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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行事曆(簡版) 
 
＊請留意各項說明 
06/14-06/18 第 1 階段網路選課 
08/24-08/28 第 2 階段網路選課 
09/06-09/25 第 3 階段受理加退選及校際選課 

- 第 1、2 階段網路選課都是由系統亂數決定，只要在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 Email 通知

的開放時間進行選課即可(非開放時間登入無效)，不會先搶先贏；各梯次開放選課期

間的每天上午 9:00~12:00 是資料庫轉檔時間，也無法登入，請在該開放期間的其他

時段進行選課，如 12:01~24:00、24:00~08:59。 
- 09/06-09/25 加退選階段是本學期最後選課機會，除了可以紙本加簽外，線上選課系

統如果顯示該堂課還有空缺，則線上加簽會先搶先贏，如果線上沒搶到名額，才需

要填紙本加簽單，並由授課老師決定是否同意加收學生。 
- 09/25 下午 17:00 前，如果是採用紙本加簽者，請務必繳交至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行

政大樓 205 室，逾期不受理)；學期中如發現不適合，10/29-11/26 可申請停修(逾期不

受理)，但不退還已繳交之學雜費和學分費。 
- 校際選課(限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成員，包括交大、中央、陽明)請從校務資訊系統下載

及列印表單填寫，請自行留意各校選課規定和時間，本校課務組網頁有提供連結，

校際選修學分請勿超過在本校選修學分的 1/3。 
- 有關交換生選課之上下限，如果原學校沒有規定，請按本校規定，本科生至少 9 學分、

研究生至少 1 門課，如果無法做到，請敘明原因並出具原讀學校老師同意低修之簡

述信函為憑。上限部分，本地生是每學期不超過 25 學分，建議評估自己學習情形並

作為參考。 
 
09/06    交換生接機  

(1) 請務必當天(00:01-23:29)入境，如果無法當天入境，請務必來信告知國學組

(dis@my.nthu.edu.tw)申請行程變更，以免違反移民署法規，致使本校受罰。 
(2) 當天接機時間預計在 11:00~18:00 (會有多輛班次)，航班請務必選擇 17:00

前落地抵台為宜；8 月中旬進行將開始航班調查，俟統計全部班機抵達情形

後，再通知接機班車時間；如未即時告知航班，或抵達時間超過最晚班車

回校時間，則請自行到校；機場到校交通方式詳後述。 
 
09/07    交換生報到說明會、交換生新生體檢  
         (統一在校本部辦理，分配住宿南大校區者將統一搭車到校本部會合) 

08:00-08:30 報到 
08:30-10:30 新生體檢 
10:30-11:30 交流學習、簽證、校園生活等簡報 
11:30-11:45 家族輔導員相見歡 
11:45-12:15 全球處大家庭時間 

(1) 上午報到和體檢地點會由家族輔導員帶領，屆時無法出席者，請自行至國際

學生組報到(行政大樓 1 樓 110 室)；行政單位上班時間為 08:30~12:00；
13:30~17:00。 

(2) 體檢費用包括清華大學新生體檢 NT$730、麻疹及德國麻疹篩檢 NT$580，
費用總共台幣$1310 元；如錯過校方合作醫院到校服務時間，請於 10/19 前

攜帶本校學生證及赴台證，自行到新竹市區合作醫院新生醫院做檢查(麻疹

檢測費用為 NT$700)。 

mailto:dis@my.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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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生體檢(需空腹)一定要做，費用於體檢現場繳交。 
 

09/10     全校開學日 
09/24     中秋節放假 
09/28     教師節(停課一天) 
10/10     國慶日放假 
11/14     全校運動會(停課一天) 
12/31-01/01 元旦彈性放假 
01/08-12   期末考週 
01/14     寒假開始 
01/15     送機 (該日為學期交換生統一申報之離境日，送機車次到期末會再調查) 

     02/11     寄發成績單至各校港澳臺辦或教務處承辦窗口 
 
＊友善連結 
(學校行事曆完整版請詳教務處網頁 http://academic.web.nthu.edu.tw/bin/home.php) 
(歷屆課程查詢請詳教務處課務組網頁 http://curricul.web.nthu.edu.tw/bin/home.php) 
(學校社團訊息請詳學務處課指組網頁 http://eas.web.nthu.edu.tw/bin/home.php ) 
(學校校園公車請詳總務處事務組網頁 http://affairs.web.nthu.edu.tw/bin/home.php ) 
(學校地圖請詳本手冊後附圖檔，或秘書處連結 http://campusmap.cc.nthu.edu.tw/# ) 
(學校周邊醫療請詳衛生保健組連結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1-1142-2917.php ) 
 
＊聯絡資訊 - 各單位服務項目及工作同仁校內聯絡電話： 

1. 學校總機 +886-3-5715131+分機 (上班時間) 
2. 緊急聯絡電話 +886-3-5711814 (24 小時) 

單位  組 / 室 職稱 姓  名 電話分機  負責職務 

全
球
處 

國際學生組 
(行政大樓 110) 

組長 楊立威 62452 國學組業務綜理 

助理 林淑珍 62453 
shuclin@mx.nthu.edu.tw  

陸港澳交換生入學申請/
成績單/交流證明 

助理 高嫚禧 62462 
mhkao@mx.nthu.edu.tw  

陸港澳交換生在校輔導/
活動/保險 

國際學生組 
(南大校區) 

組員 洪桂美 71134 
mei2099@mail.nhcue.edu.tw 

南大校區交換生 
在校輔導及交流簽證 

綜合事務組 
(行政大樓 109) 

助理 章佳蕙 62464 
chiahui@mx.nthu.edu.tw  

陸港澳交換生交流簽證  

教
務
處 

推廣教育中心 
(行政大樓 205) 

助理 宋旻晏 35137 
mysung@mx.nthu.edu.tw 陸港澳交換生選課 

學
務
處 

住宿組 
(水木 1 樓) 

副組長 周易行 34731 生活輔導 

住宿組 
(水木 1 樓) 

助理 劉有成 62055 宿舍分配 

義齋(一區) 管理員 齋伯、齋媽 37634、37690 宿舍管理 
禮齋(二區) 管理員 齋伯、齋媽 37709、37781 宿舍管理 
雅齋(三區) 管理員 齋伯、齋媽 36205、36577 宿舍管理 
衛生保健組 33000 健康檢查；學生急救處理 
馬偕醫院附設清華診所 62088 疾病看診 

*到校前與交流期間可諮詢導師或學伴有關課程選修問題，到校後會分配家族輔導員，以助熟悉校園生活。 

http://academic.web.nthu.edu.tw/bin/home.php
http://curricul.web.nthu.edu.tw/bin/home.php
http://eas.web.nthu.edu.tw/bin/home.php
http://affairs.web.nthu.edu.tw/bin/home.php
http://campusmap.cc.nthu.edu.tw/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1-1142-2917.php
mailto:shuclin@mx.nthu.edu.tw
mailto:mhkao@mx.nthu.edu.tw
mailto:cm_lin18@mail.nhcue.edu.tw
mailto:chiahui@mx.nthu.edu.tw
mailto:mysung@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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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抵校事宜 
 

1. 入境與離境 
本學期申報交換生簽證出入境日期為 2018 年 9 月 6 日到 2019 年 1 月 15 日，請務必

於指定日期抵離，若抵離日期無法按照要求，或學期中有出境需要，請一定要提前且

盡早通報國際學生組，以便本校向移民署即時申請日期變更。如有違反以上情形，不

僅將導致本校受罰，本校也將據實告知原屬學校，做為日後兩校是否繼續合作之參

考。入境時按移民署規定需出示返程機票，但是否會被要求出示機票檢驗，由當日檢

核官員決定。 

2. 到校交通 
(1) 9/6 將安排接機，限台北桃園國際機場，8 月中旬將另信調查航班號碼與時刻，

俾便統計人數及調度接機車班。如不需要接送機服務，請提供來校航班訊息時一

併告知。統一送機時間為 1/15，學期末將另調查航班，以調度送機車次。 
(2) 如自行到校，從台北桃園機場入境，可在機場搭乘接駁車至高鐵桃園站(新台幣

30 元，約 20 分鐘)，搭高鐵南下至新竹站(全票新台幣 130 元，約 10 分鐘)，出

站後搭乘接駁車(新台幣 15 元，約 20 分鐘)至清華大學站下車(即學校正門口)，
再步行入校至學生宿舍區即可。票價如有更新，以臺灣高鐵站公告為準，網址

http://www.thsrc.com.tw/tc/?lc=tc。 
(3) 如自行到校，從台北松山機場入境，可搭台北捷運/ 公車/ 計程車 到達台北車

站：【方法 1】在台北車站轉運站(緊鄰台北車站，也稱台北京站)搭乘客運往新竹

(國光、新竹、豪泰，學生票約 110 元)，即可抵達清華大學光復路正校門；【方

法 2】在台北車站即轉搭高鐵南下新竹，到站後，來校方式同前述第(1)點。 
(4) 如自行到校，從小三通，台中入境，方法 1. 可搭乘客運(國光、新竹，學生票價

約 130 元)抵達清華大學清華大學光復路正校門；方法 2. 搭乘高鐵北上到新竹，

到站後，來校方式同前述第(1)點。 
(5) 其他，如基隆港、高雄港、高雄機場入境，請與我們聯繫以取得到校方式。 

3. 住宿 
每名交換生均安排校內學生宿舍，宿舍與房型由住宿組視全校床位統籌分配，住宿校

區原則上按照修讀系所來分配，如有跨校區選課，兩校區每日有數輛巴士往返，請多

加利用。 
(1) 本科生皆為 4 人房，研究生皆為 2 人房，宿舍介紹和住宿規定請參

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1-1159-3417.php?Lang=zh-tw ，有關宿舍分配

或設備問題，可於開學後直接到住宿組登記申請更換。 
(2) 住宿費用 4 人房一學期約台幣 8000 元，2 人房一學期約台幣 16000 元；宿舍費用

將併同學期繳費單，於開學後繳交(預計10月下旬，方式為校內銀行櫃台現金支付)。 
(3) 本學期宿舍開放入住時間自 9 月 6 日起至 1 月 15 日，期末需填寫退宿單(方可領回

宿舍押金台幣 1000 元)，並完成離校手續單(方可收到交流證明和成績單)。如不需

要接機服務，請於調查來校航班訊息時一併告知，宿舍鑰匙才會先預留在宿舍區

管理中心，以便同學自行到校領取鑰匙。 

http://www.thsrc.com.tw/tc/?lc=tc
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1-1159-341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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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生體檢 
9 月 7 日上午 8:00-10:30 安排本校新生及交換生健康檢查，以及麻疹、德國麻疹檢測(非
施打疫苗) 
(1) 是日上午如果未能在校檢查(請先空腹以測血糖)，請 10 月 19 日前逕自到新竹地區

合作醫院-新生醫院接受檢查，始能享有特約優惠價(新生體檢 NT$730、麻疹檢測

NT$700 元)。 
(2) 未體檢者，視同未完成報到手續，期末將不給予交流證明。 
(3) 因檢查項目不同，建議不需在原居住地先做健檢，到校再做即可，以免增加花費。 
(4) 如果曾注射過麻疹或德國麻疹者，請攜帶疫苗注射證明文件給醫護人員檢核，經

確認者，可不必再檢測；檢測如發現沒有抗體者，本校衛保組會再發通知建議另

行自費注射。 

5. 報到日 
9 月 7 日上午 10:30 辦理交換生報到說明會，請同學一早(8:00)先到會場報到，空腹前

往體檢後，再返回會場參加說明會活動；當日辦理事項包括領取學生證、統一申辦宿

舍網路、發放校園無線網路帳密、辦理醫療保險、說明校園生活、圖書館、計算機中

心、選課、簽證加簽等各類事項。  
 

 
三、課務事宜 
 

1. 2018 年秋季學期課程請查詢本校教務處課務組網頁-“歷屆課程查詢”，本校交換生可

跨院系、跨年級選課，沒有檔修，惟進入加退選階段，紙本加簽則需要各科授課老師

簽名同意(同本地學生加簽程序)。請自行斟酌課程是否合適，如有疑慮，可洽導師意

見，並於開學第一、二週試聽後再做調整。實驗課程因座位有限，較不容易加簽，請

自行規劃備案。 
2. 網路選課由亂數決定，之後系統會通知選課結果；如選課結果無法滿足修課需求，請

於加簽階段爭取授課老師簽名同意(至 9/25 止)。 
3. 選課步驟(僅於開放選課期間有效)︰請依序點選：清大首頁 http://www.nthu.edu.tw/ →

校務資訊系統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帳號為學號（請詳錄取通

知），密碼預設為身分證號前 12 碼，登入後選左方“交換生選課”即可進行選課，若有

系統操作上問題再請告知(宋旻晏老師 mysung@mx.nthu.edu.tw)。 
4. 不開放選修之課程包括教育學程、軍訓、勞作服務、服務學習、專班(EMBA、

 MBA、GPTS、IEM、TMP)；通識課程最多 3 門，體育限 1 門(體育課為 0 學分)。 
5. 成績單寄發將在學期結束及各科老師繳交成績後，由國際學生組於 2 月中旬統一寄至

各校港澳臺辦轉交同學。每位交換生將免費免申請即取得成績單 2 份和交流證明 1
份，如果需要更多份數(例如申請國外求學需要)，請於學期末至國學組申請及繳費(每
份台幣 10 元)。如果日後仍有需要，請洽友人至國學組代為申請及繳費。 

 

http://www.nthu.edu.tw/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
mailto:mysung@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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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活事宜 
 

1. 晶片學生證： 
(1) 校內使用(i) 圖書館進出與借閱，請先閱讀圖書館之讀者權益，首次使用者均需線

上簽署同意書後才能借閱 
(ii) 宿舍門禁，學生證已設定，如有消磁，請逕洽住宿組 
(iii)系館門禁，每個系館情況不一，請開學後到各系辦公室詢問並設定 
(iv)計算機中心二樓電腦教室進出(須在 2 樓入口處過卡登錄) 
(v) 使用校內各項運動設施之身分認定等。 

(2) 校 外 使 用 ， 享 折 扣 、 可 儲 值 作 一 般 悠 遊 卡 使 用 ( 悠 遊 卡 用 途 請 參
http://www.tscc.com.tw/) 

(3) 學生證遺失，請至校務資訊系統登錄並申請補發，請親自到駐警隊發卡中心繳費

(台幣 200 元)及領取新卡；期末離校後，學生證可留作紀念，校內及學生身分權益

將取消，但仍具悠遊卡功能。 
 
2. 校園網路： 

(1) 宿舍網路-由國際學生組代向計算機中心提出申請(每人均需親筆簽名，將於 9/7 說明

會中填寫)，收到帳號密碼通知後，即可設定位址，每日上午 10:30 和下午 15:30 前登

錄完畢，即由系統自動審核，當晚即可開通使用。 
(2) 校園無線網路-由國際學生組統一申請帳密，自 9 月 6 日開通(至 1/15)，使用範圍除宿

舍區以外的校園各處，帳號密碼於說明會中發放，請務必遵守本校『校園網路使用規

範』及『校園無線區域網路使用規範』(詳見 http://net.nthu.edu.tw/ 之『法規篇』)。 
(3) 宿舍、校園網路及軟體使用費一學期台幣 800 元，將併入學期繳費單，於開學後繳交    

(暫定 10 月下旬)。 
      

3. 銀行開戶： 
(1) 校內有兩家銀行(兆豐銀行、玉山銀行)和一間郵局(清華郵局)，均可辦理開戶，開戶

需準備材料有外來人口統一證號、入出境許可證、大陸居民往來臺灣通行證以及印章

一枚。外來人口統一證號，可在入境 10 天後在移民署網站線上申請及查詢，或親至

移民署新竹分站臨櫃申請(不需等 10 天)，如果是銀行開戶所需，則該證號需列印並請

移民署核蓋章戳。移民署新竹分站地址和網址： 新竹市中華路 3 段 12 號 1 樓

http://www.immigration.gov.tw/mp.asp?mp=S005 
(2) 校內銀行、郵局及附近便利商店內的 ATM 均可使用銀聯卡，銀聯卡每日提領台幣上

限及手續費，請逕洽大陸各銀行，以利繳交到校各項費用。 
 
4. 醫療及保險： 

(1) 就診與醫療支出，校內有馬偕醫院附設清華診所，校外鄰近也有中西醫各類型診所和

新竹馬偕醫院。因短期境外人士不享全民健保，掛號及診療費支出較高(約台幣 700
元)，建議同學可在大陸先投保境外醫療保險或來台投保，以增加保障。學校(校本部)
周邊醫療請詳衛生保健組連結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1-1142-2917.php 

(2) 疾病醫療保險(因疾病引起的醫療行為，如感冒)，若選擇到台灣後才投保，目前本校

與國泰人壽合作，每個月保費約新台幣 500 元，以一個學期 5 個月計算(9/7 至 1/15，

http://www.tscc.com.tw/
http://net.nthu.edu.tw/
http://ppt.cc/nYUC
http://ppt.cc/nYUC
http://ppt.cc/nYUC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1-1142-2917.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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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一個月以一個月計算)，保費共約台幣 2500 元，報到說明會當日現場收費。學期

間以國際學生組為聯繫窗口，負責投保和申請理賠等手續。投保與否請同學自行斟

酌，說明會當天請確認，如需投保，請於 9/7 報到時直接繳交現金，國際學生組將於

9/7 下午即轉帳給壽險公司，逾期不受理。 
(3) 意外醫療保險(因意外傷害引起的醫療行為，如擦撞傷)，在台期間，每位交換生均須

投保 (保費自理，以實際天數計算，一學期約台幣 800 元，列入學費繳費單)，只對意

外產生的醫療費用可申請理賠，因疾病產生的醫療費用則不在給付範圍。 
(4) 如有申請理賠者(無論疾病醫療險或意外醫療險)，請務必辦理銀行開戶(方法詳前

述)，以便保險公司直接轉帳理賠金(同學也可於離境後提領當地貨幣)。 
 
5. 其他： 

- 宿舍僅提供床位，沒有寢具，可自備或來台購買；前屆交換生所留下之生活用品，將於

接機後由接待同學帶到宿舍區暫存處挑選，數量、款式、新舊無法完全滿足，意者即

可免費領取，但請自行清理。 
- 宿舍冷氣及電源需儲值插卡使用外，冷熱水費已包含在宿舍費中，24 小時沒有限制，

請保持隨手關燈、關水，共同愛護地球。 
- 台灣使用電壓為 110 伏特，請自備轉接器或來台購買。 
- 手機可在抵台後辦理易付卡(機場或學校附近都有門市)，儲值並更換 sim 卡晶片即可使

用。 
- 生活費估算，每月基本伙食費大約新台幣 8000 元，其他支出請自行評估。 
- 本校各學科多用原文書，書費較高(每本約 1000~1500 元)，但依選課情況而定，建議可

在抵校並確定選課後，徵詢導師或本地同學有無二手書出借或轉讓。如有影印，請尊

重智慧財產權規定。 
 

※各項費用概估 
9/7 需現金繳交 10 月下旬各項合併收費(校內銀行櫃台現金繳納)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新生體檢 
(必要/體檢處) 

730 學雜費 視身份而定 
(互惠或自費) 

宿舍押金 1000 
(退宿歸還) 

簽證費 600 

麻疹及德國麻疹

檢測(必要/體檢處) 
580 學分費 視身份而定 

(本科或研究生) 
意外醫療險 約 800 行政管

理費 
視身分而定(互
惠NT$0或自費

NT$12000) 
疾病醫療險 
(非必要/報到處) 

2500 住宿費 視房型而定 
(4 人或 2 人) 

網路費 800   

※國立清華大學短期非學位交換生學雜費收費標準 

身份別  學雜費 (TWD) 
學校協議互惠名額 互相免收 
學校協議自費名額 1. 本科生(按學院) 約 46,000~53,000 

2. 碩博研究生：學雜費基數(按學院) + 學分費 
             26,000~33,000   + (每學分 2,100 元，1 門課通常為 3 學分) 

 
 

五、清華大學校園地圖 http://campusmap.cc.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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