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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地区学生短期研修申请规定及注意事项 
 

一、申请资格 

限就读于逢甲大学大陆地区姊妹校之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 

 

二、申请名额 

(一)合约研修生：依照与各校合约名额，学校推荐。 

(二)访问研修生：学校可推荐 5-10 名。 

 

三、申请系所 

请参考本校院系专业简表，學系(专业)之选择将影响个人选课，申请人务必谨

慎选填于申请表内，请参考附件一。 

 

四、收费标准(本简章所列费用均为新台币) 

(一) 研修费： 

1.合约研修生：依照与各校合约，免收研修费。 

2.访问研修生：按照本校当学年度陆生及外国学生学杂费收费标准收

费，请暂时参考附件二。 

(二) 住宿费：每学期 1,8270～27,090 元正。(依房型大小) 

(三) 电脑网络使用费：700 元正。 

(四) 学生团体保险费：每学期 200 元正。(依保险公司合约调整) 

(五) 行政费用：3000 元正。(包含入台证及学生证费用) 

(六) 境外学生医疗保险费用：每个月 500 元正。(無事先投保海外醫療保險之

學生皆須加入) 

(七) 申请人于所属大陆地区学校之注册缴费事宜，依各校规定办理。 
 
【备注】 

(一) 各项收费标准，依照当年度公告为主，如有变动，敬请见谅。 

(二) 生活费：依台湾地区大学生平均支出情形估算，每人每月约 8,000～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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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宿舍分配因房间格局、窗户与阳台设备大小不一，统一由本校住宿服务

中心安排，经分配后不得自行更换。 

(四) 女生住宿安排于宝赞大楼，男生住宿安排于翰林学园。但若因床位数不

足，则授权由住宿服务中心代为安排校外宿舍。 

(五) 本校宿舍提供家具与相关物品如下： 
(1)电器用品：冷气、冷气遥控器。 
(2)家具：衣柜、书桌、椅子。 
(3)网络：网络节点，依房间人数配置，每人使用一个节点。 
(4)其他：房间独立卫浴。 

(六) 住宿费以「学期」为计算基准，若因故住宿超过该期限，须另依实际停

留时间缴交若干住宿费。 

(七) 宝赞大楼除住宿费外，须另缴交管理费 3,000 元、保证金 1,500 元、房

间水电费同寝住宿生平均分摊，水电费依自来水公司及台电公告计费、

公共用电由全体住宿生平均分摊。 

(八) 翰林学园除住宿费外，须另缴交管理费 3,600 元、保证金 1,500 元、房

间电费同寝住宿生平均分摊，电费每度 5.4 元。 

(九) 为个人安全及健康着想，请于大陆自行投保完善之海外意外及医疗保

险，交换学习期间须具有医疗保险，及承担该期间之全额医疗费用。或

是到校后参加本校所提供「医疗保险」。 

五、申请期限 

    2020 年春季班(2020.02～2020.06)之申请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8 日；申请人

须于所属大陆学校规定时间内，备齐申请资料并缴交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或国际

交流合作处，以供其统一出具学校推荐信乙份，并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前送

达本校审查。 

六、申请资料 

申请人应缴交下列资料： 

    1.短期研修申请表一份，附二吋头部白底彩色证件用照片二张（一张粘贴于申

请表，一张备份由本校留存，并提供电子 jpg 档案），格式如附件三。 

    2.中文简历一份、历年成绩单一份。 

    3.所属学校之在学证明正本一份(最近一个月内)，以及彩色 jpg 电子档案 。 

    4.具结书一份，格式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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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麻疹、德国麻疹(风疹)疫苗接种证明或抗体阳性报告。到校后由学校统一安

排至本地医疗院所做一次健康检查与胸部 X 光检查。 

    6.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资料(缴交各校办理单位汇整)。 

 

七、核定通知 

     本校將于 2020 年 1 月中旬將大陆研修生录取名单通知各学校之港澳台事务办

公室或国际交流合作处。 

   
八、报到、验证及离台 

1.本校下学期开学日为 2020 年 2 月 10 日，2020 年 2 月 7 日办理报到手续与入

学讲习，免费接机服务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6 日。 

2.研修结束离台期限为期末考结束后，最迟应于 2020 年 6 月 14 日前离境。 

九、本简章若有未尽事宜，依本校大陆事务办公室决议或其他相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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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可申请短期研修院系专业简表 

       

 

 

商学院  工程与科学学院 

会计学系 

国际经营与贸易学系 

财税学系 

合作经济暨社会事业经营学系 

统计学系 

经济学系 

企业管理学系 

行销学系 

财经法律研究所 

科技管理硕士学位学程 

商学博士学位学程 

机械与电脑辅助工程学系 

纤维与复合材料学系 

工业工程与系统管理学系 

化学工程学系 

航太与系统工程学系 

精密系统设计学士学位学程 

电声硕士学位学程 

绿色能源科技硕士学位学程 

机械与航空工程博士学位学程 

应用数学系 

环境工程与科学学系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系 

建设学院  资电学院 

土木工程学系 

水利工程与资源保育学系 

都市计划与空间资讯学系 

运输与物流学系 

土地管理学系 

景观与游憩硕士学位学程 

土木水利工程与建设规划博士学位学程 

资讯工程学系 

电机工程学系 

电子工程学系 

自动控制工程学系 

通讯工程学系 

生医资讯暨生医工程硕士学位学程 

电机与通讯工程博士学位学程 

金融学院  建筑专业学院 

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 

财务金融学系 

财务工程与精算学士学位学程 

金融博士学位学程 

建筑学士学位学程 

建筑硕士学位学程 

室内设计学士学位学程 

创新设计学士学位学程 

创意设计硕士学位学程 

（注：本校建筑专业学院交换生总录取名额

为 20 名，若申请总人数超过，将由学院决

定录取名单） 

人文社会学院 

中国文学系 

外国语文学系 

历史与文物研究所 

公共事务与社会创新研究所 



5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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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20 年春季逢甲大学大陆地区交流学习学生申请推荐表 

   (所属学校校名)  大学 

个 

人 

资 

料 

中文姓名  性别 □男 □女 
两吋半身白色背景 

彩色照片二张 

照面背面请书写校名,姓名,

出生日期（另一张浮贴）（请

附上电子文件） 

英文姓名 （同护照/入台申请书之拼音）

出生年月日        /       / 

E-mail  

家里电话 86- 移动电话 86- 

通讯地址 （邮编＋详细地址） 

家里地址 （邮编＋详细地址） 

居住地（户籍） 中国大陆       省/市            市/縣 

学 

籍 

学位别 □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 就读专业  

所属学院  就读年级         系/所  年级

宿舍

申请 

□本人愿意申请学校宿舍，并遵从学校住宿服务中心相关规定及安排。 

□本人不申请学校宿舍，并缴交学校同意书及家长同意书。 

交流

学习

资料 

预计交流期间 2020/02～2020/06         

欲申请系所 

 

                  学院                         系/所      年级 

 

申 

请 

人 

保 

证 

申请人保证，上述提供之数据真实无误；申请人身心健康且于逢甲大学学习期间将遵守学校之各项学习

与生活之规定。基于「交流学生申请」目的，本申请推荐表所搜集之个人信息，将仅作为同学交流期间

审核与资料建文件之用，校方将于学生返国后效毁，您得以下列联络方式行使查阅、更正等个人资料保

护法第 3 条的当事人权利；如您提供的数据不完整或不确实，将无法完成申请作业，谢谢。 

申请人签名：                      日期：              （YYYY/MM/DD) 

联络方式：台中市西屯区文华路 100 号，电话+886-4-24517250 分机 2496 

E-mail:  yihsin@mail.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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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具 结 书 

 

 
 
申请(具结)人签章：                                            
                                                    
 
 
申请(具结)日期：  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日           
 

  

一、本人保证于贵校短期研修期间，确实遵守贵校大陆地区学生短期研修之相关规定，

如住宿规定、生活辅导规定等；如有不符或违反规定之行为，情节重大，经查证

属实，本人愿意无条件接受贵校终止研修之处分，绝无异议。    

二、本人保证并未于同一时间内，申请至台湾地区之其他大学校院进行短期研修，否

则愿意接受贵校注销研修申请之处分，绝无异议。    

三、本人保证所提供之所有相关资料(包括在学证明、健康检查表及其他相关文件之

正本或复印件)，均为合法有效之文件；如有不符规定或变造之情事，经查证属

实，贵校得立即取消本人之短期研修资格，本人不得请求退费或发给任何学分证

明。    

四、本人于贵校短期研修期间，如遇危及身心健康或发生生活不适应之情事，得由双

方学校进行评估与研议，以决定是否立即终止研修或为其他适当之处置。 

五、本人保证于贵校短期研修期程结束后，遵守大陆地区人士入台申请之相关规定，

于期限内返回大陆居住地；如有逾期滞留未归等违反规定之情事，本人愿意承担

所有责任，绝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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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交资料纪录表 

（请申请人务必就已备妥之资料，于以下表格缴交注记栏内打） 

 

注记 
 

缴 交 资 料 项 目 份数

 
1.大陆地区学生短期研修申请表(附二吋头部白底彩色证件用照片二 

张)—纸本 
1 

 2.中文简历—纸本 1 

 3.历年之成绩单—纸本 1 

 4.具结书—纸本 1 

 5.麻疹、德国麻疹(风疹)疫苗接种证明或抗体阳性报告 1 

 6.二吋头部证件照电子文件(jpg 文件，档案需小于 512KB) 1 

 
7.身分证正反面电子文件(jpg 文件，档案需小于 512KB，临时身分证不

可以) 
1 

 
8.所属学校之在学证明正本电子文件(彩色 jpg 文件，档案需小于 512KB，

A4 大小纸张打印，勿手写，含大印，最近一个月内） 
1 

 9.填写入台证申请资料文件(excel 文件) 1 

 

以上资料确由本人填写，并经详细检查，保证无误。 

 

申请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