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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期
日期

名稱

2/7-2/11

填寫
新生綜合資料表登錄

內容

˙「新生綜合資料表」填寫網址：
http://freshman.tcu.edu.tw/

˙時間：111 年 2 月 7 日上午 8：00 起至 2 月 11 日下午 17：00
止。

˙請學長姐協助帶領至中國信託銀行、合作金庫銀行，或在便
利商店繳付。

2/8

繳交學雜費截止日

˙繳費單下載網址： https://goo.gl/uld9Ub
˙1.可使用海外匯款，海外匯款約需 10 個工作天。
2.電匯(T/T)約 3-4 個工作天；信匯(M/T)10-14 個工作天。

國際學生抵達時間

2/14

許可公文方可來台，因此入住時間將另行通知，請同學們留
意國際處信件，於指定日期抵達台灣並進行『居家檢疫』14
天。

開學日
國際學生
華語能力快篩測驗

2/14-2/25

˙因疫情關係，須待教育部公佈開放入境時間。
˙外國人入學是走教育部專案，必須向教育部提出申請，等到

選課期間(加退選週)

開學上課

˙線上施測(以 EMAIL 寄發考試通知，請留意電子信箱)
˙如果需要協助，請先徵詢您的導師或學伴。
˙選課網址：
http://enroll.tcu.edu.tw/scaslogin/login.aspx
 日期待確認後將公告於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請密切留意國際

國際新生的相見歡

暨兩岸事務處的公告訊息。
 國際學生務必參加。

˙請填寫「宿舍住宿紙本申請」及「慈濟大學學生宿舍住宿知
3/1-3/31

宿舍住宿申請

情同意書」，並統一向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申請。

˙時間：110 年 3 月 1 日上午 8:00 起至 3 月 31 日下午 17:30
止。

3/1-3/11

新生的健康檢查

3/1-3/18

網路確認選課結果

 開學一週內，向本校衛生保健組登記參加團體健康檢查。

 校本部同學–

3/3

領取一般的制服 &
丈量正式的制服

上午9:00至中午12:00，請至校本部和敬樓大廳二樓休閒桌椅
區(現場會有指示牌引導)。
 人文社會校區同學–

下午 13:30 至下午 16:00，請至人文社會校區聯合辦公室前面
桌椅區(現場會有指示牌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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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件/事項
名稱

要提供給國
際暨兩岸事
務處嗎?

□

護照

是

用來申請居留證、申請手機號碼

□

畢業證書及成績單(需要經台
灣駐外的代表處驗證)

否

提供給教務處註冊組

□

4-6 張護照大小的相片及
電子檔

注意事項

 用來申請居留證、購買健康保險、粘貼在

COVID-19 核酸檢驗陰性報告

健康檢查表上。
 提供搭機前 3 日內 COVID-19 核酸檢驗陰性
報告。
 入學報到時繳交，並交麻疹、德國麻疹之抗
體陽性報告或疫苗接種證明。若未繳交，則
於可入班上課後，安排至指定醫院補辦理。

□

居留證健康檢查項目表
(僅特定國家或地區需要)

是

□

居留簽證/停留簽證

是

□

來台機票

是

□

訂房疫旅館

□

在台親友的聯絡方式

□

在您的國家
開設一個銀行帳戶

為了方便您在台灣繳付學雜費及生活費，您可
以跟父母在當地開設一個銀行聯名帳戶，然後
申請一張可以在台灣提領現金的 ATM 卡。

□

到達台灣後的第一天，需要購
買寢具及個人用品，您是否準
備了足夠的新臺幣?

若有疑問請加入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設立的
LINE 群組後提出。

□

準備足夠的新臺幣，繳交學雜
費、宿舍費用、保險費、防疫
旅 館 、 防 疫 計 程 車 、 手 機 SIM
Card、書籍費等等相關費用。

若有疑問請加入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設立的
LINE 群組後提出。

□

領到台灣居留證(ARC)之後，
才能在台灣開設銀行帳戶（須
滿二十一歲）或郵局賬戶。
在開設帳戶前，是否有足夠的
新臺幣，支付 個人的 生活費
用?

若有疑問請加入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設立的
LINE 群組後提出。

□

繳學費(海外匯款)

是

 請務必辦理簽證入台，勿用旅客身份入台。
 需提供給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以呈報教育部。

請在訂購機票前先與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討論適
合來台之日期(以符合教育部指定期間)。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代訂房疫旅館，請準備足
夠的現金於 check-in 時付款完畢。
在台若無親人或朋友，請提供母國的緊急聯絡
人手機號碼。

海外轉帳帳號 ，請詳閱第 6 頁。
*備註:請用 T/T 電匯

學雜費
學雜費/每學期，2021 - 2022
系 所

學 費(NT$)
大學部

雜 費(NT$)

合 計(NT$)

醫學系

45,024

16,951

61,975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33,975

14,874

48,849

公共衛生學系

33,975

14,874

48,849

護理學系

33,975

14,874

48,849

醫學資訊學系

33,975

14,874

48,849

物理治療學系

33,975

14,874

48,849

學士後中醫學系

45,024

16,951

61,975

生命科學系

33,975

14,874

48,849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33,975

14,874

48,849

社會工作學系

38,023

8,808

46,831

東方語文學系

38,023

8,808

46,831

英美語文學系

38,023

8,808

46,831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38,023

8,808

46,831

傳播學系

39,264

14,966

54,230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38,023

8,808

46,831

國際服務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36,000

11,800

47,800

國際數位媒體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39,264

14,966

54,230

研究所－碩士班
醫學系生物醫學碩士班

26,461

16,276

42,737

醫學系藥理暨毒理學碩士班

26,461

16,276

42,737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醫學生物
技術碩士班

26,461

16,276

42,737

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26,461

16,276

42,737

護理學系碩士班

26,461

16,276

42,737

醫學資訊學系碩士班

26,461

16,276

42,737

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

26,461

16,276

42,737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26,461

16,276

4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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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碩士班

26,461

16,276

42,737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32,263

8,961

41,224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碩士班

32,263

8,961

41,224

宗教與人文研究所碩士班

32,263

8,961

41,224

東方語文學系碩士班

32,263

8,961

41,224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32,263

8,961

41,224

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12,240

18,500

30,740

傳播學系碩士班

37,302

14,218

51,520

研究所－博士班
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26,473

17,309

43,782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26,473

17,309

43,782

醫學系藥理暨毒理學博士班

26,473

17,309

43,782

貨幣轉換網址：https://www.oanda.com/lang/cns/currency/converter/

繳納學雜費、住宿費等
學雜費繳費方式，請擇一方式
一、抵達台灣前選擇國外匯款，繳交學雜費重要資訊:
1.外幣匯款的手續費將由匯款人負擔，並請於匯款時向銀行說明外幣手續費
為自行負擔(手續費類別請選取“OUR”)，屆時銀行自會向匯款人收取手續
費。
2.銀行扣除相關手續費後為實際匯款金額，若與學雜費有差額請在抵台入學後向學校辦
理多退少補作業。
3 . 匯 款 人於填寫匯款單時，匯款信息 (Remittance Information) 請填入“ 學 生
學號+學雜費” (e.g.,108512***+tuition fees)字樣。
4.匯款後請將銀行匯款通知書寄至出納組信箱(cashier@mail.tcu.edu.tw)，以利
後續學雜費銷帳作業。

Payment Method (付款方法) :
Bank Information (銀行資訊)
Bank: 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HUALIEN BRANCH
 Swift Code: ICBCTWTP023
TEL: +886-3-8350191
FAX:+886-3-8360442
Bank Address :26, KUONG YUAN ROAD, HUALIEN TAIWA

Note(備註)

匯款銀行會收匯差，匯款人會
經歷匯率的差異。

Account Information (帳戶資訊)
Account Name: TZU CHI UNIVERSITY
 Account Number: 023-10-63000-5

二、在您抵達花蓮之後(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將安排學長姐協助)，前往銀行/便利商店以新臺幣
支付相關費用:
a. 在便利商店繳納:
如果金額在 NT$60,000 以下，您可以在任何的統一超商(7-11)或是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繳納。
b. 在以下的銀行繳納:
● 中國信託銀行
花蓮市中山路 376 號
(03)834-0566
● 台灣合作金庫銀行
花蓮市中山路 371 號
(03)83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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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費、餐費、保險費、其它費用
住宿費
 宿舍裝設冷氣，391 平方呎的空間，可以容納四位同學，每學期住宿費為 NT$8,200，
冷氣電費需另行儲值。
 提醒您:
1.為了您的安全，請仔細閱讀第 16-17 頁的宿舍相關規定。
2.為了您的健康，請您在到達學校宿舍當天，自行購買所需的物品(請詳見第 16 頁)。

餐費
學校餐廳只提供素食。慈濟大學考慮到學生的需要，三餐都提供補助。校本部同心圓餐廳
早餐只需 NT$15，中餐或晚餐為 NT$25；人文社會校區的早餐為 NT$25，中餐或晚餐為
NT$33。為了您用餐的便利及享受以上的優惠價，請攜帶學生證到學校的出納組儲值(預繳
餐費)，也記得攜帶自己的餐具到餐廳用餐。

意外險及健康險
項目
學生團體保險

金額
每學期 NT$332 (實際費用以繳費單為主)




意外險及健康險


提供尚未有資格申請台灣健康保險的新生。
每月 NT$500
台灣教育部的規定，新生在註冊前，都必需購買意外險
及健康險。國際學生在台灣以外地區購買的保險，必需
由台灣駐外機構認證。如果您尚未購買，慈濟大學的國
際暨兩岸事務處，可以協助您購買六個月期的健康險，
金額為 NT$3,000。
持有居留證，在臺灣連續居住滿六個月，就可以購買台
灣政府的健康保險。或曾離開台灣一次，不超過 30
天，實際居住台灣的天數，合計達六個月，也可以申
請。

台灣政府的健康保險
(持有居留證及在臺灣
連續住滿六個月方可 每月 NT$826，每次支付六個月的保險費 NT$4,956。
申請)
小叮嚀:
為了方便您繳納保險費，慈濟大學會將您的保險費，放在學雜費的繳費單裡。另外您可以
在「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取得更多臺灣健康保險的資訊。

其他費用
項目

生活費
(含三餐)

書籍費
居留證(ARC)
申請費
新生健康檢查費

金額
● 每位同學的生活費各有不同。每月 NT$6,000 至 NT$10,000
的費用，是個可以參考的數字。
● 剛到台灣時，需購買寢具及個人用品，請準備 NT$20,000 至
NT$30,000 。
● 教 授 指 定 的 書 籍 ， 每 本 約 NT$500 至 NT$1,000 ， 總 共 約
NT$3000。
NT$1,000(國際學生)或 NT$500(僑生)。

早鳥優惠價為 NT$1000 (實際費用以繳費單為主)。

14 天居家檢疫、7 天自主健康管理及三餐費用防疫旅館

防疫旅館費用預估 每天 NT1,200 (共 21 天)
餐費預估每天 NT300 (共 21 天，由學生自行訂餐)
以上預估共 NT33,000(基本費用)
從桃園國際機場到花蓮的防疫旅館 NT1,750.

防疫專車車資

從花蓮的防疫旅館到本校(完成防疫隔離後入校園宿舍) NT500.
以上共 NT2,250

SIM Card

在機場「入境證照查驗大廳」辦理護照蓋章前，先購買台灣本
地 SIM Card，有效期須至少一個月以上; 費用約 NT2,000 元。

註：綜合以上各項開支，一名外籍新生在慈濟大學就讀第一年的費用約 NT22 至
24 萬元(含居家防疫預估 NT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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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台灣前所需資訊
防疫須知
來臺需配合防疫措施
(註)國際處將隨時更新以下訊息，並在新生未來台灣前，通過視訊詳細說明各步驟。
步驟一、來臺前：
一、接獲學校通知後，向國際處確認航班資訊、來臺日期、防疫旅館、有效簽證之掃描檔等
資料。學校提報教育部核准後，將透過電子郵件寄送公文及『境外生入境許可證明』電
子檔，以便新生入境台灣通關使用。若出發前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颱風、航班取消、航
班併班等)，必須變更入境日期及航班，應立即通知國際處敘明原因，以獲得教育部核准
後，重新核發『境外生入境許可證明』方可來台。
二、提供表訂登機時間前 3 日(工作日)內 COVID-19 核酸檢驗(RT-PCR)陰性報告。
步驟二、登機前：
1.當地航空公司會在報到時要求同學出示證件如下：
(1)學校寄發的正式公文(需蓋有校印)。
(2)學校寄發的『境外生入境許可證明』(Overseas Student Entry Permit Certificate)
(需蓋有校印)。
(3)有效護照 (有效期 6 個月以上)
(4)有效簽證或居留證(R.O.C. TAIWAN RESIDENT CERTIFICATE OR ARC) 或「臺灣地區入出境
許可證(EXIT&ENTRY PERMIT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2.抵達出發機場完成劃位手續後，若您有台灣手機 SIM 卡，可以於登機前完成電子「入境檢疫
系統」線上申報，並且確實詳盡填寫，以獲得妥善安排(國際處將通過視訊示範給新生如何
填寫相關資料及注意事項）。
(1)「入境檢疫系統」網址：https://hdhq.mohw.gov.tw/
(2)依序填入各項欄位資料，其中手機請填寫在臺可收簡訊的手機號碼(台灣手機 SIM 卡)，填
寫完成確認送出(注意：所登錄之門號必須在抵達臺灣之後依然具備通話功能，才能使用
此系統服務取得憑證簡訊)。若上飛機前沒有上述功能的手機號碼，則必須在飛抵台灣機
場之後（在未排隊入移民署通關前），先到電信櫃檯購買預付卡(至少有效一個月），然後
再上網「入境檢疫系統」網站填報及輸入該預付卡號碼。

步驟三、抵達台灣下機後，重新啟動手機以及完成以下事項
1.抵臺後將手機(換上台灣 SIM 卡)開機，完成線上申報，收取健康憑證簡訊，至繳交檢疫通知
書地點，以手機出示您的健康憑證畫面供現場人員核對。如未收到健康憑證簡訊,請洽防疫
人員。依機場防疫人員引導配合防疫檢查，出示學校公文及『境外生入境許可證明』。
步驟四、入境查驗
1.接受機場檢疫人員確認無發燒或疑似相關症狀。如現場檢疫出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將由
機場防疫人員安排送往醫院進行進一步診察。
2.入境查驗時，須出示學校核發之境外生入境許可證明，由境管單位勾稽是否在教育部同意
的名冊上。
3.至繳交檢疫通知書地點，以手機出示您的健康憑證畫面供現場人員核對。完成後立即聯繫
學校接機人員，告知已順利抵臺入境。
步驟五、入境大廳：前往境外生報到櫃檯
１.入境取完行李及通過海關檢查後，走到「入境大廳」。請依接機人員帶領前往境外生報到櫃
檯完成報到及進行 PCR 快篩檢驗，再由接機人員引導搭乘機場防疫專車，前往防疫旅館
（桃園機場到花蓮車程約２小時３０分)
（註）如未至服務櫃檯報到或未依學校交通安排入住防疫旅館，將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集中安置及罰款新臺幣 10 萬至 100 萬元，並立即通知警政機
關協尋；返校後將依學校獎懲規定議處。
２.至「境外生報到櫃檯」報到，如遇人多請依序排隊並保持社交距離(室內 1.5 公尺)，辦理
報到請主動告知中英姓名、護照號碼、航班、防疫旅館/檢疫宿舍地址，以利現場工作人員
比對名冊，確認為本人後將協助登記入境時間。
３.搭乘防疫專車前往防疫旅館，不得要求中途停靠或下車，如有身體不適立即告知司機，及
電話聯繫國際處接機人員。

步驟六、居家檢疫 14 天，及後續自主健康管理７天
(1).居家檢疫：


抵達防疫旅館後由防疫人員引導入住，進行 14 天的防疫監測措施。



在居家檢疫期間，每天向校方回報健康狀況，隨時打開手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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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防疫人員指示，進行體溫檢測及健康管理，切莫嘗試外出，如擅自離開者將依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罰款新臺幣 10 萬至 100 萬元，
並立即通知警政機關協尋；且學校將依獎懲規定議處。



14 天檢疫期滿後，接受 COVID-19 核酸檢驗，採檢等候期 2 天。

(2).自主健康管理


結束居家檢疫後，繼續進行自主健康管理（不可在學校宿舍，或與他人同住一室，
原則上可以繼續住在防疫旅館）



期間仍應時刻配戴口罩、每天兩次量測體溫並回報，不可進入校園或前往人群聚集之處
；可到戶外及保持社交距離之情況下活動。



在完成自主健康管理前，自行進行第二次的快篩檢驗，才可以搬入學校宿舍。

註：
1.從降落機場及開始居家檢疫，所需要之費用包含防疫旅館住宿費、餐費、車費及其 他
雜支等需由學生自行繳費，因此學生基本上需隨身準備新臺幣約 45,000 元整。本校國際
暨兩岸事務處(OIA)在新生開始辦理來台手續時以視訊簡報說明相關經費等訊息更新。
2.上述搭機及監測期間如有身體不適(發燒、咳嗽、腹瀉、嗅味覺 異常等症狀)，應立即就
近向空服員、機場防疫人員、學校老師或旅館防疫人員告知。


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OIA)及其他政府單位聯絡資訊 :
1.國際暨兩岸事務處(OIA)協助事項
(1). 國際學生事務來台入境事務
(2). 防疫接送問題
(3). 防疫宿舍住宿問題
(4). 新生體檢問題
請聯繫至 E-Mail: tcuoia@gms.tcu.edu.tw 或直接在新生 LINE
群組提出詢問。
2.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各國感染風險級別(低風險國家列表)
https://tinyurl.com/yakpktae

3.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https://www.boca.gov.tw/mp-1.html

或 WhatsApp

在您的居住地開設銀行帳戶
您來到台灣後，無法馬上開設銀行帳戶。方便您在台灣支付學雜費及個人生活費，您可以考慮
在您的居住地，跟您的父母合開銀行帳戶，申請可以在台灣提領現金的 ATM 卡，便利您在台灣
提領現金。

華語測驗介紹
1.測驗日期：開學前會以 E-mail 寄發考試通知，請留意 E-mail 通知
2.測驗時間：大約一小時
測驗地點：線上施測
3.方式：聽力與閱讀
4.內容：以生活日常用語為主，包含各種生活真實情境， 如短文、廣告、廣播、公告、信件
、便條、時刻表、天氣預報等不同題材。
5.成績：華語測驗成績為華語課程分班依據，與課程成績無關。依據成績將分別選讀基礎華語
、初級華語、中級華語、高級華語，可免修大一中文閱讀與書寫課程。
6.應考須知：以認真確實的態度來展現個人華語能力，未來可以在適合自己的華語課程提升
華語能力，有助於系上的專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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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台灣及花蓮
臺灣概況
[ 人口 ]：2,357 萬人(107 年 4 月)
[ 面積 ]：3 萬 6,197.067 平方公里
[ 人民 ]：漢人(97%)、原住民(2%)、其他(1%)
[ 語言 ]：國語/閩南語/客家話/原住民各族族語
[ 主要外語 ]：英語、日語
[ 時區 ]：國家標準時間（UTC+8）
，無夏令時制
[ 通用電壓 ]：110V，60HZ

地理環境
臺灣位於亞洲大陸東南方、太平洋西岸的東亞島弧間，北臨日本、琉球群島，南接菲律賓
群島，西鄰中國大陸，為一南北狹長型的海島。臺灣島南北縱長約 395 公里，東西寬度最
大約 144 公里，面積約有 3 萬 6 千平方公里（約 14,400 平方英哩）
。

地 形
臺灣全島山勢高峻，地形海拔變化相當大，山脈大多呈北北東至南南西走向，最高峰為玉
山山脈的玉山主峰，海拔 3,952 公尺，為東北亞第一高峰，由於山地面積廣大，因此臺灣
自然生態資源也相當豐富。而臺灣的平原則較狹窄，僅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縱谷內有少
量平原，多屬人口密集區域。

氣 候
臺灣平均年降雨量為 2515 毫米。為熱帶及亞熱帶氣候區，屬於高溫、多雨的氣候。
北半部平均氣溫約 21.7℃、南半部平均氣溫約 24.1℃。1~3 月最冷，氣溫最低可達攝氏
10 度左右。6~8 月氣候炎熱，氣溫最高可到 38℃左右，其他月份氣溫適中，平均溫度在
25℃。

參考：
https://goo.gl/LzeKg6
https://www.taiwan.net.tw/

美麗的花蓮
花蓮位於台灣東部，是東部人口第二多的城市，也是一個小而美的地方。許多觀光客喜歡這兒
的太魯閣峽谷、可口的美食、優雅的住宿。背包客也可以在火車站附近，找到吃的餐館、住的
民宿、用的車輛。往東走，您可以到達美崙山及花蓮港，這裡的街道寬敞、公園幽靜、海景壯
麗、自行車道便利，這裡也有高階的飯店、精緻的餐廳。
清代，福建來的移民，驚嘆地看見海上一波接著一波的洄瀾(波濤)，因此將此地命名為“洄
瀾”，後來才改名“花蓮”。觀光收入是花蓮的主要經濟來源，本地蘊藏大量的大理石，因此
花蓮也是台灣水泥的主要產地。
在花蓮，英文的路名，還沒有統一。中山路，有些人翻為 Jung Shan， 有些是 Zhongshan
；中正路，命名為 Jung Jeng 或 Zhongzheng；中華路，有的是 Jung Hua，另外是 Zhonghua. 不
過，不久就會一致的。
您可以上網，多了解花蓮的美麗。

英文網站

中文網站

例如英文網站 https://bit.ly/2ERy24M，
您也可以上中文網站 https://bit.ly/2JZ9j2H 。

花蓮氣候
花蓮市夏季熱、沈悶、潮濕和陰天；冬季舒適、有風和多雲。 全年溫度一般在 15°C 至 32°C
的範圍内，很少低於 12°C 或高於 34°C。
準備衣物
春(1~3 月) - 建議採用洋蔥式穿法，準備毛衣、長袖+外套。
夏(4~6 月) - 準備短袖+薄外套。
秋(7~9 月) - 準備透氣吸汗的短衣褲。
冬(9~12 月) 9～10 月 - 建議準備短袖衣物+薄外套。
11 月 - 建議洋蔥式穿法，準備薄長袖、薄外套。
12 月 - 準備毛衣、長袖+外套，可適時增加手套、毛帽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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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台灣後相關資訊
申辦新的手機號碼
請在機場申辦新的手機號碼。
尚未進到「入境證照查驗大廳」辦理護照蓋章前購買 SIM Card，建議購買 1 個月方案。
申請方法：
 抵達機場後向現場電信業者申辦，只需準備護照+登機證 OR 護照+身份證
 事先申辦好 SIM 卡，可省去現場辦理的時間
1.中華電信(1) 桃園機場，參考網址:
https://prepaidsim.twgate.net/reservation_tw.html

(2) 花蓮電信門市，參考網址:
https://www.cht.com.tw/home/consumer

2.台灣之星(1) 桃園機場、花蓮電信門市，參考網址:
https://www.tstartel.com/CWS/twcard-tw.php

領取新臺幣或兌換新臺幣
請在機場的 ATM 領取新臺幣，或在銀行辦事處兌換新臺幣。

您在台灣隔離完的第一天
生活用品購買
宿舍僅提供：
床、衣櫃、書桌、椅子。
需自行準備物品如下：
床墊、枕頭、棉被、衣架、個人衣物、洗衣籃、洗衣精（粉）、鞋子、拖鞋、電扇、檯燈、
牙刷、牙膏、臉盆、杯子、水壺、保溫瓶、餐具等等，個人所需之物品都需要自行準備，
宿舍不會提供。

住進宿舍，您就是宿舍大家庭的一員了! 以下是小小的叮嚀:


您願意承擔，宿舍成員相關的責任及義務。



您願意考量，其他住宿同學及學校同仁的立場，也願意尊重他們。



如果損害了他人的權益，學校會立即取消您目前的住宿，也可能取消您未來住宿的權益。

主要的住宿規定:
1. 違反「慈濟大學學生宿舍住宿知情同意書」者，經相關會議評估確有校園安全疑慮時，
應由家長或監護人陪伴安住宿舍或離宿返家休養。待上述狀況獲得改善時，得再次提出申
請，經專案會議關懷審議通過後始可入住。
2. 宿舍大門的開放時間為早上 6:00，大門關閉時間為晚間 23:00。公共區域的熄燈時間為
晚間 24:00。
3. 如果預計回宿舍的時間，會超過晚間 23:00，請事先至生輔組申請晚歸。如果當晚不回宿舍
，請於當日 23 時以前申請外宿。
4. 您會有一把房間的鑰匙。搬出宿舍時，請將鑰匙交還給“舍爸”或“舍媽”。
5. 請自行清理自己的房間，也請將資源回收跟一般垃圾分開，再將資源回收於開放時段置入
回收筒裡。
6. 請配合學校節約能源的政策。
7. 嚴禁食用非法藥物(例如大麻、安非他命等等)，任何的違犯，將受到法律制裁。
8. 嚴禁在房間內吸煙、喝酒、烹煮烤炸、賭博(麻將也是)。
9. 保持房間的整齊及清潔。請將行李放好，床單整理好，保持宿舍的寧靜。
10. 請勿將垃圾、鞋子、其他物品，放置於走廊上。請將垃圾放入垃圾筒，可回收的資源置入
回收區。校本部每星期二、四及日的晚上 9:30 至 10:30，人文社會校區每星期二、四及日
的晚上 9:00 至 10:00 是資源回收的時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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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台灣，未經煮沸的水，不宜飲用。但飲水器的水，可以安心飲用。
12.洗衣間備有洗衣機及烘衣機。各投幣 NT$10，就可以使用洗衣機及烘衣機。衣服洗好，
脫水機可以免費使用。
13.宿舍是大家共用的，為了尊重別人的權益，請輕聲細語、輕輕地開關房門。
14.為了您的健康，宿舍不提供個人寢具(例如枕頭、床塾、床單等等)，請您自行購買。
15.想知道宿舍的現況，請留意宿舍的廣播。
16.宿舍在中國新年期間關閉，讓工作同仁休息，請提早安排新年期間的住宿。
17.暑假/寒假期間，住宿人數少。宿舍只開放幾個區域，供學生住宿，因此學生要搬房間、
變床位。
18.宿舍需要您配合的某些事項，會用學校公告通知您。
19.如果學生違反宿舍的規定，學校將不再提供住宿。
20.一旦有緊急狀況，學生一定要遵從宿舍同仁的引導。
21.辦理校外賃居、休退學或畢業時需要提供相關表單，並請打掃好房間、打包好自己的物品
、交還房間鑰匙由宿舍同仁檢查房間完成宿舍離宿手續，表單需送至生輔組，未完成手續
仍屬住宿生。
22.如果您在這個房間住不習慣，於開學一個月適應期內予協調換寢。
23.住宿生皆有新生晨掃、公區區掃、參加日夜間消防演練等義務，請配合。

其他資訊
學校的景點

靜思堂

慈濟醫院

大捨樓

勤耕樓

大愛樓

大喜館

宿舍

竹軒

和敬樓

福田樓

同心圓餐廳

蓮花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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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清單
●

慈濟大學 學生抵免學分申請表
(Petition for Transfer Credit)

●

宿舍自主管理同意書
(Self-Management Agreement)

●

學年中住宿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 University Housing)

●

慈濟大學學生宿舍住宿知情同意書
(University Housing Residence Agreement)

●

校外賃居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 Living Off-campus)

●

慈濟大學學生休學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Leave of Absence)

●

休退學家長同意書/延長休學家長同意書
(Parental Consent to Student’s Leave of Absence or Withdrawal from Degree Plan)

●

學生健康資料卡
(Health Examination Form )

●

居留健康檢查項目表
(Health Certificate for Residence Application)

連結網址：
http://freshman.tcu.edu.tw/?p=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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