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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簡介 

中央大學民國四年創建於南京，大陸時

期為東南的學術重鎮，素有「北北大、

南中大」之稱。民國 51 年在台復校，歷

經 50年之發展，為國內少數歷史悠久、

校景優美、校風淳樸、校譽優良之頂尖

研究型大學。 

地處中壢雙連坡的中大，佔地廣達 62

公頃，扼守著台灣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城，

距離首善之都台北僅 40 分鐘車程，鄰近

高鐵桃園站，交通便捷。目前學生總人數約一萬二仟人，大學生與研究生比例約 1：1，

為一所中型研究型大學。 

目前設有文、理、工、管理、資訊電機、地球科學、客家等 7 所學院，22 個學系(含

理學院不分系學士班)和 53個研究所。同時設有 8個校屬研究中心及 1 個聯合研究中

心，並設有總教學中心，督導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語言中心、藝文中心、

科學教育中心、出版中心和體育室，是科學、人文薈萃的綜合大學。 

中央大學近年來學術表現亮麗，獲選教育部 5年 500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並且連續

四年執行成果均「優」，為台灣高教界進步幅度最大、速度最快的大學之一。 

卓越教學上，推動核心通識課程，強調「博雅專精」之教育，兼顧通才與專業能力，

並建置學生完整的學習檔案 e-portfolio；另重視學生創意、語文、溝通和合作等軟

實力之培養。 

國際的評比上，中大持續進步。除了近年名列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前五

百大，在英國高等教育調查公司 QS的亞洲大學前 200名最佳大學排行榜內，本校亦穩

健攀升，2012年為第 53 名。 

放眼未來，中央大學將秉持著「誠樸」

優良的校風，在既有的基礎上，繼續

向下紮根、向上結果，締造更多「中

大第一」，並為培育具國際視野、全球

關懷的人才而努力，以開創新世紀大

學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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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灣前準備事宜 
 歡迎各位同學選擇本校國立中央大學為您來台學習交流的首站。為了協助您

在校的學習生活順利進行，請詳閱以下資訊，倘有疑問亦請隨時與我們連絡。 

*入台證重要提醒: 

 入境時須有備返程機票，以避免造成無法通關之情況發生!並請依據入台證

之效期購買返程機票，避免延期滯留之情況發生! 

 香港或澳門地區學校的大陸學生請盡量避免從大陸地區直接入境台灣，否則

需自行辦理大陸居民往來台灣通行證，辦理方式及細節請直接洽詢大陸地區

之國台辦或市台辦。 

 入台證上之「本證截止日期」係指入境期限，「許可停留期限」之天數則依據

本校的安排為準，學生需遵守本校所規定之期限出入境。 

 本校協助同學申請之入台證皆為「單次出入境」。若您於交換期間內因個人因

素必需返回大陸，本處會在您返回大陸後，依據在本校交換期間之剩餘天數

再重新替您辦一張「單次出入境」入台證返回台灣(代辦費用新台幣615/人)。

若您於交換期結束前離台，則不得再次入境。 

 入台證若於入台後遺失或損毀請向國際處代為申請補發(代辦費用新台幣

315/人)。不可自行列印出電子檔後再出境! 

 

1. 物品清單 

來校時請準備以下資料，並將其備份另外收存。 

(1)攜帶至少 6張二吋證件照 (白色背景) 

(2)攜帶個人證件資料如身分證、通行證及出入境許可證等 

(3)攜帶中大入學通知書及邀請函原件 

(4)攜帶現金/支票/匯票/信用卡或其他個人金融用品 

(5)入台前建議向大陸當地保險公司投保「海外旅遊平安險」或「國際醫療保險」! 

2. 費用準備                    ( :人民幣=5:1) 

費用名稱 金額(新台幣) 說明 

校內住宿費 4,710~13,000元/學期 視居住宿舍而定 

校外租屋費 3,000-5,000/月 視居住宿舍及地點而定 

校內平安保險費 140/學期  

校內網路通訊費 150/ 學期  

國泰保險費 2,500/學期(500/月*5個月) 所有交換生一律必須加入

本地校外保險(國泰人壽) 

個人生活費 6,000~10,000元/月 取決於個人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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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費  視課程而定 

校內宿舍網路費 800/學期 行政大樓1F出納組購買「網

路啟動碼」 

入台證代申請費 600 港澳學生無須繳交此費用 

校外健康檢查費 1,750  

3.生活用品 

大部分的必需品在中大校園內即可購得，如:女十四舍 B1的 518生活館，也有全

家便利商店和校內餐廳，符合不同需求和喜好。學校的便利商店、敦煌書局和野

味燒肉便當店也提供同學特別的折扣，是校外商店無法媲美的！也別忘了攜帶合

適的通訊設備，台灣的電信公司不勝枚舉，有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威

寶、亞太等，可依照不同需求做選擇，同學來台後請隨即在機場內辦好手機門號，

以便日後聯絡所需。(出機場後，手機門號申請較難，建議請都在機場內辦好)。 

4.來校路線指導 

本校會在 9/3(六)~9/4(日)安排接機(桃園國際機場)，接機調查表將由各校組長

協助以 EAMIL回傳至國際處 

無法搭中大接機專車者，須事先告知國際處確切班機號碼及抵達時間後，利用以

下方式到達中大: 

1. 桃園機場→搭乘桃園客運 5085路往中壢→中壢總站→轉搭桃園客運 132路公

車→中央大學 

2. 桃園機場→搭乘客運至高鐵桃園站下車，出站後於公車站 8號月台搭乘 132、

172市區公車直達中央大學（約每小時 1班，車程 15~20分鐘） 

3. 松山機場→第一航廈（國際線）前(3.5.7.8號候車亭)→搭乘桃園客運往中壢

方向 9025路(1 小時 1班)→轉搭桃園客運 132路公車→中央大學 

4. 若自行來校，請與您的輔導員聯絡並前往學生宿舍辦理入住手續。 

5.線上選課(開放時間 9/7~9/20，9/20 只開放退選) 

在中大您至少要修習二門課程，其中一門需為「專業課程」，且您皆需使用個人

中大學號登入本校計中系統填寫個人資料並啟動帳號後始得使用選課系統並取

得學生證。因此您可自行在來台灣前在網路上完成以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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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在職專班、師資培育班及推廣教育班之課程需要額外付學分費。 

若選課系統中課程分發條件有限制，須取得授課老師同意後，跟老師拿選課

密碼卡至選課系統上選課或登入選課系統->[課程加退選]->[人工更改選課記

錄申請表印製]，請老師在人工加退選單簽名後再至課務組辦理 

★您也可以選修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中央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陽明大

學四校) 跨校課程。請參考中大教務處課務組網頁。 

 

 

  

5分鐘後 

輸入學號及個人資料 

密碼:請自行設定並請記住它! 

進入線上系統 

http://www.cc.ncu.edu.tw/account/freshman/ => 新生帳號啟動介面 

 

 

從計中系統獲得中大 email帳號，例:學號@cc.ncu.edu.tw 

利用帳號密碼登入學生系統入口:https://portal.ncu.edu.tw/login 

學生相關服務→學籍成績服務→學生學籍成績→[學籍登錄] 

欄位前打＊者為必填欄位，請務必填寫，並應勾選英文姓名之確認同意欄，並按下

「以上資料確認無誤」鍵，方可視為完成。 

登入選課系統開始選課:HU  https://course.ncu.edu.tw/Course  

 註:網頁右上角有使用手冊供下載 

https://course.ncu.edu.tw/Course/main/news/announce
U%20%20https:/course.ncu.edu.tw/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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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時程 

日期 辦理事項 說明 

9/7-9/20 線上選課 9/20僅開放退選 

9/12之前 繳費方式: 

1.至便利商店繳費 

2.至校內第一銀行繳費(行政大

樓 1樓有服務站) 

校內銀行營業時間為：星期二、

四、五早上 10:30-12:00。 

繳費收據留存，國際處報到時繳

交影本 

3.自費生學雜費請至邮局繳交 

各校組長收齊繳費單影本交至

國際處 

註:未交繳費單影本者無法如

期領取學生證，請務必在開學

日前完成繳費，由各校組長收

齊交到國際處 

9/3-9/4  中大接機(桃園國際機場) 

 入住校內外宿舍 

 

本校人員會拿告示牌在機場各

航廈服務台附近迎接您。到校

後，您的小老師將協助您入住

宿舍、領取資料袋(內含個人資

料表、健康檢查表) 

9/6(二)-9/8(四)的行程請務必按照各梯次名單進行， 

各梯次姐妹校名單待國際處 EMAIL通知 

9/6(二) 第 1梯次國際處報到： 

時間:上午 9:00-12:00 

地點: 女 14舍 1樓藝文中心 

*請同校的同學一起來報到，以 

“校”為單位 

第 2梯次國際處報到： 

時間:下午 13:30-16:30 

地點: 女 14舍 1樓藝文中心 

*請同校的同學一起來報到，以 

“校”為單位 

*繳交: 

1. 個人資料表(請貼好照片) 

2. 入台証影本(有入境章戳) 

3. 返程机(船)票影本 

4. 租約影本(外宿者) 

5. 入台証申請費新台幣 600/

人 

6. 丙表健檢費用新台幣

1,750/人 

(費用新台幣 2,350/人，請由各

校組長先統一收齊後，於報到

時繳交) 

 *第 1梯次校外體檢時間：9/7 

請於 9/6晚 12:00 後不要進食 

 

*第 2梯次校外體檢時間：9/8 

請於 9/7晚 12:00 後不要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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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辦理事項 說明 

9/7(三) 第 1梯次校外體檢: 

上午 8:00出發(請準時!) 

集合地點:黑盒子劇場前草坪 

請攜帶: 

1. 健康檢查卡並填好個人資料

及貼好照片 

2. 護照、入台證及大頭照 3張 

第 1梯次新生講習&校園導覽: 

下午 14:00-17:00 

講習地點:(科一館)地科院秉文

堂  

9/8(四) 第 2梯次校外體檢: 

上午 8:00出發(請準時!) 

集合地點:黑盒子劇場前草坪 

請攜帶: 

3. 健康檢查卡並填好個人資料

及貼好照片 

4. 護照、入台證及大頭照 3張 

第 2梯次新生講習&校園導覽: 

下午 14:00-17:00 

講習地點:(科一館)地科院秉文

堂  

9/9後 入台後 5天，自行線上申請 

“統一证號”並列印申請完成

後的表單 

網址: 

http://www.immigration.gov.t

w/ 

*熱門服務→外來人口網路申統 

一証號 

9/12(一) 開學日 註：開學前須完成繳交學雜費，

請各校組長先收齊繳費單影本，

交到國際處 

9/16前 統一證號申請完成後，組長統

收好把表單交至國際處蓋章 

 

(住校内宿舍

者和有需要

請領保險者,

需開立邮局

帳戶) 

至邮局開立帳戶並提供存簿影

本至國際處 

所需文件: 

 開戶資料表/學生證/入台證 

 繁體姓名印章(可到後門

“我家便利店”刻) 

 統一證號線上申請表單(加

蓋國際處處章) 

 新台幣 100 元 

註：請務必開通金融卡海外提款

服務功能 

10/24-12/9 課程停修申請 詳見“溫馨提醒”第 1點 

12/23 開始辦理離校申請手續 詳見 P24說明 

1/16 寒假開始 寒假開始後，學校宿舍會陸續關

舍（不開放住宿）。從關舍到返回

大陸期間，住宿須自理 

1/20 交換結束 Say goodbye 請勿逾期滯留! 

http://www.immigration.gov.tw/
http://www.immigratio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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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醒 

 有關成績： 

成績不好是不能要求自動從成績單上刪除的，本校課務組在 10/24-12/9 將

受理課程停修申請，請登入選課系統->[課程加退選]->[停修課程申請表印

製]，請老師簽名後繳回課務組，學期末的成績單上就會註記課程停修。 

 

 有關學生證： 

在台灣，學生身分在電影院、博物館、部分餐廳、交通運輸可以得到額外的

門票等優惠，因此平常除了將入境許可證及統一證號帶在身邊之外，記得也

要將學生證一起帶著。本校所製發給交換生的學生證無悠遊卡之功能。 

 

 有關提款卡及信用卡: 

使用有銀聯標誌之內地提款卡/信用卡，您可直接在台灣有銀聯標誌之提款機

領錢或有銀聯標誌之商店刷卡。校內外的便利商店皆有提款機。 

 

 鑒於新型流感流行，為防範新型流感感染，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時請其戴口

罩上課，並向宿舍管理員借耳溫槍量體溫，若體溫有>38度，請戴口罩立即

就醫，若為確診者請於上班時間通知衛保組：（03）422-7151 #57271；並請

養成經常洗手習慣，洗手時用肥皂和水清洗至少 20秒，尤其咳嗽或打噴嚏後

更應立即洗手，使用含酒精洗手劑也有一定效果。應儘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觸

眼睛、鼻子和嘴巴。均衡飲食、規律運動，每日睡足八小時提升自體免疫力。 

 

 有關保險相關資訊: 

A.國泰理賠申請:請同學攜帶醫院診斷證明書、診所或醫院開立之收據(不接

受藥局所開立的)及郵局存簿影本至國際處填寫理賠申請單。給付的保險金

如下: 

1.門（急）診醫療：實支實付，但每日最高給付金額以新台幣 1,000 元為限。 

2.每日病房費用：實支實付，但每日最高給付金額以新台幣 1,000 元為限。 

3.住院醫療費用：實支實付，但同一次住院最高給付金額以新台幣 12萬元為

限 

 

B.中大平安保險申請: 請同學攜帶醫院診斷證明書、診所或醫院開立之收據

(不接受藥局所開立的)及郵局存簿影本至衛保組填寫理賠申請單。給付的保

險金如下: 

意外事故門（急）診醫療：實支實付，但每次最高給付金額以新台幣 5,000

元為限。 

更多信息: http://140.115.183.208/topics/student-group-nsurance 

 

https://course.ncu.edu.tw/Course/main/news/announce
http://140.115.183.208/topics/student-group-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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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中大校內宿舍: 

中大校內宿舍設有床、衣櫃、書桌、同時房內配備有冷氣設備(需自行購買冷

氣儲值卡新台幣 460~644)。枕頭、床單及棉被為個人用品，宿舍並無提供。

宿舍內備有自助洗衣房有洗衣機(新台幣 10元/次)、烘衣機(新台幣 10元/

次)、脫水機(免費)等設備且備有浴室及廁所，男女宿舍各自獨立。寢具可在

校內外購買也可自備。欲在學校宿舍使用網路，請先到行政大樓出納組購買

「宿網啟動碼」新台幣 800/張，可使用一學期。住宿相關資訊請連

http://www.cc.ncu.edu.tw/~ncu7221/OSDS/index.php 

宿舍服務中心主要辦理業務為宿舍床位申請（含寒暑假住宿）、宿舍押金退

費、宿舍抽籤規劃、床位調整、開關舍規劃、宿舍修繕服務、宿舍各式活動

辦理、宿舍幹部遴選等等，同學若有任何宿舍事務問題，皆可到宿舍服務中

心詢問。  

§ 位置：國際學舍一樓，女 14舍對面 

§ 服務時間：(一) ~ (四) 08:30~19:00 (五) 08:30~17:00 

§ 聯絡分機：（03）426-3925#57290、57285、57282 

§ 公務信箱：ncu57290@cc.ncu.edu.tw 

 

 校內住宿注意事項 

1. 在宿舍內應尊重他人，將音量放低。宿舍內嚴禁喝酒、賭博、打架、抽菸。 

2. 學生不可擅自改變電器裝置或安裝其他傢俱；但檯燈、吹風機、電扇及電腦

等可攜入。 

3. 學生不可將床位租給其他未依程序申請住宿者。宿舍內不可烹煮食物。 

4. 如房間內有任何毀損，學生必須負責將其回復原狀，並自行負擔所有費用。 

5. 非住宿者不可在宿舍內過夜。 

6. 宿舍內不可舉辦派對，也不可養寵物。 

7. 申請退宿時，學生必須將房間回復原狀，如未回復原狀，學生須自行負擔清 

潔(整理)費用。 

8. 住宿期間，請不要違反宿舍規定，也不要破壞宿舍內公有設備。 

9. 註冊繳費收據須妥善保存，因繳費收據隨時都會用到。 

 

 有關中大校外宿舍: 

本校大約一半的學生外宿，外宿地點距離學校大約走路 10分鐘內，且周遭區域為

大學城，房客大多為本校學生，生活環境相對單純安全，房型有單人房或雙人房，

枕頭、床單及棉被為個人用品，房東並無提供。國際處會協助安排床位給未抽中

校內宿舍的同學入住，並由各位的輔導員於您入台後協助您入住宿舍。 

 

 有關入台注意事項: 

1. 請提早購買來台機票，航班確認後請盡速填寫接機表並請各校組長匯整

http://www.cc.ncu.edu.tw/~ncu7221/OSDS/index.php
mailto:ncu57290@cc.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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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傳給本校國際處以利後續安排。 

2. 入台證上有註記:需一併購買返程機票，避免造成無法通關之情況發生! 

3. 請特別注意入台證之停留效期購買返程機票，避免延期滯留之情況發生! 

4. 入台證若於入台後遺失或損毀，請向國際處代為申請補發。不可自行列

印出電子檔後再出境! 

 

智慧財產權 

網路使用者應尊重智慧財產權以免受到學校校園網路智慧財產權改善措施處分，

不得從事的行為如下：使用未經授權之電腦軟體。違法下載、複製受著作權法保

護之著作、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將受保護之著作上傳於公開之網站上、網路線

上討論區上之文章、若作者已明示禁止轉載仍然任意轉載、利用網站或點對點網

路工具、提供公眾下載受保護之著作、其他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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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申訴 

若您對於本校有任何建議請不吝告知國際處祝小姐 yvonne@ncu.edu.tw，或您也

可利用以下平台給予校內各單位寶貴建議 

1. 學生意見信箱: 請利用您個人 PORTAL的帳號及密碼登入

https://140.115.184.179/ncuCareYou/login.php 

 

 

 

 

 

 

 

 

 

 

 

 

 

 

 

 

 

 

 

 

 

 

 

 

 

學務處收到一般陳情案件於三個工作日內回覆，如無法於期限內回覆，將敘明理由並

經各單位主管同意後，於七個工作日內回覆。如陳情案件內容涉及另行舉行會議討論、

修正相關規定或案情複雜者，得經各單位主管同意，於七個工作日內先行初步回覆利

害關係人擬辦理情形，惟後續處理之回覆以不超過 30日為原則。  

 

 

mailto:若您對於本校有任何建議請不吝告知國際處祝小姐yvonne@ncu.edu.tw
https://140.115.184.179/ncuCareYou/log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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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長意見信箱: 

http://ncusec.ncu.edu.tw/suggestion_box/advice_form.php 

 
 

3. 學務處申訴 

 申訴評議辦法請詳見附錄 6 

 相關鏈接: http://osa.ncu.edu.tw/downloads.php 

 

 

 

 

 

 

 

 

 

 

 

 

 

 

http://osa.ncu.edu.tw/download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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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時限：學生於收到學校對於個人生活、學習、獎懲之處分書後，或學生會及其他

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受到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後，如有不服，應於次日

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申評會提出申訴。若原處分單位無書面之處分書而逕行公告者，

申訴人應於公告日起二十日內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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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申訴 

 申訴辦法請詳見附錄 7 

1.受理單位：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2.申請方式：得以電話、E-mail 或傳真方式並具真實姓名向本會提出申請或

檢舉 

當事人及任何知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發生之個人，皆可為檢舉人提出

申訴，以共同維護性別友善校園環境。 

3.申請電話：(03)422-7151 轉分機 57268、或直撥(03)422-9250 

4.傳真電話：(03)422-2272 

5.電子信箱：ncu57268@ncu.edu.tw 

6.申請期間：盡可能於事件發生後，立即向本會求助或申請；或是等妳/你準

備好了，再提出申請調查。當妳/你提出申請調查時，我們將謹守保密原則，

並提供詳盡的說明，內容包括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等相關知識法規權益，

並視妳/你的意願提供協助，包括晤談、陪同就醫、情緒支持、報警、緊急安

置、庇護或諮詢等服務，必要時我們將依規定通報相關主管單位。申請受理

後於三日內轉介本會輪值委員進行後續相關處理。 

7.注意事項：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9條第 2項之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

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受理： 

一、非屬本法所規定之事項者。 

二、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 

前項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 

 相關鏈接: http://140.115.184.179/gender/?page_id=364 

 

 

 

 

 

 

 

 

 

 

  

http://140.115.184.179/gender/?page_id=364


16 
 

 申訴流程：  

流程圖下載網址: http://140.115.184.179/gender/?page_id=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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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食、衣、住、行 

 食: 

校內在 9餐及及松果餐廳，您可以有各式各樣的選擇，如:中西式早餐、中式自

助餐、麵食類、牛排及果汁等等。在後門附近的松苑餐廳裡，您可以找到 24小時

營業的「摩斯漢堡」及充滿美式風味的「紐奧良小廚」等。此外，您也可以利用

「小熊鬆餅屋」及「阿諾可麗餅」的用餐空間輕鬆地與同學朋友談天說地。 

校外在志道樓附近的「宵夜街」及後門出去也充滿著各式各樣的餐點，也是您

另一個好選擇。 

 衣: 

台灣位處於亞熱帶地區，冬天氣溫大約是 15°c~20°c，夏天氣溫大約是 25°

c~35°c，環境較溼熱，5月梅雨季的時候更為潮溼，春秋為最宜人之季節。中大

位處於山坡上，緯度較高，因此 1-2月冬天時較為溼冷，建議您可自行備好保暖

衣物。 

 住: 

中大校內宿舍設有床、衣櫃、書桌、同時房內配備有冷氣設備(需自行購買冷

氣儲值卡新台幣 460~644)。宿舍內備有自助洗衣房有洗衣機(新台幣 10元/次)、

烘衣機(新台幣 10 元/次)、脫水機(免費)等設備且備有浴室及廁所，男女宿舍各

自獨立。寢具可在校內外購買也可自備。欲在學校宿舍使用網路，請先到行政大

樓出納組購買「宿網啟動碼」新台幣 800/張，可使用一學期。住宿相關資訊請查

閱如下連結 http://www.cc.ncu.edu.tw/~ncu7221/OSDS/index.php 

宿舍服務中心主要辦理業務為宿舍床位申請（含寒暑假住宿）、宿舍押金退 

費、宿舍抽籤規劃、床位調整、開關舍規劃、宿舍修繕服務、宿舍各式活動辦理、

宿舍幹部遴選等等，同學若有任何宿舍事務問題，皆可到宿舍服務中心詢問。  

§ 位置：國際學舍一樓，女 14舍對面 

§ 服務時間：(一) ~ (四) 08:30~19:00 (五) 08:30~17:00 

§ 聯絡分機：(03)426-3925#57290、57285、57282 

§ 公務信箱：ncu57290@cc.ncu.edu.tw 

校內住宿注意事項 

1. 在宿舍內應尊重他人，將音量放低。 

2. 宿舍內嚴禁喝酒、賭博、打架、抽菸。 

3. 學生不可擅自改變電器裝置或安裝其他傢俱；但檯燈、吹風機、電扇及電

腦等可攜入。 

4. 學生不可將床位租給其他未依程序申請住宿者。 

5. 宿舍內不可烹煮食物。 

6. 如房間內有任何毀損，學生必須負責將其回復原狀，並自行負擔所有費

用。 

7. 非住宿者不可在宿舍內過夜。 

8. 宿舍內不可舉辦派對，也不可養寵物。 

9. 申請退宿時，學生必須將房間回復原狀，如未回復原狀，學生須自行負擔

清潔(整理)費用。 

http://www.cc.ncu.edu.tw/~ncu7221/OSDS/index.php
mailto:ncu57290@cc.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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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住宿期間，請不要違反宿舍規定，也不要破壞宿舍內公有設備。 

11. 註冊繳費收據須妥善保存，因繳費收據隨時都會用到。 

有關中大校外宿舍: 

本校大約一半的學生外宿，外宿地點距離學校大約走路 10 分鐘內，且周遭區

域為大學城，房客大多為本校學生，生活環境相對單純安全，房型有單人房或

雙人房，枕頭、床單及棉被為個人用品，房東並無提供。國際處會協助安排床

位給未抽中校內宿舍的同學入住，並由各位的輔導員於您入台後協助您入住宿

舍。 

 行: 

建議您可於便利商店購買一張儲值悠遊卡，以利方便搭乘各種大眾運輸工具 

1. 前往中壢市區:您可利用公車前往中壢市區，車班約半小時一班，票價

為新台幣 18/人。 

2. 前往台北或其他地區:您可利用台鐵或高鐵前往，並可利用線上訂票系

統來訂位，搭乘高鐵所需時間較短，但票價較貴，以中壢到台北為例，

搭乘台鐵自強號為新台幣 89/人，搭乘高鐵為新台幣 210/人。 

3. 台北捷運:在台北您可以多利用捷運系統，是相當便利舒適的大眾運輸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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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校申請辦理程序 

有住中大宿舍的同學: 

退宿申請流程：  

 學生填寫退宿申請表 交至宿舍管理（退宿申請表填寫須

知：請填統一證號、本人郵局賬戶） 

 管理員檢查房間、歸還鑰匙（退宿須配合大學部宿舍開關

舍的時間，非自己的離台時間。且最好在關舍前一晚完成

檢查，因關舍宿舍是統一檢查的） 

 宿舍服務中心退還學生押金$1000 至您的邮局帳戶裡 

 回大陸後利用邮局金融卡海外提款服務把押金$1000領出

來（請務必開通金融卡海外提款服務功能） 

全體交換生: 

成績單申請表，以校為單位，填寫完成後且於出納組繳交費

用後，由各校小組長統一收齊並在離台前交申請表到國際處，

國際處將在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寄出成績單給對台辦公室收。 

離校申請單(請自行到相關單位蓋章)，會簽完成後請在離台

前到國際處交回離校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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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相關單位指引 
單位 地點 辦公/開放時間 聯絡電話 

軍訓室 中正圖書

館 1F 

(一)~(五)8:00~17:00 24HR緊急聯絡專線：03-2805666

或 0911-949630 

國際事務處 創新育成

中心 1F 

(一)~(五)8:00~17:00 03-4227151#57081 

祝小姐:0986-733732 

出納組 行政大樓

1F 

(一)~(五)8:00~17:00 03-4227151#57346 

課務組 行政大樓

3F 

(一)~(五)8:00~17:00 03-4227151#57171 

註冊組 行政大樓

3F 

(一)~(五)8:00~17:00 03-4227151#57125 

圖書館 行政大樓

後面的白

色大樓 

(日)~(五)8:00~23:00 

(六)10:00~19:00 

03-4227151#57407 

計算機中心 

(使用電腦) 

志希館 (一)~(五)8:00~23:00 

(六)~(日)9:00~16:00 

03-4227151#57555 

衛生保健組 中正圖書

館 1F 

(一)~(五)8:00~17:00 03-4227151#57271 

郵局 女十四舍

隔壁 

(一)~(五)8:00~17:00 03-4227151#57395 

敦煌書局 郵局旁邊

B1 

(一)~(五) 9:30~21:00 

(六)不營業 

(日) 12:00~21:00 

03-4227151#5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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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學術單位指引 

辦公/開放時間: (一)~(五)8:00~17:00 

單位 地點 聯絡電話 聯絡 EMAIL 

文學院 文學三館 

LS-203 室 

03-4267160 ncu3000＠ncu.edu.tw 

理學院 科二館 

102室 

03-422-7151#65000 ncu5000＠ncu.edu.tw 

工學院 工五館  

103室 

03-4250476 ncu4000＠ncu.edu.tw 

管理學院 管二館 

608室 

03-422-7151#66000 ncu6001＠ncu.edu.tw 

資訊電機學院 工程二館 E1- 

233-1室 

03-4279094 ylhsiao@ncu.edu.tw 

地球科學學院 科一館 

101室 

03-422-7151#65680 ncu5680＠ncu.edu.tw 

客家學院 客家大樓 

419室 

03-422-7151#33050 ncu3050＠ncu.edu.tw 

生醫理工學院 二期館

R3-405 

03-422-7151#27705 ncu27700@ncu.edu.tw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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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交換生辦理簽證延期 

 

 港澳交換生所持入台簽証有效期一般為 3個月，因此請您特別

注意應於居留有效期間屆滿前三十日內到移民署桃園縣服務站

辦理簽證延期，步驟如下： 

1. 到移民署桃園縣服務站辦理（相關交通資訊如下） 

2. 帶出境證或港澳永久居留證一件。 

3. 延期申請費新台幣 300 

4. 符合居留之證明文件一件（短期停留附有效之回程機票） 

5. 掛號回郵信封一個，（自取者免附） 

 

 移民署桃園縣服務站交通資訊 

1. 從中大搭乘 132路公車到達中壢市區 走路到中壢火車站 搭火車到桃

園 出站後搭乘免費桃園市民公車 桃園縣政府站下車 走路到移民署

桃園縣服務站 

 

2. 從中大搭乘132路公車到達中壢市區 轉搭1路公車 桃園縣政府站下車

走路到移民署桃園縣服務站 

 



27 
 

相關連結 

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 

法務部: https://www.moj.gov.tw/mp001.html 

外交部: http://www.mofa.gov.tw/default.html 

內政部: http://www.moi.gov.tw/ 

移民署: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perr.asp 

教育部:http://www.edu.tw/ 

交通部觀光局: http://taiwan.net.tw/w1.aspx 

  

http://taiwan.net.tw/w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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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學生申訴評議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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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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