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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大学简介及学院信息】 

一、 学校简介 

亚洲大学为综合性大学，创校以来即秉持「爱的教育与全人教育、学

术自由与专业自主」的办理理念、「以学生为重、以教师为尊、以学校为

荣」的核心价值，及「健康、关怀、创新、卓越」的校训，来培育学术与

道德兼备、传统与创新兼顾的卓越人才。 

亚洲大学创校15年，不断聘请国内外名师、强化教学设备、创新教学

资源、建构欧化美丽校园，终能异军突起，连续9年获教育部评为教学卓

越大学，名列绩优公私立品牌大学之林，在少子化困境中，学生人数也从

创校元年的1,200人，到现在1万3千人，逆势成长10倍，受到肯定。 

亚洲大学校长蔡进发说，创校迄今15年，各项办学绩效卓越，荣登2014

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金砖五国及新兴经济体国家大学国际排名第53，

全台排名第10；积极推广、执行环保、节能省碳教育，荣获2013年「世界

绿能大学」第41名、全台第2名，并获得ISO50001能源管理系统验证通过

的第一所大学。参加教育部校务评鉴表现优良，连续9年荣获教育部评为

教学卓越大学，其中，2005年获教育部大学校务评鉴私校(三)组第1名、

2008年系所评鉴及2011年校务评鉴均全数通过、国际化成效优异获教育部

奖励，品德教育也获教育部优良奖；校园典雅艺术，建筑规划获「国家卓

越建设奖」金质奖。近年内聘请14位诺贝尔学者暨国际大师来台与师生互

动；其中「安藤忠雄艺术馆」就是大师的典范。 

本校设有28个学系，还有两处世界级的研究中心，即「菇类研究中心」

与「T-DNA水稻中心」；有五项国家型国科会整合研究计划，研发出世界

首见含丰富多醣体的彩色木耳，及含高量花青素的抗衰老紫米等等不少创

新产品，对健康食品及医疗药品方面，都极具贡献。教师研究能量不断提

升，2013、2014年SCI、SSCI、A&HCI及EI论文数达781篇，在全台160所

大专校院中，排名第23名。 

近年来，亚大学生在国际设计暨发明竞赛，成绩亮丽，2010年起，陆

续参加马来西亚、韩国首尔、瑞士日内瓦、法国巴黎等国际发明竞赛，共

获66金牌等211面奖牌，在世界各地发光、发亮。参加德国红点(Red dot)、

IF(iF Award)设计大奖捷报频传，至今共获28件红点及IF奖；其中，IF奖项

有设计界「奥斯卡奖」之称，亚大学生已有9件作品入围，凭此成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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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在全球IF排名，已跃升为全球29名；教育部公布2013年奖助学生国际设

计竞赛排行，在高教体系中，亚大为第1名。本校照顾学生无微不至，设

有班级导师、职涯导师，还推出「曼陀师」家族计划，辅导学生的选课与

学习，提供就业及生涯规划咨询、产业参访，全面关照学生的生活、课业

学习。 

亚洲大学丰富多元的教学资源、优美典雅的校园，期待你的细心体验，

预祝你有一个多采多姿的大学生活！ 

 

亚洲大学大学部各学系一览表 

学院别 学系名 大学部（组别）  学院别 学系名 大学部（组别） 

健康 

学院 

健康产业管理学

系 

■健康产业管理组  
■医疗机构管理组 

 

管理 

学院 

经营管理学系 
■企业创新管理组  
■营销管理组  

保健营养生技学

系 

■食品营养组  
■化妆品组 

 
国际企业学系 

■国际行销组  
■企业经营组  

生物科技学系 － 
 休闲与游憩管理学

系 
■餐旅事业管理组  
■旅游事业管理组  

心理学系 －  会计与信息学系 
■财税应用组  
■管理应用组  

护理学系 － 
 

 
财务金融学系 

■投资管理组  
■金融管理组  

信息电

机学院 

生物信息与医学

工程学系 
－ 

 
财经法律学系 

■科技法律组  
■财经法律组  

资讯工程学系 
■资电应用组  
■数位内容组  

 

创意 

设计 

学院 

数字媒体设计学系 
■数字动画设计组  
■数字游戏设计组  

行动商务与多媒

体应用学系 
－ 

 
视觉传达设计学系 

■企业形象设计组  
■产业视觉设计组  

光电与通讯学系 
■光电绿能组 
■通讯网络组 

 创意商品设计学系 
■流行精品设计组  
■创意商品设计组  

信息传播学系 －  时尚设计学系 
■时尚服装设计组 
■时尚精品设计组 

人文 

社会 

学院 

外国语文学系 －  室内设计学系 － 

社会工作学系 －  
创意设计学院不分

系国际设计学士班 
－ 

幼儿教育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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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大挺进全球、 
亚洲「五个百大」大学， 
是最年轻的百大 

 
    亚大创校进入第16年，是所年轻学校，但办学绩效备受肯定，

已连续11年获教育部评为「教学卓越大学」；今年2月（Cheers）杂

志公布全国大学校长互评获选「办学进步卓越」Top20大学，全台第

2名；还荣获泰晤士报2014年「创校50年内，全球百大潜力大学」全

台第4名、2015年「金砖五国暨新兴经济体」23国百大大学，全台15

名。加上近日公布的入榜全球800大，2016挺進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全球最佳大學-是全球最年轻的「5个百大」大学。 
亚大学生在国际间移动频繁一年近千人次进出 

亚大加速国际化脚步，学生们频频在国际间移动，在六大项奖助学生

出国带动下，一年内已有一千多位学生出国当交换生、国际志工、留学、

实习、参加研讨会、国际发明暨设计竞赛；以今年暑假为例，就有两百多

位学生分批到美国、西班牙等国大学、企业研修、实习、当国际志工；连

续四年一百二十位师生到日本大阪、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北等地当国

际志工，另休憩系十八位学生到新加坡Valiram 国际精品集团等实习七

个月。 

亚大国际化成果受肯定， 连续两年获教育部补助七个国际学程经费

共计一千六百五十万元，开办全英文课程，吸引十八国、近三百位国际学

生就读，以半导体产研专班最具特色，四年来培育四十五位国际学生，不论是升学或就业有杰出表

现，如二○一○年毕业、印度尼西亚籍的胡托姆到德国深造，二○一二获颁欧洲最佳年轻科学家；

下个月，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的罗楷升(Kevin Lou) 将到亚大，向半导体产研专班负责人许健

教授学习奈米印制技术、奈米压印仿真软件等研究。 

亚洲大学参加国际发明展5年共获258面金牌，表现杰出!! 

亚洲大学学生发明团队，5年来出国参赛，参加法国巴黎、瑞士日内瓦、德国纽伦堡、比利时等

地国际发明展，共获76金、91银、61铜及23特别奖、1大会次首奖，共258面奖牌，获奖连连，表现亮

眼。 

亚洲大学礼聘国际级大师莅校论坛，师生亲炙向大师请教！ 

亚洲大学定期举办「大师论坛」，已先后聘请14位诺贝尔奖得主、国际大师，与师生面谈互动，

亲炙大师风范，让学生能与国际大师学习，扩大国际视野；其中，至今已有14位诺贝尔学者，先后

到亚大演讲，如「威尔刚之父」穆拉德博士(Dr. Ferid Murad)受聘为亚大荣誉讲座教授，2014年4

月11日第8度到亚大讲学，指导师生研发。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沙金特(Thomas J. Sargent)博士2012年9月21日莅校演讲，一周内

两位诺贝尔学者莅校，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姆斯博士也于2012年10月26日，到亚大讲学，

与师生互动，一学期即聘请2位诺贝尔学者莅校讲学，因此，有人称：「亚大的天空很诺贝尔！」。 

创校 50 年内全球潜力大学 

国际
排名 

台湾 
排名 13 所大学进榜百大 

40 1 国立中山大学 

42 2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 

96 3 国立阳明大学 

99 4 亚洲大学 

2014/5/1 公布 

      英国泰晤士报 

       世界大学评比 

亚洲最佳大学 
国际
排名 

台湾 
排名 13 所大学进榜百大 

14 1 国立台湾大学 

34 2 国立交通大学 

38 3 国立清华大学 

44 4 国立成功大学 

46 5 国立中山大学 

52 6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 

54 7 国立中央大学 

57 8 中国医药大学 

70 9 国立师范大学 

83 10 亚洲大学 

91 11 元智大学 

93 12 国立阳明大学 

94 13 中原大学 

2014/6/19公布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 4项评比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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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院与学系讯息 

(一) 管理学院College of Management 

亚洲大学管理学院正式成立于2005年，但相关系所自2001年起就已先

后设立，如经营管理、国际企业、休闲与游憩管理、会计与信息、财务金

融、及财经法律等6学系。其中经营管理学系、国际企业学系、休闲与游

憩管理学系设有硕士班及硕士在职专班，会计与信息学系及财务金融学系

设有硕士班；2009年开始招收「企业经济与策略」博士班学生。本诸亚洲

大学「健康、关怀、创新、卓越」的校训，管理学院以专业知能、创新意

识、企业伦理、国际视野为教育宗旨，期望能培育专业且关怀社会之优秀

管理人才。 

经营管理学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国际企业学系所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休闲与游憩管理学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财务金融学系所 Department of Finance 

会计与信息学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财经法律学系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二) 人文社会学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人文，乃人类话语和表达之累积，是人类生活与文明活动的真实纪录。

人文科学的重心，便是透过对于人文的理解与诠释，来认识人性的本质，

并进而以达成增进人类幸福的终极目标。 

社会，乃人类生存与互动的场所，是各项人类活动与实际情境之总和。

社会科学的重心，便是透过理解社会与个人的互动历程，来认识人与社会

环境之间的关系，透过对各种社会机制的择优汰劣，来增进全体人类的福

祉。 

本院结合上述人文与社会的精神，力求真观社会的实境，吐纳人文的

气息；在知性的逻辑里，沾染情感烘托的氛围；首重人文艺术的感受，同

时注入理性的沈思，而深化思维的密度；整体而言，这是一所理性知识与

人文情意相互滋养的学院。 

社会工作学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幼儿教育学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外国语文学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5 

(三) 创意设计学院 College of Creative Design 

本校配合政府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政策，以及经建会和教育部的「12

项重点服务业人才」计划，于2007年成立「创意设计学院」；而「文化创

意产业及设计」即是「创意设计学院」发展的核心基础。 

创意设计学院设有六个学系，包括「数字媒体设计学系」、「创意商品

设计学系」、「视觉传达设计学系」、「时尚设计学系」、「室内设计学系」，

以及「不分系国际设计学士班」；学院的总体目标如下：「培育国家和社会

发展所需之文化创意产业设计专业人才、发展成为多元化的高等设计学府、

强化设计学术研究与国际交流、落实设计服务之功能」。 

数字媒体设计学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视觉传达设计学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创意商品设计学系 Departmen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时尚设计学系 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室内设计学系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不分系国际设计学士班 International Design Elite Class of College of Creative Design 

(四) 医学暨健康学院 College of 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 

医学健康学院成立于2005年。教学体系包括健康产业管理学系、保健

营养生技学系、心理学系及生物科技学系，包括博士班、硕士班、大学部

及国际硕士学程。本院专任教授分别毕业于美国、英国、澳洲及台湾等知

名大学，多位曾担任国内外医药卫生及保健生技界相关重要职位。 

本院设立宗旨为培养卓越之中高阶健康照护及研究管理人才，有效提

升医疗保健之服务质量，并配合国家推动医疗卫生保健科技及应用生物科

技政策，以医药生物科技、微生物生物科技及农业生物科技等技术为核心，

以科技整合与健康照护结合之理念，发展健康照护产业及医药生物产业，

协助国人及其家庭运用小区资源、营造健康生活并丰富生活质量。 

健康产业管理学系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保健营养生技学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Nutrition Biotechnology 

生物科技学系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心理学系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护理学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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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信息电机学院College of Information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校因应知识经济时代，为落实「科技整合、资源共享」及「知能并

进、学用合一」之办学理念，特成立「信息学院」。本院基于「健康、关

怀、创新、卓越」之校定发展目标，以「融合信息通讯管理、强化知识应

用创新、培养优质信息人才」之策略，赢取永续竞争优势、蕴育世纪领袖

精英。 

本校信息学院之系所架构与师资阵容完整，研究动能充沛，充分掌握

信息科技、网络通讯、信息传播、视讯媒体、数字传达、生物信息、以及

光电绿能等电子信息产业之发展趋势，期冀开创信息科技新蓝海，提升信

息化社会之生活质量。 

资讯工程学系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生物信息与医学工程学系Department of Bioinformatics and Medical Engineering 

行动商务与多媒体应用学系Department of M-Commerce and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光电与通讯学系 Department of Photonics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信息传播学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亚洲大学 http://www.asia.edu.tw 

微博：台湾亚洲大学 http://weibo.com/u/3546632993 
  

http://www.ccs.asia.edu.tw/bin/home.php?Lang=en
http://weibo.com/u/3546632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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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短期研修信息】 

一、 基本信息 

学校名称 亚洲大学 承办单位 两岸教育交流 

联 络 人 林和蕙 电    邮 ccae@asia.edu.tw 

电    话 +886-4-2332-3456 ext6711 传    真 +886-4-2332-1057 

地    址 台湾 41354 台中市雾峰区柳丰路 500号 

二、 申请信息 

 2017 学年度第一学期(秋季) 2018 学年度第二学期(春季) 

交换时间 自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1 月 自 2018 年 2 月至 2018 年 6 月 

申请截止日 2017 年 4 月 31 日截止 2017 年 11 月 30 日截止 

期    限 一次申请为一学期(可连续申请) 

名    额 每校以 40 名为限 

申请资格 本科生、研究生皆可申请 

报名费用 无(本校不另收取报名费用) 

申请文件 

【请参阅附件一至八】 

1. 短期研修学生申请书(务必黏贴照片) 

2. 在校成绩单 

3. 研习计划 

4. 健康检查表(务必使用本健康检查证明应检查项目表（丙表），未提供者，入台

后强制自费参加医院之健康检查) 

5. 2 吋半身白色底照片电子文件(2 吋证件照，限 JPG 格式，以姓名为文件档名) 

6. 短期研修学生入境通报表 

7. 资格核对清单暨声明书 

 以上申请文件，请以电子扫描文件寄至联络信箱。 

入台证申请 

【请参阅附件一】 

1. 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 

2. 2 吋半身白色底照片 5 张 

3. 大陆地区身份证之电子档案 

4. 原学校学生证复印件之电子档案 

5. 原学校学生在学证明正件之电子档案 

 申请入台证所需数据，请至亚洲大学短期研修生在线填写系统填写。 

 短期研修生在线填写系统：

https://webap2.asia.edu.tw/chi_std2/China_Info.aspx 

https://webap2.asia.edu.tw/chi_std2/China_Info.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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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收费标准 

【请参阅附件二】 

本科生：每学分费为 NTD 2,550 元，依实际选课数计费。 

研究生：每学分费为 NTD 4,950 元，依实际选课数计费。 

学费依学生实际选课计算，课程选定后缴交现金，无法刷信用卡。 

选课规范 

【请参阅附件三】 

每学期选课学分相关规定： 

1. 本科生：25 学分(最低修 15 学分为下限，至少 12 学分为专业对接课程)； 

2. 研究生：15 学分(最低修 9 学分为下限，至少 6 学分为专业对接课程)。 

3. 当学期课程，请查询系统：【http://210.60.30.212/course /课程查询系统】。 

4. 如研究生修读本项目之本科课目，依规定收取本科学分费；如本科生修读研究

所课程，则依研究所学分费收取。 

选校开课明细查询流程： 

1. 直接进入学生信息系统：http://210.60.30.212/course/。 

2. 或由亚洲大学首页 http://www.asia.edu.tw/ 

右边「信息快捷方式」→「学生信息系统」→点选「课程查询系统」 

3. 请选择该学年度第一学期、学制、开课系所…等选单查询。 

4. 请将欲选的课程信息填入选课单后与其他相关材料回传至联络人。 

医疗保险 

1. 依台湾教育部规定，入台后必须强制参加台湾国泰人寿所提供之学生医疗团

体保险，每个月 NTD 500 元(一學期收取 5 個月費用；NTD 2,500)。 

2. 医疗健康保险理赔范围仅含疾病门诊、意外住院等等事项，并不包含非疾病

类医疗行为。例如：美容医疗、视力矫正、牙齿矫正等等。 

健康检查 

【请参阅附件四】 

1. 短期研修学生必须提供健康检查表(务必使用本校健康检查证明应检查项目表

(丙表) 。 

2. 未提供者，入台后必须强制参加本校配合之医院(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进行

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约 NTD 2,000 元(仍依当年度医院订定健康检查费用为标

准)。 

住宿信息 

【请参阅附件五与六】 

1. 保证提供短期研修学生床位 

2. 短期研修学生必须自付住宿费用，费用每学期 NTD 14,000(4 人床房)元(含保

证金 NTD 1,000 元)。 

3. 宿舍费用包含水电费与网络使用费，但洗衣机、烘衣机为自费设备。 

4. 宿舍有学生餐厅供应三餐，可依需求行购买餐点(每餐费用平均为 NTD80 元)。 

其他杂支  

1. 学生证件：与悠游卡结合，每张 NTD 300 元。  

2. 寝具购买：NTD 1,500 元(本校宿舍不提供任何寝具，如床垫、枕头、棉被等均

需自行准备)。 

其他信息 

学校所在地区生活费(供参考) 

1. 膳食费：每日约 NTD 250 元（本项建议金额系以校内学生餐厅价位为基准） 

2. 交通费：至台中市区公交车视距离一趟约 NTD 35-50 元(但 8 公里内免费)。 

3. 书籍费：约 NTD 5,000 元(由授课教师决定课程用书)。 

4. 手机信息：依各家电信业者方案不同收费，充值卡一张约 NTD 500 元。 

5. 其它生活费用：视个人习惯，预估一个月约 NTD 8,000 元 

【备注说明】 

1. 住宿费用之实际金额将以当学期正式公告为准，亚洲大学保留变更之权利。 

2. 其他费用仅供参考。 

3. NTD 即新台币之简称。 

4. 在校园内小额消费多用现金，校内外都有银行，可以进行货币兑换。有银联标志的银行卡应该都

可以刷，但最好和银行先咨询好。可以使用 Mastercard 或 VISA 的信用卡。 

http://210.60.30.212/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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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亚洲大学 中国大陆地区短期研修学生入学申请表 

Name 

姓  名 

 In Chinese 中文 Photo 照片 

 
In English 英文（与护照相同） 

Gender 
性别  □ Male 男             □ Female 女 

No. of ID Card 
身份证件号码  

Living Place（home） 
居住地址 

Postal Code 邮政编号(      ) 
 

No. of Passport 
护照号码  

Tel.(home) 

联络电话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Year  Month   Date 

      年     月     日    

Cell Phone 

联络手机 

 

 

E-mail Address 
电子邮箱                   @ 

Emergency Contact 
紧急联络人  

Relationship 

关系 
 

Tel. 

联络电话 
 

Home institution 
原学校  

Department 

学系/专业 
 

Year 

年级 
 

Intended Department 
Of Study at ASIA Uni. 
申请在亚大学习的科系 

 

Duration of Study at ASIA  

在亚大学习期限 

From      Month      Year  To        Month      Year 

从       年      月   至        年       月 

Degree Pursued 

短期研修学生身分 
□ Undergraduate 本科生      □ Master Candidate 硕士研究生  

Dorm applyment 

学生宿舍申请 
□标准宿舍(4 人床房；费用每学期 NTD 14,000 元，含保证金 NTD 1,000 元) 

Sleeping goods 
是否代购床具组 

(含枕头、棉被、床垫) 

□是，请帮我代购(约 NT$1,500) 

□否，我自行去商场购买 

Phone-card service 

电话卡代购服务 

□是，每组约 NT$500 

   □大卡   □小卡 

□否，已自备 

Health examination 
健康检查 建議来台湾后检查(费用约 NT$2,500) 

Insurance 

医疗保险投保 

需参加台湾学生团体保险

(NT$500/月) 

Hand for datas 

缴交数据 

□入学申请表 
□原就读学校开立之在学证明(正本) 
□2 吋照片 5 张 

□历年成绩单 
□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申请表 
□其他，如研修计划、健康检查表、医疗保险 

Signature of the applicant 申请人(签名)                              盖章 

Date 日期:    年     月    日 

Coordinator of Home institution 母校项目协调员 

Name 姓名  

Tel. &Cell Phone  
联络电话&手机号码  

E-mail Address 电子邮箱  

3.5公分 

4.5公分 

不
得
小
于
3.2
公
分 

不
得
大
于
3.6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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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地区专业人士来台从事学术交流相关活动团体名册 
序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日 

户口 工作单位及职务                                                                
赴台身份 

来台修习学系 备注 

所在地 
 

      
 

        

        

 

备注：现任职单位，除大陆地区党、政、军职外，另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及「台办」身分者，均应据实填写。如 未据实填写，则视为隐匿身分或虚伪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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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赴亚洲大学收费标准及注意事项 

一、 学期研修收费标准 

  (一) 本科生收费标准: 

      1. 本科生每学分费为 NTD 2,550 元，依实际选课数计费。 

      2. 住宿费用 NTD 14,000 元(包含保证金 NTD1,000 元，水电费、网络费)。 

      3. 健康医疗保险费 NTD 2,500 元(NTD 500 元/月，一學期 5 个月) 

      4. 其他杂支 

         (1) 入台证代办规费 NTD 800 元。 

         (2) 学生证件每人每张 NTD 300 元。 

         (3) 统一代购寝具用品 NTD 1,500 元。 

   (二) 研究生收费标准: 

       1. 研究生生每学分费为 NTD 币 4,950 元，依实际选课数计费。 

       2. 住宿费用 NTD 14,000 元(包含保证金 NTD 1,000 元，水电费、网络费)。 

       3. 健康医疗保险费 NTD 2,500 元(NTD 500 元/月，一學期 5 个月) 

       4. 其他杂支 

(1) 入台证代办规费 NTD 800 元。 

(2) 学生证件每人每张 NTD 300 元。 

(3) 统一代购寝具用品 NTD 1,500 元。 

二、 课业学习 

  (一) 若课堂要请假，需自行与授课老师请假，并上学生信息系统填写请假单 

      1. 选课完成后(请与原学校老师确认学分数及专业课程)选课确定将不再退、换课，

每学期会有最后课程异动时间，超过时间则不再变动。 

      2. 课本依照上课老师需求自行决定是否购买。 

3. 学期结束前缴交学习心得(课业上学习心得，非游玩心得) 3,000 字及生活或上

课照片 5 张(注：照片不得从网络上下载)，请以电子文件缴交。  

4. 行为不符学校规范或缺旷课太多，除将回报原学校外，并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处理呈报境管单位，必要时会提早遣返回原学校，请同学留意自我管理。 

三、 住宿规范 

  (一)依规定短期交流陆生应由校方统一安排住宿，故所有同学必须住在学校宿舍，不

得在外私自租屋。 

  (二)亚洲大学有安全且舒适的住宿环境，但仍需要所有人共同维持、遵守，详细规定

请参阅附件五中的应遵守事项及管理办法，其中有几项是常见违犯规定的项目，

特别提醒同学小心注意： 

     1. 不可晚归(每日 23:30 会有晚点名) 

     2. 不可在宿舍寝室内抽烟、喝酒、养宠物、煮东西、打麻将、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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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寝室不可使用物品电磁炉、电热水瓶、电汤匙、电暖器、微波炉、烤箱、电热

器、电视、录放机、冰箱、音响设备。 

     4. 如果有需要烹调可以向四宿柜台借用国际厨房的钥匙 

     5. 不可进入异性楼层 

     6. 宿舍房间内要自行打扫 

  (三)宿舍并不提供棉（凉）被、枕头、床垫、床单、盥洗用品等；建议不需自行携

带，可统一委由学校代为订购)。请自行携带网线、转接头、个人衣物与常用药

品。 

  (四)详细住宿规定请参阅【附件五】内的「学生宿舍住宿应遵守事项」。 

四、 假日与其他注意事项 

(一)台湾虽然为友善的环境，但请同学注意人生与钱财的安全。 

(二)如果有安排出远门或外宿(玩)，请至办公室登记出发时间、地点、同行伙伴及交

通方式，因陆生来台辖区警政单位有相关规范，请大家配合，若有违规行为者

会限制出境(回大陆)。 

(三)台湾天气温差大，请自行注意保暖。 

(四)依相关法律规定，在台湾不可以打工、骑机车、开车，若有违规行为者视情节会

强制出境(回大陆)或遣返回陆校。 

(四)关于研习期间不得工作(打工)的定义是：研习期间不可从事工作。所谓工作，是

指具有劳务之提供或工作之实务，不论有偿或无偿皆层之，但不包括课程学习

及服务学习。如果在校内或校外受雇工作，将会被限期离境，逾期不离境者，

依法将强制出境。 

  (五)在网络上购买东西，存放时请注意:若是付款后有接到付款未成功或其他要转账

的动作，要注意是不是诈骗集团(手机直拨反诈骗专线 165) 

  (六)进修推广部定期举办陆生辅导座谈会，请大家务必出席，签到情形将会提供原学

校参考。  

五、 离校手续 

  (一)期末学习结训座谈会时要拍摄学习心得短片，请每位同学准备 3 分钟讲述或表

演，影片将提供原学校做为记录用。 

  (二)宿舍房间离校前要打扫干净，同事经过人员检查才可以离校。 

  (三)原则上同一学校团进团出，确定返乡日期及班机时间，须至进修推广部办公室确

认登记，以利学校传送相关信息至出入境管理局核备。 

  (四)若有东西要留给下一届的学弟妹，请自行用箱子打包、封好，上面注明”000 转

给 XXX”送到进修推广部办公室来，若是留在宿舍会被清扫掉，请自行负责。 

  (五)研修期间不可随意离台(途中返乡)，因来台通行证只能进出一次。 

  (六)学期最后一周为考试周，同学应视课程时间安排，完成期末考试后始得返乡，不

得要以返乡之名，要求提前考试或缺考，以免影响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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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亚洲大学陆生选课系统操作手册 
       亚洲大学   网址:  http://www.asia.edu.tw/  

 

点这→  

请点我”学生信息系统” 

http://www.asi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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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http://course.asia.edu.tw/ 

 
 

点这个→ 

 

请点我”课程查询系统” 

http://course.asi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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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http://webs.asia.edu.tw/courseinfo/ 

 
 

 

 

学年度要选 105 学年，上学期 

开课系所则选择想修哪系课程

(EX:创意商品设计系) 

都点选好了之后按送出查询 

http://webs.asia.edu.tw/cours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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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春季班 秋季班 陆生选课单 
原就读学校:              系所:           姓名:            亚大就读系所:                

□研究生-短期研修生(最低修 9 学分为下限)   □本科生-短期研修生(最低修 15 学分为下限) 
系所年级 课号 课名 修别 学分 已选/最大人数 授课教师 上课时间 备注 

         

         

         

         

         

         

         

 

原学校审核老师签字：                              合计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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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短期研修健康檢查表（丙表） 
医院标志 

Hospital’s 

Mark 

Medical Examination Requirements for Short-Term 

Students（Form C） 

检查日期   /   /    

(年) (月) (日) 

   /   /    

(D) (M) (Y) 

Date of Examination 

 
基  本  資  料  (Basic data) 

 
 
 
 
 

      

 檢 查  項 目   (Items required) 

A. 麻疹及德國麻疹(風疹)之抗體陽性檢驗報告或預防接種證明（Proof of Positive Measles and Rubella 
Antibody Titers or Measles and Rubella Immunization Certificates）： 

a.抗體檢查 Antibody Test   
  麻疹抗體 Measles antibody titer           □陽性 Positive   □陰性 Negative  □未確定（Equivocal） 
  德國麻疹(風疹)抗體 Rubella antibody titer  □陽性 Positive   □陰性 Negative  □未確定（Equivocal） 
b.預防接種證明 Immunization Certificate  (含疫苗名稱、接種日期、接種單位或醫師簽章。如檢附幼時接
種紀錄，其接種年齡必須大於 1歲。) 

 (The certificate must include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date of immunization, and the name of the hospital or 
clinic administering the vaccine or the signature of the physician administering the vaccine. If the childhood 
immunization record is submitted, it is important to include the record of the vaccines administered only after 
one year of age.) 

□麻疹預防接種證明 Measles Immunization Certificate  
□德國麻疹(風疹)預防接種證明 Rubella Immunization Certificate  

c. □經醫師評估，有接種禁忌者，暫不適宜接種。(Having contraindications, not suitable for vaccination) 

B. 胸部 X 光檢查肺結核（ChestＸ-Ray for Tuberculosis）： 
  X 光發現(X-ray Findings)：                                                                 
判定(Results)： 

□合格(Passed)    □疑似肺結核(TB Suspect)    □須進一步診斷( Pending)    □不合格(Failed) 

□孕婦免驗 (Maternity Exemption) 
 

備註(Note)： 

一、本表為外籍學生、大陸及港澳地區學生來臺停留研修之健康檢查項目表。本表僅供參考用，學生可分別檢

具預防接種證明及胸部 X 光檢查報告。This form lists the required medical examination items for students 

applying for short-term study in Taiwan. This form is only used for reference. Students may submit a copy of 

immunization certificates and the chestＸ-ray report instead of completing this form. 

二、根據以上對                                     先生/女士/小姐之檢查結果為 

     □合格     □不合格   □須進一步檢查 

     Results：According to the above medical report of Mr./Mrs./Ms.                   , he/she   

     □has passed the examination   □has failed the examination   □needs further examination. 

 負 責 醫 檢 師 簽 章             
：  （Name ＆ Signature） 

(Chief Medical Technologist) 
    
負 責 醫 師 簽 章             

：  （Name ＆ Signature） 
( Chief  Physician ) 
    
醫 院 負 責 人 簽 章             ：  （Name ＆ Signature） 
( Superintendent ) 

日期（Date）：      /      /         

姓 名 
： 

  性別   
： □男 Male □女 Female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  Sex 

國籍 
： 

  護照號碼 
： 

 

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___  Passpor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日 
： 
––––– 

/ 
––––– 

/ 
––––– 

  
 

 

Date of Bi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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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亚洲大学学生宿舍住宿申请 

亚洲大学学生宿舍住宿申请单暨同意书 
                                                  申请编号 NO： 

学 制 陆生/短期研修 
系所 

班级 
系(所)    年    班 

姓 名  学 号  性别  

电 话 

住家： 

特殊 

需求 

□ 无          

□ 打鼾      □其他：╴╴╴╴╴ 

□ 早睡（23：30 前） 

□ 晚睡（23：30 后） 

□ 身高 185 公分以上 

手机： 

户籍

地址 
 

家长
或紧
急联
系人 

 

与学生 

关  系 
 

住 家
电 话 

 

职 业  
移 动
电 话 

 

申请条件 境外学生(陆生、侨生、港澳生、国际生) 

住宿期限 

与 

住宿费用 

1.申请住宿以一学期为租赁期（即研修期間，不含寒暑假）。 

2.宿舍為四人房，住宿费用 NTD 14,000 元(包含保证金 NTD 1,000

元，水电费、网络费)。 

住宿同意书 

 

◎凡违反下述各项规范行为者，依情节轻重将处以退宿并丧失住宿申请 

  资格及依学生奖惩办法惩处： 

1.住宿生应确切遵守『无品~吾不要 581』住宿规范，严禁在宿舍内吸烟、打麻

将、养宠物、使用电器（计算机、电扇、台灯除外）、带异性进宿舍及进入异

性宿舍。 

2.本校学生宿舍开放时间为 05：30 至 23：30，每周日至周四 23：30 实施夜间

点名（打工、作研究、课业少及其他特殊因素提出申请获准者除外），当日点

名未到者于隔日电话通知家长加以辅导。 

3.申请住宿学生，获通知床位确定时，应于公告时限内，依总务处出纳组缴费

方式缴交床位确认保证金新台币 1,000 元整。并于每学期开学日起一周内进住

宿舍完毕，因故未能进住者需完成请假手续，并不得有床位转让或冒名进住之

行为。 

4.为爱护地球，配合本校节能减碳之实施，住宿生得于离开寝室及睡眠时随手

关灯及关闭计算机电源。 

5.本同意书视同住宿契约，请详阅后由申请人签名，如因填写不确实，致影响

住宿权益时，由申请人自行负责。 

 

申请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19 

学生宿舍住宿应遵守事项 
一、 本校学生申请住宿以一学年为原则，（分上、下学期缴费）不含寒、暑假，除经核准转、休、

退学得办理退宿，其住宿费及住宿保证金依本校学杂退费规定办理外，不得中途办理退费

及退宿（含住宿保证金）。住宿期间计算以每学期开学日（含）前三天至期末考试后三日止，

寒（暑）假应离校返家居住。 

二、 学生宿舍区分男、女生宿舍，为保障性别私权，学生不得擅入异性宿舍，异性会客必须在

一楼交谊厅内实施。 

三、 为提升宿舍生活质量，宿舍寝室及走道划定为宁静区。宁静区域要求重点以干净、安静为

主，严禁有喧哗、放置物品及垃圾，妨害他人权益之行为，违者依「学生奖惩办法」议处。 

四、 住宿学生于进住宿舍时，应自行检查寝室内各项设备设施，如有损坏即至学校网站填电子

修缮单，由总务处修护；于住宿期间如发现有人为破坏情形，应负复原或赔偿之责，并视

情节议处。 

五、 宿舍整洁维护： 

（一） 寝室内门窗、玻璃、墙壁、地面及设施之整洁，由各寝室学生轮流担任。 

（二） 共同维护宿舍走道、公厕、洗衣间、茶水间、楼梯、电梯、交谊厅、K 书中心、中庭

等公共场所之整洁，不得于任何时间在上述地点丢置弃物。 

六、 宿舍门禁及安全维护： 

（一） 为确保宿舍门禁及安全维护，所有人员一律由大门进出学生宿舍。 

（二） 宿舍大门早上五时三十分打开，晚上十一时三十分关闭；宿舍门禁由宿舍管理员控管

之。 

（三） 宿舍每天晚上十一时三十分至十二时实施点名，并由宿舍管理员、楼长于十二时至十

二时三十分实施抽点，住宿同学应返回寝室或交代去处；如因故须外宿应填写外宿申

请单办理请假。因打工或研究需晚归者，需依规申请晚归证，无故不归或晚归者依规

惩处。 

（四） 紧急逃生门或管制之侧门非遇天灾、火警等警急事故，不得打开或通行，以防宵小或

外人侵入，违者以破坏宿舍设施论，依本校「学生奖惩办法」议处。 

七、 住宿学生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擅自进住、迁出、顶让、互换床位。 

（二） 赌博及打麻将、饮酒、吸烟、闹事或斗殴。 

（三） 储存、持有或使用危险、违禁物(药)品。 

（四） 擅自让异性同学、访客进入寝室或留宿外客、非住宿学生。 

（五） 擅自引进商人进出宿舍买卖商品。 

（六） 擅自改装电路或使用未经学校准许之电器（可使用计算机、收录音机、台灯、吹风机、

小型电扇）。 

（七） 在寝室内炊膳。 

（八） 在寝室内饲养宠物。 

（九） 逾时(二十三时三十分至翌日晨五时三十分)进出宿舍或不假外宿。 

（十） 违反「学生宿舍自治团体」订定之有关住宿公约。 

（十一）其他违反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居住安宁等之行为。 

（十二）凡违反上列各款规定，视情节轻重，依本校「学生宿舍生活考核实施要点」及「学

生奖惩办法」处理。 

八、 宿舍修缮：学生发现宿舍设施设备损坏故障时，可至自行上网或至宿舍一楼服务台上网填

写修缮单，总务处依登记定期至宿舍维修，以确保学生住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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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亚洲大学购寝具 代购单 

※统一代购物品明细与预算：(一次订购以一整套为主) 

序  号 品  名 数  量 

1 
棉（凉）被 

(依研习期间季节变化调整厚度) 
1 

2 床  垫 1 

3 枕  头 1 

合  计 NTD 1,500 

 

 

学校 数量(套) 订购者 

范例：亚洲大学 3 

1. 王大明 

2. 陈小明 

3. 林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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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短期研修学生入境通报表 
请务必在抵达台湾前 14天前回传此表格 

本人所在大学：                   交换期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学生姓名 

    

    

    

    

    

航班信息 

到达日期  到达时间  

航班号码 

(抵达台湾

之航班) 

 航空公司  

航 线 

出发地(      )－中途转机点(       ) 

抵达城市(以下请择一打勾) 

□桃园机场第一航厦   □桃园机场第二航厦 

□台中清泉岗机场     □台北松山机场 

紧急连络电话  E-mail  

是否需要接机服务：     □是      □否 

 
 
申请人签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 

1. 无须接机服务者，仍须填写航班信息，同时签名后回传 

2. 本校要求整团「进入」与「离开」台湾 

3. 如有航班更动或紧急情况请务必联系亚洲大学进修推广部，以利重新按排接机 

4. 两岸教育交流處紧急联络数据： 

办公室电话：+886-4-2332-3456转 6711；林和蕙小姐：+886-958-021-696 

5. 进修推广部接机紧急联络数据：曾满圆小姐：+886-920-888-677；许哲耀先生：

+886-919-028-999；赖政豪老师：+886-928-67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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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大陆地区短期研修学生数据检验清单暨声明书 

□  01. 数据检验清单暨声明书 

□  02. 短期研修学生申请表(务必黏贴照片)【附件一】 

□  03. 2 吋半身照片 5 张(办理学生证及健康检查) 

□  04. 在校成绩单 

□  05. 研习计划 

……………………………………………………………………………………………………… 

(以下为【附件一】文件申请入台证用，请提供电子档案) 

□ 06. 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 

□ 07.  2 吋半身白底照片电子文件(2 吋证件照，限 JPG 格式，以姓名为文件档名) 

□ 08. 大陆地区身份证之电子档案 

□ 09. 原学校学生证复印件之电子档案 

□ 10. 原学校在学证明正件之电子档案 

……………………………………………………………………………………………………… 

□  11. 选课单【附件三】 

□  12. 健康检查表(来台前 1 个月之健康检查证明应检查项目表（乙表），未提供者，入台后强制

自费参加医院之健康检查)【附件四】 

□  13. 学生宿舍住宿申请单暨同意书【附件五】 

□  14. 代购寝具代购单【附件六】 

□  15. 短期研修入境通报表【附件七】 

 

声明书 

本人已确认备妥上述相关文件数据，也了解在亚洲大学研修期间所需之学分费、住宿费、生活

费及相关费用，并且可以负担这些费用。本人愿意遵守亚洲大学的所有规定。此外，在亚洲大学研

修期间，本人必须具有医疗保险。在此声明，以上所有由本人提供之信息来源皆正确。本人了解提

供不正确及不完整之信息可能造成本人之研修生资格被取消。应亚洲大学要求，本人愿意提供所有

和研修计划有关之证明文件。 

                                               亲笔签名：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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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方式】 
 

项目联络窗口： 

亚洲大学两岸学术交流处 

联系人：林和蕙 

电话：886-4-2332-3456 ext.6711 

电子邮箱：ccae@asia.edu.tw 

传真：886-4-2339-4140 

 

亚洲大学两岸教育交流处 

处长：陈朝键 

电话：886-4-2332-3456 ext.6710 

电子邮箱：

peter990140@gmail.com 

Q Q  : 2336822615 

微 信: p0912971493 

 

 
 
 
 

 

  

http://www.asia.edu.tw 

微博：台湾亚洲大学 http://weibo.com/u/3546632993 

台湾台中市雾峰区柳丰路 500 号，邮政编码：41354 

No.500, Lioufeng Rd., Wufeng, Taichung, Taiwan, 41354 

Tel: 886-4-23323456    

Fax: 886-4-23321057 

 

http://weibo.com/u/3546632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