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秋季德明财经科技大学交流生申请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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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财经科技大学成立于公元 1965 年，由陈宝馨女士 (抗日名将陈济棠将军的女儿) 为

纪念 国父孙中山先生而设立。现任董事长陈两传先生为台湾幸福集团总裁，幸福集团除股

票上市之幸福水泥公司外，还转投资航运、土木建筑、金融证卷、IC 科技、水资源生技等

行业，事业遍及海峡两岸及越南。校园大小约 100 亩，紧临台北市最有发展潜力的内湖科

技园区，内科园区内有富士康、BENQ 等公司总部约 3000 家以上，与本校产学合作关系密

切，园区一年产值约 3 万亿台币。目前全校学生约 8800 人,分为 3 部制：日间部约 5700 人、 

进修部(夜间上课)约 2600 人、进修学院(周六、日上课)约 500 人。师资约 246 位老师，其

中 72.35%(174 位)具博士、助理教授以上，重视研究、论文发表、产学合作，职员工约 117

人(http://www.takming.edu.tw/)。本校经业界评比，名列财经领域第 3 名，值得推荐给

大家。 

壹、 入学规范  

申请 

资格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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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于收到资料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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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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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来台研修期间代为安排住宿，居住于本校承租之校外宿舍者，需遵守校外租屋规

范，辅导单位为本校推广教育中心。 

6. 学生完成研修课程活动及经过本校德行成绩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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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akming.edu.tw/
http://www.takming.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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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招收报名系所： 

学院 系/学程 
招生类别 

大学 研究生 

財
金
學
院 

财务金融系   

财政税务系   

会计信息系 ˙  

保险金融管理系 ˙  

不动产投资与经营学位学程 ˙  

管
理
学
院 

国际贸易系 ˙  

企业管理系 ˙  

营销管理系 ˙  

流通管理系 ˙  

连锁加盟经营管理学位学程 ˙  

应用外语系 ˙  

信
息

学
院 

信息管理系 ˙  

信息科技系 ˙  

参、重要日程 

项 目 日 期 备 注 

简章公告日期  2017/03/17  

入学申请日期  2017/03/17–04/30 请向就读学校申请 

缴交入台数据 2017/04/30-05/20 由就读学校统一作业 

发给各校邀请函及行程表 2017/05/20-05/25 由台湾学校办理 

申请入台证 2017/05/20-06/10 由台湾学校办理 

缴交学费 2017/07/15 支付寶或匯款方式 

肆、申请信息 

研修 

时间 
第一学期（秋季） 每年9月至1月  

申请 

日期 
每年03月17日–04月30日 

期限 一学期 

资格 高专以上在学学生 

费用 人民幣17,000 /  新台幣75,000   (新台币:人民币以1:4.4计算)    

选课 

规范 

1. 每学期选课学分：最少15学分， 最多25學分。(不另行收費)   

2. 计算机课程实习费(新台幣$800) 

开课 1. 德明财经科技大学TIP系统开放资料 班级(个人)课表 

http://netinfo.takming.edu.tw/tip/comm_ope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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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 http://netinfo.takming.edu.tw/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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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外 

宿 

舍 

1. 提供：四人一室 

2. 费用：每月人民币1,728/人*4.5月共计人民币 7,776/人 

3. 含水、電、瓦斯、无线wifi 

4. 不含寝具 (寢具請自備) 

5. 设备：桌、椅、衣櫃、上下铺床组或独立床组、洗衣机、饮水机。 

入台 

证件

申请 

文件 

□ 1.资料核对清单(德明提供)word檔 

□ 2.大陸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正反面)pdf檔 

□ 3.原学校在学证明彩色复印件pdf檔 

□ 4.大陸地区居民身分证彩色复印件(正反面)pdf檔  

□ 5. 2 吋白底半身照片(jpg檔) 

□ 6.短期游学生相关规定之确认书(德明提供)pdf檔 

医療 

保险 

1. 本校皆一律协助研修生投保意外医疗保险，确保学员在台期间安全。 

2. 碍于台湾法令限制，必须持有居留证，且长期居留于台湾才能办理全民健康保险，研

修生因只停留半年，故无法办理（无論是大陸地区或全球各国家）。本校委外的医療

保险属于一般商业保险，保险范围仅限于意外医療（比方說事故交通意外等），对于

一般感冒发烧、牙疼、皮肤过敏等一般症狀就医费用，将无法申请费用。 

其他 

信息 

德明财经科技大学所在地区生活费（仅供參考） 

1. 手机话费：手机号(易付卡)初次申请费用约 NTD 350 元（每分钟通话费约NTD 6元，

依各通讯公司之实际费率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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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交通费：大台北市区公車视距離一趟约NTD 15-30 元，捷运地铁视距離一趟约NTD 

20-50元（较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4. 书籍费：新台幣4,000元  

5. 其它生活费用：视个人习惯，预估一个月约新台幣3,000~ 5,000元 

备注 

說明 

1. NTD 即新台币之简称，其他费用仅供參考。 

2. 学生来回机场接驳部份，由本校安排。 

缴费

说明 

1. 支付费用总额明细见下表 

2. 支付寶：http://school.yuantabank.com.tw/school/ 

報名確定由廣西教育廳彙整名單，由本校提供學號後即可在網路上繳費 

3. 汇款账户： 

收款银行：台湾土地银行  内湖分行 

BANK NAME： LAND BANK OF TAIWAN  Neihu Branch 

SWIFT CODE【收款银行代码】：LBOTTWTP064 

收款银行地址：NO.156, Sec.6, Minquan E. Rd.,Neihu Dist., Taipei City 114, Taiwan 

收款银行电话：02-27963088  EXT 210 

收款人名称：德明财经科技大学 

http://school.yuantabank.com.tw/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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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Tak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收款人账号：064-051-022503 

4. 支付方式： 

(1) 报名确定缴交申请数据后由本校办理入台证申请，並提供個人入學學號後，即

請採用匯款或支付寶方式繳交每人新台幣75,000或等额之美金 ，缴费期限至每

年7月15日止。 

(2) 已申请入台证同学，如放弃来台申请，请缴交作办证费用新台币$650。 

2017 年春季班德明财经科技大学研习交流生收费一览表 

费用明细 新台币 人民币 说明 

学费 32,000 7,273 学生选修 15-25 学分费  

住宿费 36,000 8,181 

四人一室(含水、电、瓦斯、无线 wifi) 

每月人民币 1,818/人*4.5 月 

共计人民币 8,181/人  (不含寝具) 

入台证 650 148 政府统一规定 

境外人身平安保险 2,287 520 200 万(含 10 万意外医疗险) 

接送机 800 182 统一安排 

行政处理费 3,263 742 本校行政作业及税费 

总计 75,000 17,000 新台币:人民币以 1:4.4 计算 

 注 1： 新台币:人民币以 1:4.4 计算 

 注 2： 计算机课程实习费(新台幣$800)(如选课为计算机课才需缴交) 

 注 3： 寝具請自理 

伍、重要事项提醒   

一. 2017 秋季班学期时间为 2017.09.18~2018.01.21 

二. 来回程机票务必订妥－短期研修学生于购买机票时，务必事先订好来回程机票，以免

出境时无法出关。因入台证停留期限约 128 日，切勿太早入境，以免期末考应试不及。 

三．接机安排时间－本校将安排专人接机。2017 年秋季班接机时间为 2017.9.16（六），请

预先告知抵达桃园机场航班，以利安排到校入住程序。 

四．桃园机场第二航厦接机会面点－出境后于出口处左转，南方会面处集合。 

五．若于其他时间抵台或离台，请先行告知，另作安排。 

六．万用转接器提前准备－台湾电压 110 V（中国大陆电压 220 V）；台湾插头 2 扁头/2

扁 1 圆头（中国大陆 3 圆头）。 

 

台湾联络人：文 郁  (國際交流事務專案經理)     e-mail:eliseg2236@gmail.com                 

联络电话: +886-927-195-130  

地址:114 台北市内湖区文湖街 81 巷 5 号 2 楼，推广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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