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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科技大学 2017(秋季班)招收研修生简章 

    
校区教学大楼 飞航情境教室 东南车辆实务营运中心 创意设计学院成果发表 

 
东南科技大学成立于公元 1970 年，位在人文荟萃新北市距台北市 101 大楼仅 10 分钟车程。

在创办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治校理念下，倾全力培养「术德兼备、产业最爱」的优

质专业人才。全校共有 19 个科系、4 个研究所，2009 年即全数通过教育部科技大学评鉴之佳

绩。本校为了要进一步敞开学术的大门，热烈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学生，至本校进行短

期非学位的研修，促进学生对于台湾文化以及社会的了解，增进台湾以及国际社会之间互

动。此外更致力于推动海峡兩岸技职院校交流，鼓勵大陸地区学生來台研修，实现东南人世

界一家的宏愿。 

 

本校两岸合作交流经营特色 

两岸学术交流成果斐然：本校自 2010年开始经营两岸交流迄今，成果相当卓越。已和大陆地

区近九十余所学院缔结姊妹校，并且致力于推动两岸专业教师研习参访，提升双方教师教学

水平；并希望在两岸教育资源共享的情况下，互助互惠，增进台湾、大陆地区师生的利益。 

研修生体验丰富台湾文化、菁英学术教育：2010 年迄今，曾于本校研习过、或就读本科生的

大陆地区学生，均对东南科技大学的师资环境以及学生照顾方面赞不绝口。目前最重要的辅

导成绩有几项： 

●开设[认识台湾]课程，并鼓励学生接触台湾实地文化、古迹，增加文化精神深度。 

●专业教师带领学生专题制作，增强研究深度。 

●要求学生考取国际证照，增加专业能力。 

●多种实作课程，增加课程多元化。 

●鼓励学生参与各种竞赛，并从旁指导，以达为用而训的训用合一目标。 
 

师资特色 

●高学历:专任教师 2百余人，博士师资约 77%。 

●高研发能量:承接计划每年皆有百余件，金额至少皆 1千余万人民币，且每年发表论文皆三 

              百余篇。 

●高实务技能:教师具有国家证照与执照共 1208 张。 

 

校园特色 

●顶级宿舍：提供完善宿舍，附有网络、电话、冷气，供外地学生住宿。 

●网络通畅：全校网络无线化，本校师生可随时随地于校内上网。 

●校区依山而建，建筑别致。 

●学校紧邻台北市，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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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入学规范： 

申请资格 

1.必须为与本校签订「学术合作协议书」之大陆地区大专院校在学学生。 

2.必须是品行端正、在学成绩良好、与他人互动关系佳、对两岸文化教育交 

   流有热忱之学生。 

3.必须经由所属学校推荐，依规定程序提出申请。 

流程规范 

1.由所属学校遴选出品行端正、对两岸文化教育交流有热忱兴趣的学生。学 

   生以其本身之专业科目在本校进行随班研修。 

2.本校于收取资料后，经审查通过后，即开立本校邀请函及行程表，将复印 

   件、本校简介先行提供原校进行办理主管机关同意入台程序。 

3.本校同时协助进行办理学生入出境手续，待我方移民署核准后，将寄发以 

   下资料： 

（1）邀请函及行程表正本。 

（2）入出境证正本。 

（3）本校报到通知说明书。 

请学生依照本校学期期间建议入、出境日期自行购买机票。 

4.在台研修期间必须遵守台湾及学校的相关规范与纪律。每学期的研修课程

至少须为每周 15 个学分数（最高修习学分数上限为 25 个），选课依照本

校学生之选课办法办理。 

5.学生来台研修期间必须住宿于本校学生宿舍，并且遵守宿舍规范。管理辅

导单位为本校学务处及研修的系所。 

6.学生完成研修课程及活动，本校将于学期结束后发给研修证明及成绩单包 

   含学时与成绩）。 

 

贰、重要日程： 
项目 日期 备考 

簡章公告日期 2017/3/16 本校辦理 

入學申請日期 2017/4/1-5/31 申請學校辦理 

發送邀請函、名冊及行程計畫表 2017/5/1-7/31 本校辦理 

繳交就學申請材料 2017/6/1-7/31 申請學校辦理 

申請入台證 2017/6/15-7/31 本校辦理 

發送入台證、出發前準備事項 2017/7/1-7/31 本校辦理 

 

叁、联系方式： 

主办单位 国际事务处两岸交流中心 

联系人员 王治邦 主任 董晓梅 助理 

联络电话 +886-2-86625948 

传    真 +886-2-26621923 

移动电话 +886-914014282 +886-932663070 

电子邮件 cpwang@mail.tnu.edu.tw hmtung@mail.tnu.edu.tw 

QQ 2518480708 2647793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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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招收系所：  

学院 系所 
招生类别 

学院 系所 
招生类别 

大学 研究生 大学 研究生 

管
理
学
院 

工业管理研究所  ● 

工
程
與
電
資
学
院 

营建科技与防灾研究所  ● 

企业管理系 ●  机械工程研究所  ●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  机械工程系 ●  

工业管理系 ●  营建与空间设计系 ●  

信息管理系 ●  环境工程系 ●  

   能源与冷冻空调工程系 ●  

观餐

休闲

学院 

休闲事业管理系 ●  电机工程研究所  ● 

餐旅管理系 ●  电子工程系 ●  

观光与生态旅游系 ●  电机工程系 ●  

应用英语系 ●  信息科技系 ●  

表演艺术系 ●     

创
新
设
计
学
院 

数字媒体设计系 ●  

 

   

室内设计系 ●     

创意产品设计系 ●     

 

伍、各项收费一览表（以新台币计，单位：NTD） 

明细 小计 合计 

（一）学费 40,000 
50,000 

(二)   住宿费 10,000 

            各项代办费用 

（三）入出境证照费：650元（本校协助入台许可证之申请，但不保证通过审核，若
申请通过却未到台湾就读者，仍需缴纳入出境证照费） 

650 

6,900 
（四）医疗保险：2,500元(依来台许可停留时间，办理保险)。 2,500 

（五）体检费：1,250元(含疫苗注射) 1,250 

（六）寝具费：2,500元 2,500 

  (七)   接送机费：1,000元(本学年度费用由我校支付)  
           总计: NTD 56,900元 

※备注：本收费标准表各项费用每学年度均有可能调整，每学期应缴费用须以当学年度实际公告为 
                准，本表各项收费标准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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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申请信息： 

研修时间 （秋季） 自 2017 年 9月至 2018 年 1月 

申请日期 （秋季） 2017年 5月 31日截止  

期限 一学期 

招生名额 60 名 

报名资格 大专以上在学学生 

入台证件 

申请文件 

□ 1. 大陸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文件档.WORD) 

□ 2. 大陸地区身份证复印件(彩色相片檔.jpg) 

□ 3. 原学校在学证明(彩色相片檔.jpg) 

□ 4. 2 吋白底半身护照照片(彩色相片檔.jpg)及照片 4张 

□ 5. 原学校在校成绩单 

□ 6. 所需费用：NTD 650 元（抵台后缴交现金） 

选课规范 
1. 每学期选课学分专业学分至少 15 学分，其余任选至上限共 25 学分。 

2. 餐旅系（涉及有材料费之课程需另缴材料费）。 

开课明细 
1. 直接进入学校网页 学术单位 再进入各系查询课程。 

2. 学期所开设的课表内容，点击课程名称，即可出现课程大纲。 

住宿信息 

1. 提供床位。 

2. 提供因特网(免费) 。 

3. 冷气空调(储值卡使用) 。 

医療保险 研修生必须强制參加外籍学生健康保险，每学期约 NTD 2,500 元。 

其他信息 

东南科技大学所在地区生活费（仅供參考） 

1. 全新寝具代购买：约 NTD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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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网络卡费：约 NTD 2,300 元，使用时间 120 天无限上网(吃到饱)，附手机 

                         门号，手机使用费用另计。 

3. 膳食费：每日约 NTD 200 元（本项建议金额系以校内学生餐厅价位为基 

           准）。 

4. 交通费：大台北市区公車视距離一趟约 NTD 15-50 元，捷运地铁视距離 

           一趟约 NTD 20-100 元（较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5. 书籍费：依实际状况购买或借阅。 

6. 其它生活费用：视个人习惯，预估一个月约 NTD 500~5,000 元。 

备注說明 

1. NTD 即新台币之简称。 

2. 学生来回机场接驳部分，交通费 NTD 1,000 元。（本学年度费用由我校支

付） 

3. 学宿费缴交一律以支付宝或到校现金缴交方式于规定期限内缴交。 

4. 代办费一律到校后换汇以台币现金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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