民生校區 

小東樓 

14,500元 

冷氣房（2人一房） 
約 2,900元 

研究生 

（限女生） 

林森校區 

蕙蘭樓 

8,500元 

冷氣房(4人一房) 
約 1,700元 

研究生、本科生

（限男生） 

屏商校區 

女生宿舍 

8,000元 

冷氣房(4人一房) 
約 1,600元 

本科生 

（限女生） 

代辦費 3,000元 約 600元 

1. 辦理入臺證申請、接送機費用。 

2. 代辦學生在校相關活動費用等。 

3. 宿舍清潔費用、修繕費用。 

在臺意外、醫療保

險費 
3,000元 約 600元 

為了在校研修學生的健康考量，每位來臺進行研修

學生皆須有醫療保險，到校之後統一一起辦理，若

不加保應由姐妹校出示已加保海外醫療證明。 

丙表體檢費用 約 1200元 約 240元 1. 來臺後，每人皆須進行拍攝 X光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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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 5年內已於當地接種麻疹、德國麻疹疫苗

者，請攜帶預防接種證明來臺，於入學報到時

繳交，可免再次接種。（已接種同學可扣除接

種疫苗費用） 

網路資源使用費 300元 約 60元 校園網路資源使用費(含校內無線網路使用)。 

寢具費 

（選購） 
約 1,600元 約 320元 

1. 宿舍內部無寢具及被子、日用品等，學生可以

自己到學校附近賣場添購，或委由本校協助代

訂。 

2. 本校協助訂購之寢具包含有，床墊、枕頭、冬

夏兩用被 

生活物品 

（選購） 
約 1,000元 約 200元 

內容物品包含洗髮乳、沐浴乳、洗衣精、浴巾、收

納桶。 

※交流生(公費生)或研修生(自費生)選修以下課程須須另繳交費用明細： 

※此估計僅供參考：1 元人民幣以 5元新臺幣計 

項目 費用(新臺幣) 人民幣 說明 

跨類別學分費 2,500元(1學分) 約 500 

本科生至研究所選課或研究生

至本科部或碩士班至博士班或

選修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者選

課，都得另繳交學分。 

音樂個別指導課程 新臺幣 16,000 元 約 3,200 
凡修習音樂個別指導課程者，依

實際修課時數收費。 

琴房維護費 600元 約 120 
選修鍵盤樂者，須另繳交維護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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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宿訊息 

本校住宿費 

民生校區 林森校區 屏商校區 

4人一房（冷氣） 

新臺幣 9,200元 

(小東樓) 限女生 

新臺幣 14,500元 

(小東樓) 限研究生 

新臺幣 8,500元 

（A棟）限女生 

新臺幣 8,500元 

（蕙蘭）限男生 

新臺幣 8,000元 

(第一宿舍) 限女生 

本校宿舍外景 

 

民生校區-宿舍全景 

 

民生校區-小東樓宿舍 

 

林森校區-蕙蘭樓宿舍 

 

屏商校區 女生第一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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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資格與資料 

(一)申請資格： 

1. 申請人須為與本校合作良好之大陸地區大專院校在學學生。 

2. 申請人須為品性端正、在學成績良好、與人互動關係佳、對兩岸文教交流有熱忱之學生。 

3. 申請人須經由在學之學校推薦，依規定程序向本校提出申請。 

(二)申請資料： 

大陸地區友好高校須審核並備齊學生之申請資料，並將所有紙本及電子資料，於申請截止日

前（逾期不再受理），寄送至屏東大學國際事務處大陸事務組徐翰匡。 

地址：臺灣屏東市民生東路 51號，電話：+886-8-7663800 轉 17201 

電子資料請寄 Email:3313043728@qq.com或 rexhsu1224@mail.nptu.edu.tw 

編號 填寫及繳交資料名稱 注意事項 

1.  研究生和本科生研修申請書。(附件一） 
黏貼最近 2吋大頭照片 1張。 

2吋大頭照片務必提供電子檔。 

2.  研修計畫書 1份。（附件二） 務必提供電子檔。 

3.  就讀學校推薦函或同意書。 務必提供。 

4.  
目前所就讀學校之學生證影印和在學證

明各 1份。 
務必提供。 

5.  歷年成績單 1份。 務必提供。 

6.  健康檢查證明書 1份。（附件三） 

1. 務必提供(以省市立醫院證明為主)。 

2. 來臺後，每人皆須進行拍攝 X光檢查。 

3. 如有 5年內接種的有效之德國麻疹證明，

請到校之後提供給我們避免重複接種。 

7.  
個人資料直接蒐集告知聲明書。 

（附件四） 
務必填寫。 

8.  意外事故緊急處理委託書。（附件五） 務必填寫。 

9.  校外參訪家長同意書。（附件六） 務必填寫。 

10.  
入臺證申請資料 1份。（附件七） 

（請填寫 Excel資料檔） 
大陸地區身分證正反面彩色電子檔 

11.  
個人白底 2吋大頭照電子檔，製作本校

學生證和辦理入台證用。 

務必提供，（最近 6個月內所拍攝之彩色、脫

帽未帶有色眼鏡，五官清晰、不遮蓋，相片不

修改，足資辨識人貌，直 4.5 公分橫 3.5公

分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不得小於 3.2公

分及超過 3.6公分，白色背景之正面半身照

片，且不得使用合成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