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來到國立東華大學!
Welcome to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東華 歡迎您



國際事務處介紹

 國際事務處位於行政大樓6樓601室，現有「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
「國際宣傳與招生」、「國際學者與境外學生服務」等三組。

 國際學者與境外學生服務組(ISSA)是東華境外生在臺灣的第二個家，
幫助同學們適應大學生活、認識各項資源並鼓勵同學們能夠發展快樂
學習的經驗。

 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 出國交換

 國際宣傳與招生組: 受理僑生獎學金申請

 ISSA 連絡資訊
之華組長: 03-890-5116
Jenny: 03-890-5117 
E-mail:  issa@gms.ndhu.edu.tw

mailto:issa@gms.ndhu.edu.tw




新生報到









學號 + 0

繳費單

https://school.bot.com.tw/newTwbank/StudentLogin.aspx



網路註冊系統

https://sys.ndhu.edu.tw/AA/REG/register/

帳號：學號

密碼(預設)：學號+0

填寫戶籍地址為原居住國家地址



電子學習履歷系統

http://sys.ndhu.edu.tw/CTE/Ed_StudP_WebSite/Login.aspx

帳號: 學號

密碼(預設): 學號+0

上傳學生證照片及下載在學證明



註冊結束後



選課系統

帳號: 學號

密碼(預設): 學號+0

https://sys.ndhu.edu.tw/AA/C

LASS/subjselect/Default.aspx



電子郵件信箱

帳號: 學號

密碼(預設)：學號+0

http://gms.ndhu.edu.tw/passwd/enable.html



外僑居留證(居留入出境證)

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ARC)

 持居留簽證入境者需於入境後15天內申請「外僑居留證」方

可於臺灣境內居留。

 請務必確認居留證期限，於到期日一個月前辦理延期。

1. 持外僑居留證逾期者：罰錢並強制出境

2. 持居留入出境證逾期者：將強制出境，並須重新申請居留證。



 網址: https://coa.immigration.gov.tw/coa-
frontend/student/entry?lang=zh

 須準備文件

1. 六個月內照片

2. 護照及簽證頁正本、影本

3. 入境許可證(港澳僑生)

4. 僑居地身分證(港澳僑生)

5. 僑居地警察紀錄證明書(滿20歲港澳僑生)

6. 居留或定居健康檢查項目表(港澳僑生)

7. 居住證明(繳費單)

8. 在學證明

9. 分發通知書/錄取通知書

10. 申請費: 500元/1年(僑生)、 2,600元/3年(港澳僑生)

外國與外僑大陸與港澳無戶籍國民學生線上申辦系統

https://coa.immigration.gov.tw/coa-frontend/student/entry?lang=zh


 The photo should be colorful and was taken 

within 6 months. 

六個月內的彩色照片

 The portrait should be without hat, and the 

face and feathers should be clear.

脫帽、臉部及特徵要清楚

 The background should be white.

背景為白色



申請銀行、郵局帳戶

Post Office 中華郵政

 須準備文件

1. 護照及居留證(入臺證)正本、影本

2. 在學證明

3. 向郵局領取申請書

4. Personal Seal 私人印鑑

Taiwan Business Bank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花蓮市)

 須準備文件

1. 護照及居留證正本、影本

2. 向銀行領取申請書

3. 在學證明

4. 20歲以上



工作證

 不管是在校內工讀還是校外打工，皆須申請工作證。

 未申請工作證而被舉發，除罰款外，最嚴重會被取消學籍，強制出境。

 請特別注意打工地點的安全及合法性

 申請期間: 4月、10月

 如何申請?

1. 線上申請

2. 期效內學生證、在學證明、護照、居留證→ 電子檔

3. 臺幣一百元(可至國際處領取匯款單)

4. 勞動部約1~2個禮拜發證
https://ezwp.wda.gov.tw/wcfonline/wSite/Control?function=IndexPage



醫療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



醫療保險

 醫療保險：第一次來臺就讀的同學，無健保卡。

 繳交醫療保險 560元(僑委會補助)，效期六個月(2019.09~2020.2)。

 申請理賠：

1. 醫院或診所 (支付全額醫藥費)

2. 向醫院或醫生索取「醫療證明」及「收據」正本各一份

3. 至國際處填寫「國泰人壽醫療保險理賠申請單」

4. 檢附以上文件、ARC影本、存摺或銀行卡影本各一份

5. 國泰保險審理：成功 → 國泰匯款至申請人帳戶

6. 門診理賠上限一次1,000元



 住院: 同一次住院最高理賠臺幣12萬元

 門診/急診: 最高理賠臺幣1千元



 請注意寒假返鄉日期，建議：請規劃在29天內

 收費: 至來臺第二學期開始併入學期繳費單

 健保卡效期: 未繳費、居留證失效(失去學生身分，休、退、轉學。)

 清寒證明(低收入戶)

1. 有清寒證明: 一個月374元(僑委會補助保費50%，375元)，6個月 = 2,244元

2. 無清寒證明: 一個月749元(無僑委會補助)，6個月 = 4,494元

 使用方式：看病時請出示健保卡

全民健康保險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



 全民健保取得資格: 依規定，領有居留證件滿六個月，則符合全民健保資格。

假設你的居留證生效日為2019年9月20日：

假設情形 加入健保的時間

六個月內皆未
出境

未出境 2020年9月20日 + 6個月
= 2021年3月20

六個月內出境
未超過30天

1月21日到2月10日, 共離開台灣21天 2020年9月20日 + 6個月 + 21天
= 2021年4月10日

六個月內出境
超過30天

1 月 15 日到 2 月 20 日離開台灣 36 天(超過 30 日)，
需重新計算

2021年 2 月 20 日 + 6 個月
= 2021年 8 月 20 日

出境超過(含)兩
次，且總天數
未超過 30 天

1/15~1/25 和 2/1~2/5 都離開台灣，雖總出境日未超
過 30 日，但出境超過(含)兩次, 需重新計算

2021年 2 月 5 日 + 6 個月
= 2021年 8 月 5 日

其他 出境日期為 1/1~2/5(超過 30 天)、2/10~2/15 (6 天)，
因第一次出境超過 30 天，需重新計算；第二次出境
天數未達 30 天，需加入計算。

2021年 2 月 5 日 + 6 個月 + 6 

天 = 2021年 8 月 11日



If your ARC is valid from    2020/09/20  

假設你的居留證生效日為

Never leave Taiwan during 

the first 6 months

六個月內皆未出境

Leave Taiwan once and 

less than 30 days  

六個月內出境未超過30天

2021/01/21~02/09

Leaving Taiwan for 20 days

2020/09/20 2021/03/20

2020/09/20 2021/04/09

6 months

6 months 20 days





東華生活叮嚀

 腳踏車請上鎖，未經允許使用他人物品為犯罪行為。(已有判例)

 向系所申請腳踏車車證 →免費。

 騎機車、開車要有駕照，並購買保險。

 居住宿舍請注意財物存放。

 當你收到網路或電話的可疑的訊息，切勿經由ATM轉帳。

 若發現身體不適，主動通報，形成防疫網絡。

 訂購火車票

1. 使用英文版網頁

2. 輸入護照 或 居留證號





重要電話

台灣緊急聯絡電話
警察局 110

消防局 119

救護車專線 119

醫療設施：東華周邊
慈濟醫院 03-856-1825

門諾醫院 03-824-1234

東華大學駐衛警 03-890-6119

校安24小時連絡電話 03-890-6995

0937-295995



獎學金

Contact  聯絡方式
International Recruitment and Admissions Division (IRA) 

國際宣傳與招生組
王韻蘋：038-905114

E-mail: admission@gms.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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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獎助學金

 東華優秀僑生獎學金

1. 項目: 學雜費全免，核發一學期。

2. 資格

大學部或研究所僑生，已修滿一學期以上。

大學部: 成績在班排名前20%

研究所: 成績在班排名前30%

 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

1. 項目: 助學金每月3,000元，核發一學年。

2. 資格

大學部一年級新生僑生即可申請，家境清寒且具清寒證明。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前一學年學業成績須平均及格，未受申誡以上懲處。



僑生獎助學金

 教育部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

1. 項目: 獎學金每人5,000元，每年核發一次。

2. 資格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僑生

前一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在80分以上，且操行兩學期均列甲等或80分以上，並無受警告以上處分。

 教育部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

1. 項目: 獎學金每月10,000元，核發一學期。

2. 資格

研究所僑生，已修滿一學期以上。

前一學期修習學分數至少6學分

學業成績達80分以上，且操行成績達80分以上。



性別平等教育法



尊重多一點 傷害少一點

多元性別互相尊重 實現性別平等

性平事件包括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

捍衛身體自主權，尊重不要越界



校園性別事件─常見性平態樣

肢體上的接觸：未經他人同意而碰觸其身體隱私部位。

違反其意願的性要求或性提議。

不當追求: 以脅迫、跟蹤⋯⋯等過度及不當追求的方式。

偷拍他人隱私：如廁、換衣、洗澡

網路騷擾或霸凌: po文或訊息內容涉及性別歧視言語、散佈猥
褻照片、留言呼應等。

不斷追問別人的私生活。

危險情人、分手暴力

對他人性取向、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的嘲笑



除了涉及行政懲處外，尚有相關刑事責任及民事損害賠償。

行政責任：校規懲處(申誡、小過、大過，甚至會退學
喔！)、接受性平教育、心理諮商輔導、寫道歉信函。

刑事責任：性騷擾防治法、刑法公然侮辱罪、誹謗罪、公
然猥褻罪、妨害秘密罪等。

對未滿16歲之男女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處以有期徒刑

之刑罰，不可不慎！！

校園性別事件─刑責



當不確定自己的言行是否為對方所歡迎時，寧可先不要說
或不要做。

如果覺察到自己的言行是不受對方所歡迎時，應立即停止，
不要繼續說或繼續做。

不要將對方的「友善」誤解為「性趣」。

不要利用對方的仰慕或信任，遂行性騷擾行為。

避免網路上不當留言或散播色情圖片，公布他人私密照片。

如何不讓自己涉及騷擾案件



避免單獨進入對方的單身宿舍或無人的教室、辦公室。

清晰、明確的溝通：對違反自己意願的脅迫或利誘的
性騷擾，必須堅強的說「不」。

嚴正拒絕對方帶有性意味的挑逗言語照片。

如何避免成為被騷擾者



保持冷靜，視情況嘗試與行為人溝通，明確向對方拒絕。

蒐證，紀錄性騷擾事件，包含：時間、地點、內容、過程
等。

錄音-對不堪入耳的黃色笑話、具貶抑的言詞羞辱，或以
待遇、成績、升遷作業對價要求性服務，可以用錄音留下
證據。

證人-如有同學或友人在場目睹或聽聞，可當面與騷擾行
為人對質或請證人作證。

保留證物-如收到網路信件或不堪入目的刊物、圖片性騷
擾，應保留證物不要輕易刪除或丟棄。

遭遇性騷擾、性霸凌時該如何處理？



我們提供的協助包括晤談、陪同就醫、情緒支持、報警、
緊急安置、庇護或諮詢~

事後因應: 尋求安全、保持現場、保留證據、求助時撥
打863-2995校安專線 或者緊急電話0937295995

學生申訴窗口: 學生事務處 03-890-6227

性平會承辦單位: 03-890-6005

心理諮商中心:03-890-6270

校園性別事件─校內資源



Upcoming Events 活動預告



Event 活動名稱 Date 時間 Location 地點

Taroko culture trip
太魯閣文化之旅

09/27(Sunday)
08:30~17:30

Taroko National 
park
太魯閣國家公園

International culture night
國際文化之夜

11/17(Tuesday) NDHU Campus
東華校園

Local culture trip: Gao Shan 
Forest Center
花蓮文化之旅: 高山森林之旅

10/17(Saturday)-
10/18(Sunday)

Jici, Fengbin

Township

花蓮縣豐濱鄉

Winter Vacation Hot-pot party
冬至圍爐

12/17(Thursday) 18:00 NDHU Campus
東華校園



2020/09/27 (Sunday)

Int’l Student Culture Trip: Taroko National Park

境外生在地文化參訪: 太魯閣文化之旅



Shan Yue Bridge 山月吊橋



Cave of Water Curtain 水濂洞



Tunnel of Nine Turns Trail 九曲洞



Baiyang Trail 白楊步道



Qingshui Cliffs 清水斷崖



 NTD 500 (bus, insurance, lunch, guild tour)

新台幣五百元 (含交通、保險、午餐、飲料及專業導覽)

 Quota: Chinese: 38, English 38  

人數限制：中文38人，英文38人。

 On-line registration Web.：https://forms.gle/tpz1hQVD7ctW7XBE7

 Payment Start：10：00 a.m., Monday, 

September 17, 2020 (first Come, first In)

繳費開始時間：2020年9月17日(星期四)

上午10：00 (先搶先贏，額滿為止)

Information 活動報名資訊

https://forms.gle/tpz1hQVD7ctW7XBE7


國際事務處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IA)

NDHU Mascot – Ring neck Pheasant

國際的 國立東華大學
在東華看見世界
讓世界認識東華

@ndhu, see the world and be seen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83000

3687-260405?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