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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臺師大的學生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年輕學子，抱著滿腔對於求知的渴望來

到臺師大，用各種語言進行學術與文化的激盪，在校園各處中用熱情與活力散發自身的獨

特魅力，不自覺間就流露出自信的風釆與光芒。

臺師大是一個可以使你抓住對未來夢想的地方，透過完整課程規劃、優質教學團隊、

豐富學習資源與適性友善環境，發展學生跨領域整合的專業競爭力。本校以「古典人文

風華，現代科技視野」的願景，培養臺灣發展高科技知識經濟以及國際化專業所需人才，

涵蓋教育、語文、資訊、藝術、人文、理工科技及運動休閒等各個領域中的菁英。

如果你夢想成為一個國際全球人才，臺師大是你絕佳的選擇，身為全臺知名且最具

規模的國際性大學，擁有悠久的歷史、優秀的師生、充沛的學習資源，將協助你一步步達

成夢想。本校師生也對境外學生相當友善，同時提供許多國際交流的機會，包括補助學生

赴外交換、研修、實習、擔任義工，鼓勵本地學生擔任國際學生學伴。本校每學期舉辦國

際化講座、演講、國際文化交流等活動，營造國際移動風氣、開辦國際學位學程、強化全

球招生、推動系所國際認證、提高國際知名度、創造國際化校園空間、提升學生的國際視

野，致力成為全球名校，培養學生更具國際競爭力，逐步引領學生追求卓越。

臺師大是一個讓學生揮灑熱情的舞臺，也是一扇看見世界的窗戶，看見東方與西方

的薈萃，體驗科技與人文的洗禮，感受古典與現代的薰陶，讓你具有多元文化交流的能力，

重新改變看世界的角度，擁抱更開闊的視野。往後數年在校園的學習，祝福你「從師大看

見世界，讓世界看見師大」。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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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簡介

師大簡介

本校學生約15,100名，其中外籍生學位生約500人，

僑生學位約530人，陸生學位生約50人。100年度起榮獲

「教育部5年 500 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在臺灣

12所頂尖大學中唯一具人文及藝術特色的綜合大學，也

是臺灣著名國際性大學之一。

本校校區有校本部、公館及林口三個校區：校本部及

公館校區位於臺北市文教中心地區，交通便捷擁有古意盎

然的校園，人文學術氣息濃厚，圖書館藏書豐富不僅珍藏

善本四庫全書，亦有梁實秋、溥心畬、張大千、宗孝忱等國

學大師之真跡，實為蘊藏古典風華、豐富資源之寶庫。林

口校區，綠意盎然，為臺灣少有獨具田園詩意的校園。

在國際化的表現方面，邁向世界前400大，依據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S 公司公

布最新2015 年「全球大學學科領域排名」，本校在教育學科全球排名第22名，藝術與

人文領域的語言學、現代語言學、英語文學等均全球排名前200大。在國際化交流方面，

締結姊妹校約308所，與全球39個國家學生、教師合作交流，並提供國際學生家庭式的

照顧，使得各國青年學子對於本土文化有深入了解，進而打造與全球同步的國際化生活

環境。

臺灣位於太平洋西隅，地處中國大陸東南方，北臨日本、琉球群島，南接菲

律賓群島

約36,000 平方公里

臺灣屬亞熱帶氣候，夏天悶熱潮濕（溫度約26度 -35度），十二月到隔年

二月則是短暫而溫暖的冬季，但氣溫有時會下降至10度左右。

約2,300 萬人

臺灣與GMT時差為+8且無日光節約時間

官方語言為國語，生活語言中則有臺語（福佬話）、客家語、原住民語。

憲法保障宗教自由，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等，充滿多元宗教

色彩。

電壓轉換器			1. 電壓110 伏特			2. 頻率 60Hz

臺灣的流通貨幣為新臺幣。

地理位置 -

面      積 -

氣      候 -

人      口 -

時      區 -

語      言 -

宗      教 -

電力系統 -

貨      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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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高等教育國際化，提供國際學生更優質的服務，本校於2007年 8月1日成立

「國際事務處」，整合國際合作與國際學生相關單位，成為單一服務窗口；國際事務處下

設三組，分別為開發組、學術合作組、國際學生事務組。各組業務簡列如下：

開發組

國際學生招生宣傳、入學申請。

大陸地區學位生入學申請。

國際教育者年會暨教育展參展。

國際事務處網頁及電子報。

國際學生雙語資料庫系統維護。

國際化現況調查統計。

國際學生事務組

國際學生報到、入學、生活輔導。

國際文化週、國際學生迎新、送舊、

文化之旅及交流活動。

國際學生各式獎學金申請、發放。

國際學生各式保險、辦理申請工作證。

國際學生義工隊組織與管理。

國際學生校友資料更新、校友會聯繫。

國際交誼廳管理。

邁向頂尖大學學術合作計劃獎補助。

國際事務處簡介

學術合作組

姐妹校簽約、續約、國外聯繫、外賓接待。

短訪學者、交換教授。

雙聯學制、交換學生、訪問學生。

各項補助案公告、受理申請、送審。

國際性研究獎助金公告及申請。

教育部學海計畫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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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地圖

校本部Ⅰ

校本部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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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汽車停車場
Vehicle	Parking

提款機
ATM

郵局
Post	Office

餐廳
Restaurant	of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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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校區

▼公館校區

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汽車停車場
Vehicle Parking

提款機
ATM

郵局
Post Office

餐廳
Restaurant of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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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
發
前

出
發

前
一

one 1. 來臺所需文件及物品

	 	 	 	 	歡迎你成為師大人 ! 在出發前，請先確認資料是否備妥。

以下為出發前物品檢查清單，提供您確認參考。

      出發前文件及物品檢查清單表

   學許可（錄取通知書或分發書正本） 

護照正本、影本各 1 份

通行證正本、影本各 1 份

居民身份證正本、影本各 1 份

臺灣簽證

   臺證（單次出   境許可證）正本

來臺機票

畢業證書正本、影本各 1 份

( 須依   學通知單規定進行認證蓋章 )

最高學歷成績單正本、影本各 1 份

( 須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

歷年成績單正本、影本各 1 份 ( 須依  

學通知單規定 )

陸生學士班學生務必攜帶畢業證書、歷

年成績單之公證書正本

財力證明影本 1 份

緊急事件授權書

學籍記載表 ( 請貼上照片 )

2 吋正面彩色半身脫帽 ( 白色背景 ) 照

片，約準備 10 張

生活費用

個人衣物（視個人而定）

生活用品（視個人而定）

藥品（視個人而定）

僑生      港澳生      外籍生      陸生

來臺所需文件及物品
出發前的檢查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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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簽證與居留證

     有關簽證與居留證，因入學管道及身份不同，依外籍生、僑生（含港澳生）、陸

生身份辦理的相關規定如下：

外 籍 生

●  攻讀學位之學生，可於出發前向中華民國駐外館處申請居留簽證（來臺居留事由

務必註明就讀學校名稱及科系），持居留簽證入境之學生，須在抵臺後15 天內申

請外僑居留證。

初次申辦外僑居留證：

●  學生初次入國未註冊者：須檢附入學通知書，先行核發效期 6 個月之外僑居留證。

● 學生初次入國已註冊者：須檢附在學證明書或當學期已完成註冊之學生證等證 

    明文件，核發 1年效期之外僑居留證。

持居留簽證   境

先完成   學報到手續

須改辦居留簽證

持停留簽證   境

須於 15 天內申辦
外僑居留證

須於   境後 15 天內
申辦外僑居留證

持外僑居留證在臺居留滿 6 個月後可加    
全民健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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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
發
前

辦理居留簽證應備文件

1. 簽證申請表

須至「線上填寫申請表專區」( https://visawebapp.boca.gov.tw/ ) 填寫，列印產

出具有條碼之簽證申請表，並親自簽名確認，照片背景須以白色為底色。

2. 照片 2 張 ( 須繳交最近 6 個月內拍攝之 2 吋彩色照片，並黏貼於簽證申請書上。)

3. 護照正本及影本 ( 護照效期須為 6 個月以上且有空白頁。請影印含照片在內之護

照基本資料頁。) 

4. 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正本及影本

●  應繳驗最近 3 個月內由衛生福利部指定外籍人士體檢國內醫院或國外醫院出

    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國外健檢證明須經中華民國駐外館處驗證。

●  檢查項目及體檢醫院請參照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 http://www.cdc.gov.tw/ )。

5. 入學許可 / 通知或在學暨註冊證明、成績單正本及影本。

6. 最高學歷證件 ( 含畢業證書及成績單 ) 正本及影本

   國外核發之學歷證件須經中華民國駐外館處驗證。中文、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中

   文或英文譯本，併原文件經中華民國駐外館處驗證。

7. 財力證明正本及影本

   國外之財力證明須經中華民國駐外館處驗證。

8. 其他視個案要求提供之文件

視個案審查需求而定（例如：來臺目的證明、父母同意書、在臺關係人保證書、在

臺監護人同意書、無犯罪紀錄證明…等審核所需之文件）。於國內申請者，須加影

印最近一次之簽證頁及入境章頁。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電話：(02) 2343-2888    傳真：(02) 2343-2968

簽證查詢專線： (02)2343-2885，(02)2343-2850，(02)23432876，(02)2343-2895  

                     12:30~13:30 為中午休息時間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 1 段 2 之 2 號 3~5 樓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7:00 中午不休息

網址：http://www.boca.gov.tw/mp.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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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外僑居留證應備文件

1.	外國人居（停）留案件申請表		

2.	新臺幣1,000 元整	

3.	入學通知單

4.	最近二吋半身脫帽正面白底彩色照片兩張（黏貼於申請書上）

5.	在學證明書（由各校教務處發出）

6.	護照及居留簽證正本及影本

7.	學費繳費單（已繳費）

8.	地址證明（房屋契約）視個人狀況，以上資料僅供參考。

核辦天數：14天（憑繳款收據領取外僑居留證）

辦理地點：依所居住的地區而決定您需到「移民署」

													（臺北市服務站或新北市服務站）辦理。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網址：http://www.immigration.gov.tw/

臺北市服務站

電話：(02)2388-9393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5號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7:00 中午不休息

新北市服務站

電話：(02)8228-2090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民安街135號 (1樓 )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7:00 中午不休息

僑 生
持外國護照、入境居留簽證進入臺灣

●		僑生須在來臺就讀之前，於所屬國家的中華民國駐外館處申辦入境居留簽證，並於

			抵臺後15天內申請外僑居留證。

●		若無法取得居留簽證，請先申請停留簽證（來臺居留事由務必註明就讀學校名稱及

			科系），並於入境後改辦居留簽證，並於抵臺後15天內申請外僑居留證。持「停留

			簽證」入臺後應備妥相關文件至外交部辦理居留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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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
發
前

持停留簽證   境辦理居留簽證應備文件

1. 簽證申請表1份（請黏貼 6個月內2吋彩色照片）

2.	2吋正面彩色半身脫帽（白色背景）照片2張

3.	6 個月以上效期之護照正本

4. 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正本- 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醫院，項目（乙表），3個

月內有效

5.費用：新臺幣3,000 元（如有異動依外交部公告）

6. 其他視個案要求提供財力證明、來臺目的證明、來臺關係人保證書等審核所需		

				之有關文件。

承辦單位：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電話：(02)2343-2888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2之2號 3~5樓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7:00 中午不休息

網址：http://www.boca.gov.tw/mp.asp

持居留簽證   境

先完成   學報到手續

須改辦居留簽證

持停留簽證   境

須於 15 天內申辦
外僑居留證

須於   境後 15 天內
申辦外僑居留證

持外僑居留證在臺居留滿 6 個月後可加    
全民健康保險



香港、澳門學生
持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境證辦理臺灣地區居留

入出境證（由港澳會會長代收代辦）

14

持居留簽證   境辦理外僑居留證應備文件

僑生（在臺無戶籍者）應備文件

1.	外國人居（停）留案件申請表		

2.	新臺幣500元整	

3.	海外聯招會分發通知單

4.	最近二吋半身脫帽正面白底彩色照片兩張（黏貼於申請書上）

5.	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加蓋註冊章（本校教務處申請）

6.	護照及居留簽證正本及影本

7.	學費繳費單（已繳費）

8.	地址證明（住宿證明或房屋契約）

核辦天數：14天（憑繳款收據領取外僑居留證）

承辦單位：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總機：(02)	2388-9393

網址：http://www.immigration.gov.tw/	

請點選：各縣市服務站	

1. 入境居留申請書1份

2. 兩吋照片2張

3.僑居地身份證明影本1份

4. 護照照片頁及臨人字許可頁影印本各1份

5.20歲以上需附僑居地 5年內警察紀錄證明書正本一份（即良民證）

6. 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正本- 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醫院，項目（乙表），3個月

內有效

7. 海外聯招會分發書影本1份

8.費用：新臺幣1000元（效期三年）

核辦天數：7-10 個工作天

承辦單位：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或該署各縣市服務站

總機：(02)2388-9393

總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5號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08:00~17:00，中午不休息

網址：http://www.immigration.gov.tw/

僑 生
持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境證辦理居留證，如韓國、日本等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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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香港、澳門學生（在臺無戶籍者）應備文件

僑生（在臺有戶籍者）應備文件

入境後15日內，逕向原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遷入登記，辦理恢復戶籍，申領身分證。

1.有入境章戳之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

2. 遷入地戶口名簿（如單獨立戶應提證明文件）

3. 原國民身分證

4. 最近 2年內拍攝之符合規格照片1張

5. 印章（或簽名）

承辦單位：內政部戶政司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電話：(02)7725-6245

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www.ris.gov.tw/

1.「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境居留、定居申請書」

2.香港 / 澳門永久居民身分證

3.	20 歲以上須附香港 /澳門警察紀錄證明書正本 3個月內有效

4.香港 / 澳門居民身分確認書及3項外國製作之文書，經駐外館處（香港、澳門）

驗證

5. 入境證正本

6. 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正本- 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醫院，項目（乙表），3個

月內有效

7. 海聯分發書 -港澳學生之大學核准入學函影本

8. 學校出具辦理居留事宜之文件

9.委託書，親自申請者免

10. 證照費：「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需新臺幣2,600 元

註：103學年度新生一律核發「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

核辦天數：7-10 個工作天

承辦單位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總機：(02)2388-9393

總署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5號

網址：http://www.immigration.gov.tw/

各縣市服務站	/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08:00~17:00，中午不休息

香港、澳門學生
持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境證辦理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由港澳會會長代收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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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門學生（在臺有戶籍者）應備文件

單次   出境許可證 (    學及畢業）應備文件

換多次   出境許可證 ( 兩年一次 ) 應備文件

入境後15日內，逕向原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遷入登記，辦理恢復戶籍，申領身分證

1.有入境章戳之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

2. 遷入地戶口名簿（如單獨立戶應提證明文件）

3. 原國民身分證

4. 最近 2年內拍攝之符合規格照片1張

5. 印章（或簽名）

承辦單位：內政部戶政司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電話：(02)7725-6245

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www.ris.gov.tw/

1. 進入臺灣地區就學申請書

2. 居民身分證影本或旅行證件

3.委託書（須親筆簽名或蓋章）

4. 新臺幣 600元（另加收手續費15元，金額如有異動，依移民署規定繳納。）

1. 陸生入出境申請書。

2. 在學證明或公函或已辦理註冊等證明正本

3. 大陸地區旅行證件影本 (驗正本收影本 )

4. 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5. 繳回原單次入出境許可證正本

6.委託書 ( 非委託案件免附 )

7. 新臺幣1,000 元。

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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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生保險

保險
項目

保險
範圍

費用

承辦
單位

備註

保險
項目

保險
範圍

費用

備註

學生團體保險
（必須加保）

意外險及意外
傷害險

一學期約150
元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網址：http://
goo.gl/ZEI3gK

學生團體保險
（必須加保）

意外險及意外
傷害險

一學期約150
元

僑生傷病醫療保險
（簡稱：僑保）

醫療險

僅限新生可加保，僑委
補助50%保險費，一
學期約700元

僑委會
網址：http://www.
ocac.gov.tw/ocac/

團體外籍學生
健康保險

醫療險

第一學期繳納 9月至
次年2月之保險費，第
二學期繳納3月至8
月之保險費。(每學期
約3,000 元 )

團體學生健康保險

醫療險

一學期約3,000 元

國際事務處
網址：www.ntnu.edu.
tw/oia

全民健康保險
（來臺取得居留證後，居
住滿 6 個月者）

醫療險

檢具僑居地清寒證明者，
僑委補助50%健保費，一
學期約2,244元。未檢附
證明者需繳交全額健保費
每月約749元，一學期約
4,494元

中央健康健保署：
網址：http://www.nhi.
gov.tw/
詳細請至【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健保法
令】查詢

全民健康保險
（外生來臺居留滿 6 個月者，才可辦理）

醫療險

第一學期繳納 9月至次年 2月之保險費，第二學期
繳納 3月至8月之保險費。(每學期共計4,494元 )
辦理【健保 IC卡】所需文件
1. 填寫「請領健保 IC卡申請表」
2. 居留證正反面影本各1份
3. 兩吋照片1張
4. 外國人居留證明

1. 第一學期繳納 9月至次年2月之保險費，第二學期繳納3月至8月之保險費。
2. 保險費列入學校每學期學雜費之繳款單內，並於註冊時一併繳納。
3. 以上金額均以新臺幣為單位。

1. 將應繳納之保險費列入學校每學期學雜費之繳款單內，並於註冊時一併繳納。
2. 以上金額均以新臺幣為單位。

3. 保險

	 	 	 	 	為了讓各國的學生，享有完善的醫療保險，本校會為所有境外生辦理各項學生

團體保險。有關保險說明及注意事項如下：

僑生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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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生保險

保險項目

保險範圍

費      用

備      註

學生團體保險（必須加保）

意外險及意外傷害險

一學期約150元

團體外籍學生健康保險

醫療險

一學期 6個月約3,000 元

1. 第一學期繳納 9月至次年2月之保險費，第二學期繳納3月至8月之保險費。
2. 保險費列入學校每學期學雜費之繳款單內，並於註冊時一併繳納。
3. 以上金額均以新臺幣為單位。

4. 學費

					有關學費收費方式，每學期學士班採1次收費，碩博士班採 2次收費 (學雜費基

數及學分費分開繳納 )，外籍與陸籍學位生採1次收費。每學期學雜費用可能有所

調整，詳細請至【教務處─學雜費標準】查詢，網址：http://www.ntnu.edu.tw/aa/

tuition.html

	 	 	 	各項學費繳費單須自行上網下載列印，下載網址 :	http://ap.itc.ntnu.edu.tw/

Fresh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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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
達

臺
灣

後二

two 1. 交通資訊

桃園機場至校本部或公館校區

					在機場搭乘巴士，到臺北火車站下車。至校本部，請轉搭捷運

自『臺北車站』站，搭乘淡水信義線 ( 紅線 )、松山新店線 ( 綠線 )	

至『古亭站』4號出口往和平東路方向直行約 8 分鐘即可到達。

至公館校區，請轉搭捷運自『臺北車站』站，搭乘淡水信義線 ( 紅

線 ) 至『公館站』1號出口往汀洲路四段步行10 分鐘即可到達。

松山機場至校本部或公館校區

						搭乘捷運文湖線(棕線 )「松山機場捷運站」至「南京復興站」，

再轉松山新店線 ( 綠線 )。至校本部，請於『古亭站』4號出口往和

平東路方向直行約 8分鐘即可到達。至公館校區，請於『公館站』1

號出口往汀洲路四段步行10 分鐘即可到達。

本校交通資訊	http://www.sa.ntnu.edu.tw/files/13-1000-669.php	

機場巴士資訊	http://www.taoyuan-airport.com/chinese/Buses/	

臺北捷運資訊	http://www.trtc.com.tw/

臺北公車資訊	http://5284.taipei.gov.tw/	

Airplane

Airplane

Bus MRT

MRT

Walk

Walk

桃園機場

松山機場

松山機場

桃園機場

臺北車站火站

臺北車站火站

步行至校本部

步行至校本部

步行至公館校區

步行至公館校區

信義線轉新店線 > 古亭站下

文湖線轉新店線 > 古亭站下

文湖線轉新店線 > 公館站下

信義線 > 公館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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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資訊

電話通訊

●		臺灣打國際電話：

國際冠 (002 或 009)	+	對方國國碼	+	對方地區區碼	( 去掉前面的 0)	+	對方電

話號碼

●		行動電話服務：

		可在機場的各家電信公司服務處辦理，或便利商店購買行動電話預付卡。

郵局及銀行

●		郵局 -主掌業務為存款、提款、寄送郵件、包裹、匯款及快遞服務等。

開戶請備護照、外僑居留證、	印章，以及新臺幣100元以上前往辦理。

			※臺灣郵政公司網址：www.post.gov.tw/post/index.jsp

			※一般便利商店亦設有快遞服務。

●			銀行 -主掌業務為存款、提款、匯款等，大部分的銀行都有提供外幣兌換服務。

開戶請備護照、外僑居留證，以及新臺幣100元以上前往辦理。

3. 學生宿舍及校外租屋

學生宿舍申請

						本校學生宿舍計有 11棟，包括：校本部男一舍及女一舍，共 2 棟；公館校區

男二舍、女二舍、學七舍及研究生宿舍，共 5 棟；林口校區目前由僑生先修部生

活輔導組管理。

●		境外生須於網路報到時申請學生宿舍，有關學生宿舍申請流程請依錄取通知單規

			定辦理。

●		師大學生宿舍校本部2棟，公館校區4棟，為3-6人一間。

●		宿舍內備有餐廳寢室基本設備：桌、椅、燈、床、電話、風扇等。

●		網路設備：所有學生宿舍均設有資訊插座，提供同學們於寢室內上網的功能。

●		每學期住宿費用依宿舍不同而異，約新臺幣 6,300 元到新臺幣12,350 元，水電		

			費另計。暑期住宿需另外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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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為本校學生宿舍簡介

校外租屋

	 	 	 	本校學生事務處住宿輔導組提供學校附近之租屋資訊及與租屋相關問題之協

助。各社區公佈欄常會張貼租屋廣告，可直接打電話與房東連絡。建議與房東見面

時最好有本地學生陪同。提供網路查詢資訊如下：

學生事務處住宿輔導組學生賃居服務，網址：

http://housing.sa.ntnu.edu.tw/files/13-1003-537.php

教育部賃居服務資訊網，網址：

https://csrc.edu.tw/NewCsrcHouse/

校區別

校本部

公館
校區

備註

舍別

男一舍
(含女一分舍 )

女一分舍
4人房

女一舍

男二舍
(含女二分舍 )

女二舍

學七舍

研究生宿舍

每寢床位數

6床

4床

6床

5床

5床

4床

3床

床舖格局

除特殊寢室外，其餘
均為上舖床下舖書桌

除特殊寢室外，其餘
均為上舖床下舖書桌

除特殊寢室外，其餘
均為上舖床下舖書桌

第1床為下舖
第2、3床為上舖床下
舖書桌

設備

●	冷氣寢室
●	廁所、淋浴間、飲水機、脫水
機、投幣式洗衣機及投幣式烘
乾機、網路。交誼聽、讀書室、
閱覽室、曬衣場。地下室設有餐
廳部、百貨部、美髮部及影印部

交誼聽，各樓設有飲水機、脫水
機、投幣式洗衣機及投幣式烘乾
機。

交誼廳（休閒桌椅及電視機）、
公共廚房（飲水機、微波爐、電
磁爐）及洗衣間（投幣式洗衣機
及脫水機）

客廳、公共廚房、熱水機、飲水
機、脫水機及冷氣機等。

學生事務處住宿輔導組網址：http://housing.sa.ntn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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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資
源三

three

本校共有9大學院，包括：教育、文學、理學、

科技與工程、管理、藝術、音樂、運動與休閒、國

際與社會科學等，合計54系所、4學科，提供多

元的教學環境。

本校教務處統籌辦理綜合規劃、註冊、課務、研究生教務、通識教育及其他教務事項，

下設企劃、註冊、課務、研究生教務、公館校區教務等五組，以及通識教育中心、教學發

展中心。

●		教務處服務項目：在學證明申請、學生證申請、成績單申請、休 / 退學申請、延畢證明

等各項學籍證明申請。

可至教務處網頁查詢辦理，網址：http://www.ntnu.edu.tw/aa/index.htm

●		本校亦提供多元的課程及選課，您可規劃修習跨領域之學分學程，

			請參閱網址：http://goo.gl/57NZjz

1. 圖書館、資訊中心

    圖書館

						本校圖書館以「E流創新服務，多元豐富館藏，營造知識校園，建構卓越大學」

為發展願景；在經營上，朝數位圖書館為目標，並以：1. 建立創意閱讀及虛擬資訊空

間 (C-space)	2. 建立豐富數位資源及特色館藏 (D-collection)3. 建立無所不在的數

位服務 (U-services) 為策略。

					館藏特色：一般館藏圖書共約1,512,366冊，含中日文約1,026,924冊，西文約

485,442冊；期刊 (含電子期刊 )共78,379種。非書資料共約1,143,554項。總圖書

館位於校本部，公館校區與林口校區皆有圖書分館。校本部及各分館資訊一覽表如下：

校本部總館

公館分館

星期一至五08:00~22:00；星期六、日09:00~19:00	
(各樓層開放時間請依網站公告為主 )
電話：(02)7734-5235、(02)7734-5236
傳真：(02)2393-7135
E-mail	:	libread@deps.ntnu.edu.tw
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1段129 號

星期一至五08:00~21:00；星期六、日09:00~18:00
(各樓層開放時間請依網站公告為主 )
電話：(02)7734-6889		傳真：(02)2931-2246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 4段 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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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分館

備      註

服務時間

其他服務

各教室地點

諮詢服務專線

網     址

一般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六：08:00-22:00。
週日、國定例假日：08:00-17:00（開國紀念日、二二八紀念日、國慶日）。
林口校區夜間和週末假日不開放，可到圖書館自由上機區使用。

彈性開放時間：
特殊國定假日包括農曆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暫停開放。
農曆春節年假前的最後一個上班日為「年度維修日」，暫停開放。
寒暑假及其他時段若有變動，則以資訊中心實際公告為準。

列印服務：
列印前需憑本校學生證至儲值機加值，未用畢金額可於畢業時至出納組辦理退款。
收費方式為 :	A4	黑白列印每頁新臺幣1元，	A4	彩色列印每頁新臺幣 6元。

本部校區位於教育學院大樓 4樓 ,	綜合大樓10樓
公館校區位於圖書館大樓 8樓
林口校區位於教學大樓樂羣樓第二棟 (B2)	2、3樓

(02)7734-3737

http://www.itc.ntnu.edu.tw/index.php	

星期一至五08:00~21:00；星期六、日09:00~17:00
電話：(02)7714-8452			傳真：(02)2601-6209
E-mail	:	liblinko@deps.ntnu.edu.tw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一段2號

1. 以上開放時間以提供閱覽服務為主，各樓層開放時間請依網站公告。
2. 網址：http://www.lib.ntnu.edu.tw/index.jsp

資訊中心

					 提供資訊科技服務以滿足全校教職員生

的需要，從電子郵件的使用到全校資訊與網

路環境相關之重大政策決定，皆屬於資訊中

心之執掌。服務範圍包括：校務行政電腦化、

教學與研究支援、校園網路系統維護、數位

科技推廣服務、數位應用技術研發及相關資

訊諮詢服務等。

					資訊中心位於師大校本部，另公館校區與林口校區皆有電腦教室可供學生使

用。電腦教室及開放時間如下：

２. 華語學習輔導

 為提升國際學生華語能力，本校提供各種修習華語的課程與服務，均簡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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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方式

性質

上課
時間

人數
限制

師資

費用

國際華語課程

請於學校統一選課時間至
網路選課。包括初級國際
華語、中級國際華語、高
級國際華語三門。

每門兩學分	( 外國學生在
本校所修習之華語文學分，
可依系所規定抵免大一國
文的學分。)

一周兩小時，依公告為主。	

10~50人 (10人以上選修
才可開課 )( 限外籍生 )

華語系教師

已包含在學費中。

華語課後輔導

於公告時間至國際事務處
填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學生華語課後輔導申
請書】，回傳至國際事務
處國際學生事務組。

無學分

一周兩小時；由同學填寫
可輔導時間。

一對一

華語系研究生或已修習華
語學程之學生

免費

華語輔導系統

請從國際事務處首頁右下方連結
列點選進入系統進行預約，或直接
點選線上預約系統：http://ap.itc.
ntnu.edu.tw/istudent/CR/
（請使用 IE8.0,	Firefox,	or	Google
瀏覽器）
	
無學分

以預約時間為主，星期一到星期
五。

一對一

國際義工隊華語輔導股

免費

  華語學習

國語教學中心

						來國語教學中心的學員，文化及語言背景各不相同，

但共同目標都是為了學習如何有效使用中文。有的人學中

文是為了目前工作需要或是增加就業機會，有的人則是因

為對中國文化及歷史感興趣。不論學生學習中文的理由是

什麼或是程度如何，中心都會幫助學生學習及善用中文，

並瞭解中華文化及臺灣之美。連絡電話：(02)7734-5130	

E-mail：mtc@mtc.ntnu.edu.tw

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號		博愛樓 6樓

網址：http://web.mtc.ntnu.edu.tw/mtcweb/

3. 僑生課業輔導

						為提高僑生國語文及基本學學習能力，幫助僑生加強課業之研習、如期完成學

業，本校備有多項學習資源，有興趣的僑生請至國際事務處網頁查詢。

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ia2/

申請方式

學業輔導

每學期開學時（上學期為9月；下學期為
2月）向各系所申請。

暑期輔導

每年 5月至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事務
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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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學
習
資
源

4. 教學發展中心

						除讀書會外，每學期因應同學需求開設課業輔導科目，由課業輔導小老師提供

定時定點一對一個別化之學習諮詢服務，或線上英文課業輔導，以協助解決同學們

學習上的困難與疑問。

諮詢電話	:	(02)7734-1886	/	E-mail	:	ctld@deps.ntnu.edu.tw

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 師大本部樸大樓103、104室 )

網址：https://www.ctld.ntnu.edu.tw/

5. 學生赴外交流

赴外交換優點 					

				「交換學生」為在學期間，以本校學生身分（即完成師大註冊及繳交學費），至有

學生交換協定之姐妹校修習一學期或一學年的課程（交換生目的地國家不可為其母

國）。交換學生毋須繳納姐妹校學費，課程結束後，可獲得姐妹校所正式核發之成

績單或修課證明。

赴外交換優點

●		僅需繳納母校學費，不需擔憂國外大學昂貴的學費費用。

●		部分修習的課程返國後可抵免師大學分。

●		體驗國外大學的上課、生活方式之外，課餘時間可四處旅行、結交各國朋友。

●		培養獨立自主的能力，提升未來競爭力。

			欲進一步了解詳情，請至網址：www.ntnu.edu.tw/oia/outgoing.php

姊妹校介紹

						本校積極與海外知名大學建立合作關係，以促進師生參與國際學術合作暨交

流活動，至103學年度已締結姊妹校逾311所。相關姐妹校簡介請見國際事務處

網【學術交流】區，網址：http://www.ntnu.edu.tw/oia/partnerc.php

上課時間

人數限制

科目限制

輔導科目

費用

學業輔導

學期中利用課餘時間或假日辦理。

參加同一科目學業輔導之僑生，滿六人即
可開班。

僑生參加輔導科目每學期以四科為限。屬
於輔導性質，不列入學分。

以國文、憲法與立國精神、歷史、地理、英
( 外 )文、數學 (含微積分)、物理、化學及
生物等基本學科為範圍。

全額補助。

暑期輔導

假期辦理，每學年舉辦以二期為限。

參加同一科目學業輔導之僑生，滿六人即
可開班。

每名僑生每期以輔導至多三科為原則，最
多不得超過九學分。	

開設科目為不及格且須重讀或擋修之必
修科目。

依本校學學費繳費。若領有教育部「清寒
公費或清寒僑生助學金」之僑生，得酌減
免學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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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動設施

						校內運動設施除了游泳館（含標準池、

小游泳池、SPA 池、蒸汽室及烤箱）、田徑場、

網球場、籃球場、排球場等，還包括綜合體育館 (含重量訓練室 )，提供健身、有

氧運動、舞蹈等活動的舒適空間（各場地因校區不同而略有差異）。

體育室網站：http://www.phr.ntnu.edu.tw/	

電話：(02)7734-3168	

	E-mail：u9344022@ntnu.edu.tw

2. 健康中心、學生輔導中心、專責導師

							健康中心

						本校健康中心以「健康是生理、心理和社會安寧的狀態，不僅是無病或不虛

弱而已」為宗旨，設置健康教學單位或課程實施教學，負責推行保健服務與輔導。

身心診療服務資訊如下：

校
園

生
活四

four

服務時間

校本部

公館校區

林口校區

網址

服務時間

校本部

公館校區

林口校區

電子信箱

網址

每週一至週五	08:30~11:30；13:30~16:30

健康中心（樂智樓一樓）	電話：(02)7734-3113

理學院 B棟大樓一樓		電話：(02)7734-6446

健康大樓一樓		電話：(02)7714-8429

http://health.sa.ntnu.edu.tw/bin/home.php

每週一至週五	09:00~12:00；14:00~17:00

和平東路綜合大樓五樓		電話：(02)7734-5363、(02)7734-5364

理學院 B棟大樓一樓		電話：(02)7734-6451

健康大樓二樓		電話：(02)7714-8438

ntnucounseling@hotmail.com

http://counseling.sa.ntnu.edu.tw/bin/home.php

學生輔導中心

					以心理輔導與心靈照護普及化、心理輔導與諮商專業化、心理安全促進與危

機個案專業處遇目標。提供專業輔導、諮商服務資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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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導師

	 	 	 	 	 	除各學系由專任教師兼任學術與生涯導師外，本校亦特聘具備學生事務、諮

商輔導或教育專業之碩士級專任人員，分配於每學系1名擔任學士班專責導師，

負責學生生活輔導與特殊事件之處理；並在心輔、健康、特教中心等相關單位的

支持下，結合修過輔導課程的軍訓教官及校安輔導員共同編組相互輔助，落實三

級輔導機制。專責導師服務資訊如下：

服務時間

校本部

公館校區

網址

每週一至週五	09:00~12:00；14:00~17:00

和平東路普通大樓一樓		電話：(02)7734-3123

行政大樓二樓

http://counselor.sa.ntnu.edu.tw/bin/home.php

3. 學生社團
●		本校學生社團按其性質區分可為「學術性社團」、「藝文

			性社團」、「康樂性社團」、「體能性社團」、「服務性社團」、

		「聯誼性社團」、「綜合性社團」等7類，總計有166個社團。

			課外活動組網址：http://activity.sa.ntnu.edu.tw/bin/home.php

●		其他社群專頁

			港澳同學會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KMACFP

			港澳同學會臉書族群：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9793909305/

			華僑同學會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ntnuoverseaschinese

			NTNU 外籍生聯誼會粉絲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NTNUInternationalStudentsClub	

4. 國際義工隊 

						為培養本校學生具備前瞻性的國際觀，提升世

界公民素養與在地人文關懷的行動力，本校國際事務

處招募本地學生成立「國際義工隊」，分設總務、文書、

活動等股，培訓各股股員參與及規劃多項活動，包含社

課的培訓、境外生迎新晚會、國際文化之夜、境外生春

節聯歡會、國際文化週、境外生畢業茶會、境外生出遊

活動、文化交流活動、交換生接機服務、語言交換學伴

等。

國際義工隊 FB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

ntnu.edu.oia.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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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內工讀與工作證申請

校內工讀	

	 	 	 	 	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為培養學

生獨立自主精神，厚植畢業後就業能力，受

理學士班工讀申請，相關內容及流程請至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查詢，

網址：http://goo.gl/CdZHg2

至於研究所學生工讀申請，請洽各系所辦公室。

				 	其他工讀機會可於每學期初自行向行政單位或系所詢問工讀機會，工作內容依

單位業務需要而定。提醒您！於校內外工讀皆須依規定提出工作許可申請證。

工作證申請

						依據我國「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來臺就讀正式學制之僑生、

港澳生及外國留學生，入學後即可申請工作證，有需要者可至本校國際事務處洽詢

辦理。提醒各位，依我國「就業服務法規定」，未依規定申請工作許可，即受聘僱為

他人工作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工作證申請請至國際事務處查詢，網址：www.ntnu.edu.tw/oia/intlwork.php

工作許可證申請流程

具學位在學之外籍生、僑生及港澳生

1. 申請書		2.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3. 護照影本		4. 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5. 審查費收據正本		6. 系所同意證明（僅限外籍生須提供）

1. 備妥申請文件		2. 本校國際事務處初核
3. 自行寄送申請案件至勞動部		4. 申辦時間：14天
5.勞動部將工作證寄回由學校代為轉發

新臺幣100元。申請人請至郵局利用郵政劃撥繳納。

於上學期申請者，工作許可證之期限至次學期3月31日止，於下學期申請者，工作許可
證之期限至同年9月30日止，許可期間最長為 6個月。

其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為16小時。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電話：（02）2380-1712、(02)2380-1725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39號10樓
網址：http://www.wda.gov.tw/

申請資格

申請文件

申請流程

申請費用

使用期限

工作時數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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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1. 僑生獎學金

						為鼓勵成績優異或家境清寒之僑生，教育部及本校等多所機關

亦提供助學金。各項獎學金之申請相關事宜以國際事務處網站公告

【最新消息─獎助計畫】為準。申請表格請於國際事務處網站公告

下載，網址：http://www.ntnu.edu.tw/oia/student00402.php	

獎學金名稱

教育部研究所優秀
僑生獎學金

教育部優秀僑生獎
學金 ( 鼓勵回國讀
大學 , 由教育部遴
選符合資格之同學)

教育部清寒僑生助
學金

僑委會學行優良僑
生獎學金

僑委會受理捐贈僑
生獎助學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輔組特殊身份 -
僑生獎學金

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僑生獎學金

華僑協會總會助學
金及獎學金

中華救助總會在臺
緬甸僑生獎學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香港僑生獎學金

學程

博士
碩士

學士

學士

學士

博士
碩士
學士

博士
碩士
學士

學士

學士

學士

學士

年限 / 期別

第1學期
第2學期

第1學期

第1學期

第1學期

第2學期

第1學期
第2學期

第1學期

第1學期

第2學期

第2學期

申請月份

1)上學期10-11月
2)下學期3-4月

由教育部遴選

每年9-10月

每年9-10月

每年2-3月

1)上學期		9-10月
2)下學期3月

每年9-10月

每年9-10月

每年2-3月

每年 3-4月

申請單位

有名額之
系所

教育部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金額

10,000 元 /月

10,000
-25,000 元 /月

3,000 元 /月

5,000 元

5,000-25,000
元不等

8,000 元

5,000 元

5,000
-10,000 元

10,000 元

HKD5,000 元

各項僑生獎學金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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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籍生獎學金

	 	 	 	 	本獎學金獎助對象為經本校錄取，於各系所攻讀碩、博士

學位且未領取其他獎學金之外籍生。申請表格請於國際事務

處網站公告下載，

網址：http://www.ntnu.edu.tw/oia/scholarshipc.php	

各項外籍生獎學金一覽表

獎學金

教育部臺灣獎
學金

外交部臺灣獎
學金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外籍研究
生獎學金

教育部外籍學
士生獎學金

學雜費減免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生活輔導
組外籍生獎學
金

學程

博士
碩士
學士

博士
碩士
學士

博士
碩士

學士

博士
碩士
學士

博士
碩士
學士

年限
期別

4 年
2年
4年

4年
2年
4年

12個月

12個月

1學年

上、下
學期
各一次

申請
月份

每年 3月前

每年 3月前

A. 申請秋季班
			時一併申請
B. 申請春季班
			時一併申請

A. 申請秋季班
			時一併申請
B. 申請春季班
			時一併申請

A. 申請秋季班
			時一併申請
B. 申請春季班
			時一併申請

A.每年10月
B. 每年 3月

申請
單位

臺灣駐外館處

臺灣駐外館處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金額

學士生每月15,000 元，研
究生每月20,000 元。另補
助全額學雜費（學期中休退
學者，需按規定補繳學雜
費）。

每月30,000 元。

A. 碩士生：每月15,000 元。
B. 博士生：第一年每月
			15,000 元；第二年每月
			10,000 元（須滿足如下之

				條件：1. 指導教授須提出相

				應研究計畫之配合款項或由

				單位推薦，每名每月金額至

				少新臺幣5,000 元。2. 第一

				學年至少修習12學分。）

每月10,000 元。

A. 學士生減免學費，但須
				繳交雜費。
B.研究生減免學雜費基數，
				但須繳交學分費。

每學期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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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法
規六

six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則

請見：http://www.ntnu.edu.tw/aa/file/schoolrule_1021113.pdf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書卷獎實施要點

詳細辦法可逕至本校校務處註冊組，點選左側【教務章則】查閱。

請見教務處網頁：http://www.ntnu.edu.tw/aa/acalaws.htm

3. 學生獎懲辦法

本校學生相關獎懲，詳見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學生事務處網頁

http://assistance.sa.ntnu.edu.tw/files/13-1001-315.php

4. 境外生相關之辦法與規定
●		相關辦法與規定一覽表

●					僑生相關法規：http://www.ntnu.edu.tw/oia/ocrules.php
●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相關辦法：

			http://www.ntnu.edu.tw/oia/isapplyrules.php
●		外國學生 /僑生適用法規：

			http://www.ntnu.edu.tw/oia/isocrules.php
●					陸生相關法規：http://www.ntnu.edu.tw/oia/mcrules.php

僑生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

入出國及移民法（節錄）
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細則
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

就業服務法（節錄第五章至第七章）
外國留學生、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工作許可注意事項及書表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
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
申請聘僱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應備文件

僑生傷病醫療保險作業要點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學專科以上
學校辦法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就學
送件須知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就學
線上申辦送件須知

陸生無法申請工作證

外籍生保險內容及投保規定 ( 適用陸生）
外籍生保險承保規範 ( 適用陸生）

外籍生

就   學

入出境

醫療保險

工作證	

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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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seven

						下列提供本校行政單位聯絡電話，醫院、診所、常用電話等資

訊，以及相關政府機構、航空公司之網址，歡迎多加利用。

1. 校內單位聯絡方式

●				境外生輔導—國際事務處		電話：(02)7734-1281		傳真：(02)2362-5621

●				學雜費標準，休、退學，成績單申請，在學證明—教務處註冊組	

					電話：(02)7734-1096		傳真：(02)2366-0511

●				選課－教務處課務組		電話：(02)7734-1180		傳真：(02)2369-0746	

●				學生事務處專責導師辦公室		電話：(02)7734-3123

●				住宿－學生事務處住宿輔導組		電話：(02)7734-3159		傳真：(02)2369-3413	

●		工讀、平安保險—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電話：(02)7734-1065		傳真：(02)2369-6418

●				國語教學中心		電話	:	(02)7734-5130

●				教育發展中心		電話	:	(02)7734-1886

●				校本部學生輔導中心		電話	:	(02)7734-5363		(02)7734-5364

●				公館校區學生輔導中心		電話	:	(02)7734-6451

●				林口校區學生輔導中心		電話	:	(02)7734-8483

●				校本部健康中心		電話	:	(02)7734-3113

●				公館校區健康中心		電話	:	(02)7734-6446

●				林口校區健康中心		電話	:	(02)7714-8429

●				資訊中心		電話：(02)7734-5555		傳真：(02)2394-0120

●				資訊中心電腦教室		電話	:	(02)7734-3737

●				運動設施 (體育室 )		電話	:	(02)7734-3168

●				圖書館總館		電話：(02)7734-5235、(02)7734-5236		傳真：(02)2393-7135

●				圖書館公館分館		電話：(02)7734-6889		傳真：(02)2931-2246

●				圖書館林口分館		電話 :	(02)7714-8452		傳真：(02)2601-6209

公館聯合辦公室

申請或領取相關教務文件，領取畢業證書，註冊章

●				學生事務處公館校區學務組		電話：(02)7734-6880		傳真：(02)2932-6391

●				教務處公館校區教務組		電話：(02)7734-6549		傳真：(02)2932-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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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名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郵政醫院

臺北長庚紀念醫院

臺安醫院

國泰綜合醫院

馬偕紀念醫院

臺大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

地址	

100臺北市中華路二段33號

100臺北市福州街12號

106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號

100臺北市中正區福州街14號

105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號

105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424號

106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80號

104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

112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電話	

(02)2388-9595

(02)2391-6470

(02)2709-3600

(02)2395-6755

(02)2713-5211

(02)2771-8151

(02)2708-2121

(02)2543-3535

(02)2312-3456

(02)2875-7628

診所名稱  

樂活診所

臺電聯合診所

陳柏豪耳鼻喉科

和平大愛眼科

詹內科診所

許世賓婦產科

周彥儒牙醫診所

黃禎祥診所

黃禎憲皮膚科

天慈中醫診所

警察報案、交通事故

火警、緊急事故

國際電話查詢或掛發

市區電話查詢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長途電話查詢

英語查號臺

報時臺	

氣象臺

防詐騙電話

緊急聯絡電話

110

119

100

104

0800-024111

105

106

117

166

165

住址	

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師大路郵局旁)

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76號

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0號

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6號 2樓

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77之2號

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9號 2樓

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218號 3樓

106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71號

106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77號

106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02巷3號

電話		

(02)2351-3171

(02)2365-3171

(02)2362-5458

(02)2365-2727

(02)2392-8283

(02)3393-2211

(02)2364-9922

(02)2362-6607

(02)23673-3232

(02)2363-8226

●		師大附近診所

●			常用電話號碼

2. 醫院、常用電話號碼
●		臺北市主要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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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http://www.edu.tw/

簽證－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http://www.boca.gov.tw/mp?mp=1

簽證－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http://www.immigration.gov.tw/welcome.htm

工作證－中華民國勞動部			http://www.mol.gov.tw/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http://www.ocac.gov.tw/ocac/

僑生服務圈			http://ocs.ocac.net/

全國大專校院境外生生活資訊			https://ois.moe.gov.tw/fs/html/Index.html

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陸聯會）			http://rusen.stust.edu.tw/cpx/index.html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http://www.tcpd.taipei.gov.tw/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和平派出所			http://goo.gl/D9NCLi

中央氣象局			http://www.cwb.gov.tw/index.htm

臺北市公車			http://www.taipeibus.taipei.gov.tw/

交通服務 E通網			http://e-iot.iot.gov.tw/

臺鐵首頁			http://www.railway.gov.tw

臺灣高鐵			http://www.thsrc.com.tw

臺北捷運公司			http://www.trtc.com.tw/

全國電子地圖			http://www.map.com.tw/

交通部觀光局			http://www.taiwan.net.tw/

臺北旅遊網			http://taipeitravel.net/

臺灣美食生活網			http://www.gifts-king.com/information.asp?id=74

臺北生活指南			http://www.taiwanfun.com/north/taipei/indexTW.htm

臺北市中山堂			http://www.csh.taipei.gov.tw/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http://www.ncfta.gov.tw/

國立故宮博物院			http://www.napm.gov.tw/

臺北故事館			www.storyhouse.com.tw/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www.ntch.edu.tw/

臺北市立美術館			http://www.tfam.museum/

臺灣節慶			http://media.huayuworld.org/local/web/Chinese/about.htm

Studying	in	Taiwan			http://www.studyintaiwan.org/

Forumosa.com			http://www.forumosa.com/taiwan/

Lonely	Planet			http://www.lonelyplanet.com

3. 實用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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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公司ㄧ覽表

代號

AA

AC

AF

BA

BR

CI

CX

EG

GA

KE

KL

航空公司

美國航空

加拿大航空

法國航空

英國亞洲航空

長榮航空

中華航空

國泰航空

日本亞細亞航空

印尼航空

大韓航空

荷蘭亞洲航空

訂位電話

(02)2563-1200

(02)25078133 轉 207

(02)2718-1631	

(02)2541-8080

(02)2501-1999

(02)2715-1212

(02)2715-2333

0800-065-151

(02)2561-2315

(02)2521-4242

(02)2711-4055

代號

LH

MH

NZ

NW

PR

QF

SQ

SR

TG

UA

VN

航空公司

德國漢莎航空

馬來西亞航空

紐西蘭航空

西北航空

菲律賓航空

澳洲航空

新加坡航空

瑞士航空

泰國航空

聯合航空

越南航空

訂位電話

(02)2503-4114

(02)2514-7888

(02)2516-9025

(02)2772-2188

(02)2506-7255

(02)2522-1001

(02)2551-6655

(02)2507-2213

(02)2717-5200

(02)2325-8868

(02)2517-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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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北市捷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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