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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大學簡介 

本校於民國 90 年創校，創辦人汪廣平先生，力行張伯苓先生「人能弘道勇

於實踐」的辦學精神，一生致力興學，並由汪大永博士秉其理念主持校務，以「熱

情、理想、實踐」為明道精神。校園位於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彰南平原，遠離都會

塵囂的繁雜擁擠，校園活動以人文精神為導向，保留大片綠地並規劃復育濕地，

低矮建築隱身於樹叢林蔭之間；尊重人，更尊重大自然。 

初期，全校師生一同住校，藉由親密的互動增加如家人般的情感，為學生精

心規劃全人教育，讓年輕學子在學習的同時知福惜福；享有，也學著付出。 

辦學成效深獲各界肯定，民國 96 年 8 月奉教育部核准改名明道大學，本校

目前設有人文、管理、設計、應用科學院等 4 個學院，共 17 個學系（含 16 個進

修學士班）、11 個研究所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及產業研發碩士專班）、1 個學士學

位學程，目前學生總人數約七千多人。 

「培育專業務實、多元廣博、慎思明辨、果敢有為的下一代公民」，係明道

大學規劃肇始即予揭櫫之建校理念。由塑造寧靜致遠的校園環境，創新整合的學

系架構跨學系之學程設計及資源整合，熱忱負責的教師陣容，到貫徹產學合一的

建教實習等政策，均以此共通理念為依歸，以奠定優良傳統校風，以彰顯私人興

學、書生報國之志。 

校址相鄰田尾、北斗、溪州及埤頭四鄉鎮，為一片人口十三萬的農業區，天

然資源缺乏、工商業落後、藝文休憩等公共設施需求殷切，且當地年輕人口嚴重

外流，導致人口負成長。本校設立，將從教育的觀點，協助推動地區之環境改造，

參與公共政策，結合地方特色，推動區域建設。如田尾鄉可將現有之傳統鮮花市

場，發展成精緻及專業之園藝花卉；綿延長達一公里遠的公路花園，及未來之台

糖農園休閒區等，富有休閒教育資源，故本校設立造園景觀學系，培育景觀設計

人才，提昇地方產業，並首創設立全國第一個精緻農業學系。而資訊、管理、設

計等學系及教育研究所，將可大幅提昇區域之文教水準，帶動社區建設，回饋鄉

里，並推廣終身教育與回流教育，提昇文化，改造社區，開啟地方發展新契機。  

為因應公元二千年國家重大發展藍圖，如亞太營運中心及金融中心、東亞科

技島以及海峽兩岸經貿文化交流等大量管理及技術人才之需求，本校設置有管

理、應用、高品質休閒、推廣服務單位 ..... 等，以做育新生代人才。課程設

計注重實務，討論中強調「案例分析」以增長學生實務經驗，並以「專案研究」

帶領學生深入瞭解業界實況。「實務實習」課程將直接在職場進行，並訓練學生

獨立分析、資訊研判與參與協調等能力。 

 

 

 



International Student Handout 

明道大學 MingDao University 
2 

 

 

 

 

 

 

 

 

 

 

 

 

 

 

 

 

 

 

 

 

 

 

 

 

 

 

 

 

 

 

 

 

 

 

 

 

 



International Student Handout 

明道大學 MingDao University 
3 

校園導覽 

 

 

 

 

 

 

 

 

 

 

 

 

 

 

 

 

 

 



International Student Handout 

明道大學 MingDao University 
4 

 

 

 

 

 

 

 

 

 

 

 

 

 

 

 

 

 

 

 

 

 

 

 

 

 

 

 

 

 

 

 

 

 

 

 

 

 



International Student Handout 

明道大學 MingDao University 
5 

各系所介紹 

人文學院 

� 系所  

1. 國學研究所（碩、博士班） 

2.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含碩專班） 

3. 中國文學學系（碩士班） 

4. 應用英語學系 

5. 應用日語學系 

 

� 附屬中心 

1. 華語文教學中心 

2. 附設幼稚園 

 

� 學院特色 

本校成立於 2001 年，設校之初，依據人格、人文、人才之教育理念，首先

成立應用英語學系及應用日語學系，希望透過外國語文的訓練，加深國人對西方

及日本文化的認識，並培育優秀的人才，加強科技經貿交流；2003 年成立中國

文學學系，冀能深化國人對本國文化的陶冶，並確實體認自身文化的整體精神面

貌，以期 知己知彼，成為東西文化相互溝通、融攝的橋樑。同年，又成立教學

藝術研究所 2009 年改名為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希望藉著完善的教學方法與策略

之研究，增進教育的績效。2004 年，為提升國學研究的學術層級，又增設國學

研究所，著重書畫篆刻易學與國學相關領域高及人才之培育，形成完整的人文教

育內含。五個系所至此正式訂名為人文社會學群，由陳維德教授擔任召集人；至

2007 年，本校通過改名「明道大學」，正式成立人文學院，由陳維德教授擔任第

一任院長，次年籌設華語文教學中心，為學生提供教學之訓練成為職業教育之一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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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 系所 

1. 企業高階管理碩士班（EMBA） 

2. 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碩士班） 

3. 餐旅管理學系 

4. 休閒健保學系 

5. 國際行銷與運籌學系 

6. 財務金融學系 

7. 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 學院特色 

目前管理學院下設五個大學部學系：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含碩士班)、餐旅

管理學系、休閒保健學系、國際行銷與運籌學系、財務金融學系，各學系均設進

修學士班(財務金融學系進修學士班預計 99 學年度招生)；此外，本院亦設管理

學位學程(進修學士班)、企業高階管理碩士班(EMBA)。 

課程盡量安排理論與實務專長之雙教師配搭授課，授課內容豐富精彩實用，

培育學生具備企業所需之理論與實務專業能力。強調優質之教學品質，每學期追

蹤考核教學評量分數未達 4.5分以上之科目及評量項目，要求授課教師提出具體

改善作為。 

訓練學生考取企業所需之專業證照，藉由安排各種專題演講，及企業參訪，

讓學生更了解即時之企業環境，激勵學生之自我學習動機，鼓勵學生努力學習並

考取有效之專業證照，甚至考取跨領域之專業證照。 

目前之企業面臨完全競爭、微利、與嚴峻之挑戰，企業經營充滿不確定性，

而且全球化發展帶來機會也充滿威脅，企業為提升經營效率無不要求其員工須具

備更專 業，更多元專長，與更能自主管理之能力。本院鼓勵學生修讀輔系與雙

主修，使學生具備多元專長，以加強學生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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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院 

� 系所 

1. 設計學院碩士班 

2. 數位設計學系 

3. 時尚造形學系 

4. 景觀設計學系 

5. 綠環境設計學系 

 

� 學院特色 

本院係由具相同設計理念之五個系所組成，包括設計學院碩士班、景觀設計

學系、數位設計學系、時尚造形學系及綠環境設計學系。 

依本校之「綠能有機健康」產學型大學定位，設計學院以「創意無限、設計

未來」為教育目標，輔以「文化創意設計、綠色空間營造」為發展重點。以文創

產業為根基，強調創意落實，產學合作及國際化與跨領域設計整合為主，特色如

下： 

（一）以地方文化為基礎，發展設計根基在地化。 

（二）結合產學實務之合作，發揮設計創意具體化。 

（三）以跨領域為導向，完成多元設計整合化。 

（四）結合產業、科技與生活，達成整體設計之未來性。 

 

 

 

 

 

 

 

 

 

 



International Student Handout 

明道大學 MingDao University 
10

 

 

 

 

 

 

 

 

 

 

 

 

 

 

 

 

 

 

 

 

 

 

 

 

 

 



International Student Handout 

明道大學 MingDao University 
11 

應用科學院 

� 系所 

1.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2. 精緻農業學系 

3. 資訊傳播學系（碩士班） 

4. 資訊傳播學系 

5. 生物科技學系 

6. 光電暨能源工程學系（碩士班） 

� 附屬中心 

1. 能源研究中心 

2. 太陽光電研究中心 

3. 表面工程研究中心 

4. 農業暨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 學院特色 

應用科學院設有精緻農業學系、資訊傳播學系（含碩士班）、材料科學與工

程學系（含碩士班）、生物科技學系、光電暨能源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共五個

學系，並以「綠能、有機、健康」作為研究發展之主軸，已奠立豐碩成果。尤其

在能源與有機農業領域、在國內及國際都具有領先的影響力。 

為切合當前國家科技重點發展政策及因應中部科學園區及中部科學院區四

期二林園區光電半導體產業及高科技相關產業專業人才大量需求，並著眼臺灣農

業暨生物科技提升與精緻化之遠景，創新以奈米、薄膜、光電、半導體、能源及

農業暨生物科技應用為本院的研究發展方向，擬定以薄膜暨奈米科技為基礎、發

展薄膜製程與系統技術、光電半導體、潔淨能源及農業暨生物科技等四大領域為

發展重點，並強調基礎科學與應用研究並重。 

本院積極整合研究團隊，全力貫徹本校「潔淨能源示範校園」之建構，將明

道大學校園建設成為全臺灣最具特色的潔淨能源之示範校園。同時將系所研究成

果企業化，輔導畢業校友成立創新育成公司。將竭力整合院相關系所師資專業專

長，建立跨領域合作研究團隊，完成理論與實務兼具科技專業人才的培育，達到

百分百就業與升學目標。因應人力市場需求現況增設相關系所，加速相關人才之

培育。整合院相關系所師資專長及研究資源，建立能源科技相關研究團隊，全力

推動綠色能源科技研發，發展成為全國在能源相關領域研究發展最具特色的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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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行政單位介紹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位於伯苓大樓四樓，設立之宗旨在於促進國際學術合作，以協助

師生邁向國際化，致力於雙學位機制、交換生計畫、國際學生招生及國際合作交

流之推動，並結合教務、學務及系所等行政與教學單位之整體資源建構拓展國際

化之學習環境。 

 

� 組織與工作執掌 

 

史乃鑑處長 

Mail：naichien@mdu.edu.tw 

電話：04-8876660 ext 2000 

 

劉志鈺副處長 

Mail：james-liu58@mdu.edu.tw 

電話：04-8876660 ext 2010 

 

計畫主持人：林彥伶老師  

Mail：anlin@mdu.edu.tw 

電話：04-8876660 ext 7125 

 

計畫主持人：洪奇楠老師 

Mail：h50089@mdu.edu.tw 

電話：04-8876660 ext 7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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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主持人：張珮珍老師 

Mail：janechang@mdu.edu.tw 

電話：04-8876660 ext 7819 

 

成員：陳怡芬 

Mail：serena@mdu.edu.tw 

電話：04-8876660 ext 2002 

負責業務 

1. 協助簽定校際協議書或備忘錄、策略聯盟合約、交換學生

協調書等。 

2. 辦理交換學生甄選、分發、說明會。 

3. 東南亞地區（不含馬來西亞）國際交流業務。 

4. 協助辦理大陸地區學生來台相關事宜。 

5. 協助辦理校際外賓來訪之行程安排、聯繫、協調及接待等

相關事宜。 

6. 處務會議時間安排及議程之彙編。 

7. 預算彙整及經費控管核銷。 

8. 各項公文處理及其他交辦事項 

 

成員：邱鈺穎 

Mail：kelly@mdu.edu.tw 

電話：04-8876660 ext 2003 

負責業務 

1. 大陸地區招生入學、學術交流事宜。 

2. 大陸地區短期交流活動相關事宜。 

3. 大陸地區學生來台相關事宜。 

4. 大陸地區校際外賓來訪之行程安排、聯繫、協調及接待等

相關事宜。 

5. 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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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李玗嫻 

Mail：yhl@mdu.edu.tw 

電話：04-8876660 ext 2004 

負責業務 

1. 香港、澳門、馬來西亞地區國際招生入學、學術交流事宜。 

2. 馬來西亞地區海青班招生入學事宜。 

3. 香港、澳門、馬來西亞地區校際外賓來訪之行程安排、聯

繫、協調及接待等相關事宜。 

4. 提供外國學生各項申請入學相關問題諮詢與回覆。 

5. 各項教育展年會參展／與會之評估與規劃。 

6. 辦理國際學生各類獎學金核發及資料繳交及其他交辦事

項。 

 

成員：楊孟慈 

E-mail：mengciyang@mdu.edu.tw 

電話：04-8876660 ext 2006 

負責業務 

1. 美洲、大洋洲地區招生入學、交流業務事宜。 

2. 協助辦理境外學生入學、報到相關事宜。 

3. 協助國際學生各類獎學金核發及資料繳交。 

4. 其他交辦事項。 

 成員：朱敏 

E-mail：mj0919@mdu.edu.tw 

電話：04-8876660 ext 2006 

負責業務 

1. 歐洲國際招生入學、交流業務事宜。 

2. 其他交辦事項。 

 成員：顏佳琪 

Mail：chiachiyen@mdu.edu.tw 

電話：04-8876660 ext 2005 

負責業務 

1. 招生文宣、禮品設計。 

2. 招生資訊網及國際事務處網頁設計管理。 

3. 活動攝影及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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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 綜合業務組 

負責學生成績、選課、學分抵免、學籍管理等業務，以及申請各類證明文件

（例如：中∕英文成績單、學生證補發…等） 

� 組織與工作執掌 

職稱 姓名 業務項目 分機 E-Mail 

組長 盧炳政 綜理業務 1111 hadawaylu@mdu.edu.tw 

組員 游曉琪 

管理學院系所業務 

(註冊/學籍/課務/成績/資料歸

檔等) 

1112 kkb@mdu.edu.tw 

組員 楊采蓉 

人文學院系所業務 

(註冊/學籍/課務/成績/資料歸

檔等) 

1113 chloe@mdu.edu.tw 

組員 吳淑真 

應用科學院系所業務 

(註冊/學籍/課務/成績/資料歸

檔等) 

1114 jane1624@mdu.edu.tw 

組員 林雅麗 

設計學院系所業務 

(註冊/學籍/課務/成績/資料歸

檔等) 

1115 yiu6299@md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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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 各組介紹 

提供各項包含學生住宿、請假、獎懲、操行成績評量管理、學生社團、學生

健康檢查、學生生活輔導、僑外生出（入）境、工作證、健保申請。 

� 境外生輔導組 

成員介紹 單位業務 

 

徐潔方 組長 

分機：1271 

e-mail： 

jack@mdu.edu.tw 

 

顧沛杰 助理 

分機：1272 

e-mail： 

kulc9782@mdu.edu.tw 

1.境外學生名單通報。 

2.辦理境外學生保險及理賠服務。 

3.辦理境外學生居留證、工作證、手機

門號、郵局開戶。 

4.辦理境外學生春節、端午節、中秋節

活動及自強活動辦理。 

5.境外生操行及獎懲記錄。 

6.境外生請假業務。 

7.辦理境外生獎學金申請。 

8.辦理海青班在學學行優良獎。 

9.境外生接機事宜。 

10.海青班工讀申請。 

11.辦理海青班畢業典禮。 

12.寒暑假境外生返國調查並開立出入

國證明。 

13.境外生期初始業式及期末愛校座談

會。 

14.境外生生活輔導相關業務。 

� 課外活動指導組 

辦理社團博覽會，輔導各類學生社團活動及成果發展，並推動校內各類活動。 

聯絡分機：1201、1203 

� 諮商輔導中心 

提供學生個別諮商、晤談、轉介等輔導諮商服務，協助同學自我探索，解決

生活及心理上的困難，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和方向。 

聯絡分機：1202、1212～1214 

� 住宿組 

辦理校內宿舍綜合業務、賃居生、工讀生訪視與座談會相關業務、學生宿舍

管理及樓長選、訓、用。 

聯絡分機：1251、5700+399、57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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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注意事項 

� 報到與宿舍進住 

國際學生請於兩週前告知您的班機時間，於開學前一週抵達明道大學，國際

事務處與學生事務處境外生輔導組之行政人員將協助接機與宿舍進住之相關事

宜。 

� 註冊 

◎ 註冊流程 

1. 上網填寫學籍資料記載表。 

2. 住宿申請。 

3. 下載註冊繳費單至台新銀行、郵局臨櫃繳款或使用信用卡、自動櫃員機轉帳

方式繳費。 

（註：若為身心障礙學生請記得於網路註冊系統填寫資料時確實填寫「身心障礙

學生需求調查表」。詳細可參考諮商輔導中心網頁 http://www.mdu.edu.tw/~ccg/） 

◎ 開學後請繳交下列文件： 

1. 學籍資料卡。 

2. 居留證影本。 

3. 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影本。 

4. 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影本。 

5. 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核發之出境紀錄（外國人或僑民免附）。 

6. 護照影本。 

7. 外國學歷切結書（網址 http://www.mdu.edu.tw/~oaa/file/sform/cd/s14.doc）。 

� 新生健康檢查 

請國際學生可依本校學務處境外生輔導組網頁自行下載「健康檢查乙表」各

大醫院自行健康檢查，而後健康檢查表請繳至國際事務處。人數較多之班隊由學

務處境外生輔組配合生活輔導組統一協調鄰近合格醫院辦理健康檢查。 

◎ 注意：臺灣各大醫院健檢費用 

一般學生：新台幣 1,600 元整 

餐旅系學生：新台幣 1,650 元整（由於檢驗項目多了 A型肝炎，因此費用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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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生新生入學輔導 

辦理單位：國際事務處、學生事務處境外生輔導組、國際學生聯誼社 

因國際學生們的語言、文化背景、習俗、飲食習慣不同，本校為協助國際學

生在臺、在校生活，規劃國際學生新生入學輔導，協助輔導國際學生了解臺灣道

德教育、在臺居留相關法令、學校相關訊息、生活常規及校園與北斗、溪洲生活

環境介紹，透過此活動，希望能幫助國際學生盡快融入明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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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新生辦理在臺居留標準作業流程 

 

� 辦理居留事宜辦理居留事宜辦理居留事宜辦理居留事宜與重入國許可與重入國許可與重入國許可與重入國許可 

居留證就如同外籍學生在臺灣的臨時身分證，是您居留在臺灣的身份證明文

件，請務必妥善保管並隨時注意您的居留期限。另外，無論您是持居留簽證入境

臺灣，或是在中華民國境內獲改換發居留簽證者，請您務必於入境次日，或是居

留簽證簽發日起 15 天內，向您居住地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各縣（市）服務

站申請您的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 

辦理項目 應 備 文 件 處理時限 

外僑居留

證 

1. 申請書，照片1張（同身分證規格）。  

2. 護照及居留簽證正本及影本各1份。  

3. 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各1份。  

就學：a.留學-最新學期已註冊之繳費證明單或學

生證。 

b.學中文-在學證明、出席紀錄。  

4. 證件費：  

（1）1 年效期：新臺幣 1,000 元。  

（2）2 年效期：新臺幣 2,000 元。  

（3）3 年效期：新臺幣 3,000 元。  

（4）僑生：新臺幣 500 元。  

（5）污損（附毀損舊證）、遺失（檢附具結書）或

資料變更重新申請：新臺幣 500 元。 

15 個工作天 

重入國許

可 

1. 申請表1份。 

2. 護照或外僑居留證正本(驗畢發還，無需影印)。 

3. 相關證明文件：  

（1）外籍勞工：在職證明書。 

（2）僑生：同意書1份。 

※學期中：由本校學務處境外生輔導組出具同意書

或由其直接於申請表上核蓋學校僑輔單位章戳確

認視為同意。 

※寒暑假：由本校學務處境外生輔導組或僑委會僑

輔室出具同意書或逕於申請表上核蓋章戳視為同

意。 

※一般外僑於辦理外僑居留證，逕行核發多次重入

國許可。  

半個工作天 

 

提供個人資料 → 辦理居留事宜→ 辦理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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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由申請人親自或委託他人檢具前述文件向居留地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各縣（市）服務站提出申請，惟委託他人代辦者，應於申請表上填寫委託聲明或

另附委託書。 

其他注意事項： 

1. 持居留簽證入境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獲改換發居留簽證者，應於入境次日或居

留簽證簽發日起 15 天內，向居留地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各縣（市）服

務站申請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 

2. 持外僑居留證者，倘須在效期內出境並再入境，應申請外僑居留證時同時申

請重入國許可。 

3. 外國學生於居留期限到期前 1 個月內得辦理延期；惟如於 7、8、9 月到期者，

因遇暑假期間，得提前至 6 月 1 日起辦理延期。 

4. 未於居留期限內辦理延期者，主管機關得廢止當事人居留資格，並限令出國。 

5. 外僑居留證遺失或因故污損申請換發者，須繳納換證費用新臺幣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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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機關相關資訊辦理機關相關資訊辦理機關相關資訊辦理機關相關資訊    

外交部中部辦事處 

機關地址： 

臺中市黎明路二段五○三號一樓 

(「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廉明樓)  

總機：(04) 22510799  

傳真：(04) 22510700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08：30 ～下午 17：00 (中午不休息) 

(※護照親辦試辦期間 100 年 3 月 1日至 6 月 30日，申辦護照櫃台

每週三延長辦公時間至 20：00止)  

緊急聯絡電話： （假日及下班時間緊急聯絡電話） 

(03) 398-2629  

(03) 383-4849   

(03) 393-2628  (一期航廈) 

(03) 398-5805  (二期航廈)

服務信箱：：：：taichung@bo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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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彰化縣服務站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彰化縣服務站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彰化縣服務站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彰化縣服務站（本校主要服務單位）    

機關地址：彰化縣員林鎮和平街 18 號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08：00～下午 17：00 

（中午不休息） 

聯絡電話： 

(04) 8349614 

(04) 8347640 

(04) 8343307 

(04) 8344830 

傳真：(04) 8349106  

網站地址網站地址網站地址網站地址：：：： http://www.immigration.gov.tw/mp.asp?mp=S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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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保險辦理保險辦理保險辦理保險 

來臺未住滿六個月之僑生：加入僑保（622∕六個月） 

來臺未住滿六個月之外籍生：加入僑保（3000∕六個月） 

來臺住滿六個月之外籍生：加入全民健保 

（僑生：374 元∕月；外籍生：749 元∕月） 

已加入全民健保但尚未請領健保 IC卡者：填寫「請領健保 IC卡申請表」，貼上

照片，居留證（正反面）影本貼於背面。 

所需證件： 

1. 加保申請書 

2. 健保 IC卡申請表（從未領取健保 IC卡者） 

3. 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4. 2吋照片 

補充說明： 

1. 由學校加保 

2. 持臺灣居留證由學校投全民健保之僑生 

♦ 父母、祖父母不在台灣：學校加保（僑委會補助 375 元∕月） 

♦ 父母不在台灣，但祖父母在臺灣：學校加保（僑委會不補助） 

� 其餘辦理事項其餘辦理事項其餘辦理事項其餘辦理事項 

全民健保轉出 

狀態 申辦期限 所需證件 

休學、退學 轉出申請單 

畢業 
立刻申辦 

轉出、退保申請單 

健保復保 

狀態 申辦期限 所需證件 

復學 立刻申辦 轉出申請單 

補辦健保卡 

狀態 申辦期限 所需證件 費用 

遺失、詆毀 立刻申辦 
健保 IC卡申請表 

居留證正反面 
新台幣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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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生國際學生國際學生國際學生、、、、僑生僑生僑生僑生新生入學團保新生入學團保新生入學團保新生入學團保 

保險期間：入學最初六個月。 

參加保險之外籍生在保險有效期間內因傷病保險事故須門診治療時，步驟如下： 

1. 應至學務處境外生輔導組領取門診就診單（緊急時可由本校校安中心提供），

至特約醫療院所就診，門診費用先行自付，再向醫院索取收據及明細正本及門

診就診單（附有看診醫師的簽名）。 

2. 請務必至特約醫院看診。 

3. 看完診後，請務必檢附下列文件至本處，我們會協助您辦理理賠。 

（1）收據及明細正本。 

（2）門診就診單（附有看診醫師的簽名）。 

（3）理賠金匯款之存摺封面影本（請寫上 ARC 號碼）。 

（4）保險理賠申請書，至學生事務處境外生輔導組時再索取此表格當場填寫。 

保險醫療給付項目如下： 

保險給付範圍：限於臺灣地區之醫療行為。投保前之傷病及保險公司規定之

特殊疾病及醫療行為不給付。一切權利與義務悉依「外籍生傷病醫療保險實施要

點」為準。 

1. 門診： 

（1）診療、處置或手術。 

（2）藥劑、注射。 

（3）治療所必需之材料及檢驗、檢查。 

2. 住院： 

（1）診療、處置或手術。 

（2）藥劑、注射。 

（3）治療所必需之材料及檢驗、檢查。 

（4）護理、三等病床及膳食之供應。 

投保外籍生因傷病事故必須就醫醫療時，皆可就診。但有下列情形者承保機

構不負給付之責： 

1. 自殺行為、酗酒、吸食違禁藥品或犯罪行為和戰爭變亂所致之傷害或疾病。 

2. 不孕症、懷孕、流產或分娩及其所引致的併發症。 

3. 健康檢查、視力矯正、預防注射、外科整型美容、洗牙、假牙、義肢、義眼

或其他附屬之裝置。 



International Student Handout 

明道大學 MingDao University 
32

4. 救護車、診斷證明書、指定醫師費、特別護士看護、陪伴費、非治療之用品

費。 

5. 紅斑性狼瘡（先天性）、血友病、多汗症、愛滋病、性病、先天性疾病、結紮

手術、器官移植、投保前之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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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校外工作許可證 

國際學生如果想在臺灣工作（不論是在校內或校外），依規定必須先申請並取得

工作許可證後，才能工作，未申請工作許可證之國際學生，不得工讀，若未依規

定申請工作證，而受僱為他人工作者，得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15萬以下之罰

鍰。 

� 申辦方式申辦方式申辦方式申辦方式 

1. 親自送件至職業訓練局收件櫃檯 

2. 掛號郵寄（請特別註名：職訓局綜合規劃組 申請聘僱外國專業人員 ） 

� 申辦地點申辦地點申辦地點申辦地點 

行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 83 號 1樓） 

� 所需證件所需證件所需證件所需證件 

1. 行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申請書 

（http://www.evta.gov.tw/content/download_file.asp?uid=11272&file_sno=1） 

2. 明道大學外國留學生、僑生、及華裔學生工作許可申請表（請洽學生事務處

境外生輔導組，分機 1271、1272）。 

3. 學生證影本（黏貼於申請書上）。 

4. 最近 1 學期之成績證明或語言課程全年之成績單。 

5. 有效護照影本、外僑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6. 兩吋照片一張（黏貼於申請書上）。 

7. 繳交審查費之郵政劃撥單收據正本（每人新臺幣一百元整）。申請人可至郵局

劃撥，戶名：行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聘僱許可收費專戶，劃撥帳號：

19058848，或直接至職業訓練局櫃檯繳費。 

8. 外國留學生除上述文件外，尚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其中之一： 

（1）其財力無法繼續維持其學業及生活，並能提出具體證明者。 

（2）就讀學校之教學研究單位需外國學生協助參與工作者。請雇用之教學研究

單出具證明，並將該證明附於申請證明書之後或黏貼於申請證明書之申請

理由欄內。 

（3）與本身修習課程有關，需從事校外實習者。請開課系所出具證明，並將該

證明附於申請證明書之後或黏貼於申請證明書之申請理由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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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有影本文件均應加註「與正本相符」之文字並由申請人蓋章或簽名。 

� 申請流程申請流程申請流程申請流程 

1. 填寫申請表及檢附相關應備文件。 

2. 經就讀系所同意，於申請書上加蓋系所戳章或指導教授戳（簽）章。 

3. 附上系所或相關單位開立之相關證明文件。 

4. 持申請表及前項證明文件至學生事務處境外生輔組加蓋戳章。 

5. 將申請表及所有應備文件送至職業訓練局收件窗口辦理或掛號郵寄至職業訓

練局。 

� 其他相關規定其他相關規定其他相關規定其他相關規定 （（（（許可期限許可期限許可期限許可期限、、、、罰則罰則罰則罰則、、、、工作許可之終止工作許可之終止工作許可之終止工作許可之終止）））） 

1. 外國留學生，應符合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規定之外國學生身分。 

2. 依據「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外國留學生必須來臺修習一

學期課程或語言課程一年以上，始得申請工作證。 

3. 工作許可期間最長時間為 6 個月。 

4. 於上學期申請者，工作許可證之期限至次學期 3 月 30日止﹔於下學期申請者

工作許可證期限至同年的 9 月 30日。 

5. 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時數為 16小時。 

6. 若未依前項規定，職業訓練局得依就業服務法廢止其工作許可。 

7. 未依規定申請工作許可，即受聘僱為他人工作者，依就業服務法，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十五萬以下之罰鍰。 

8. 學生因休學、退學者，若工作許可證仍在有效期限內，應將工作許可證繳回

學生事務處境外生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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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 

� 臺灣獎學金 

臺灣獎學金受獎生請注意，獎學金辦法規定：「受獎生必須完成註冊手續，

且領有居留事由為就讀明道大學之有效期間居留證，才可領取獎學金」。簡單來

說，受獎生必須先準備足夠費用繳交學費，完成註冊程序後，才能領得到獎學金。

另現已領有居留證但居留事由不是「就讀明道大學」者，請先申請變更居留事由，

才可領取獎學金。 

1. 依現行臺灣獎學金作業要點規定 

（1）受獎學生在校學業、操行成績或出缺席紀錄未達本校規定標準者，依本校

規定，予以停發或註銷本獎學金。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未達本校標準者，

停發一個月獎學金；近二個連續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未達本校規定標準者，

註銷自下一學期起之受獎資格。（因為現在教育部及外交部的成績標準不

同，我想不要放成績標準在上面但可以把兩個部會有相同的規定放上去） 

（2）受獎生須於每學期註冊時，向本校提具居留事由為「就讀–明道大學」之外

僑居留證影本，如未提具者停發或註銷獎學金。 

（3）受獎生須完成註冊後，再由就讀學校按月核發獎學金。 

2. 其他相關規定 

（1） 依本校規定的繳費期限內，繳交學雜費後，持學生證至教務處加蓋已註章。 

（2）受獎生倘以交換學生或雙(聯)學位生身份出國就讀，即註銷獎學金資格，

所餘受獎期限不得保留或展延。 

（3）受獎生如遇休、退學及畢業時，即註銷停發其獎學金。 

（4）受獎生不得重複請領我國政府機關（構）、學校設置之獎學金，倘若同時獲

得核定獎學金，應擇一領取；如重複領取，經查證屬實，將註銷其受獎資

格，並追繳獎學金。 

（5）完整的臺灣獎學金辦法請參臺獎計劃辦公室網站： 

https://taiwanscholarship.moe.gov.tw/web/introduction.html 

 

� 僑生獎學金 

1. 教育部獎勵海外優秀華裔學生回國就讀大學校院獎學金 

﹙1﹚申請資格︰依據「教育部獎勵海外優秀華裔學生回國就讀大學校院獎學

金核發要點」之規定，每學年度經海外聯招會錄取分發各梯次第一、二、

三各類組分發總成績前三名，且成績排名為該梯次前百分之一之華裔青

年得申請本獎學金。 

﹙2﹚獎勵方式︰本獎學金第一學年註冊入學即核發新台幣十五萬元；在學期間

﹙不含應屆畢業當年﹚每學期修習九學分以上，學業總成績在全班最高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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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十以前，每學年核發新台幣十二萬元。前一學年成績未達標準不得申

請。但成績再達標準者，得再申請。 

﹙3﹚申請程序：第一學年符合申請條件者，應於第一學期註冊日起一個月內，

檢附海外聯招會發給之錄取通知正本及成績名次證明書向肄業學校提出

申請。第二學年以後，於每學年第一學期註冊日起一個月內，檢附上學年

度上下學期成績單，向肄業學校提出申請。 

2. 僑委會設置之僑生獎助學金 

﹙1﹚大專院校優良僑生獎助學金︰大專院校二年級（五專四年級）以上在學

僑生，其上一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均列甲等

者，得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後一個月內，檢附成績單由就讀學校核

轉僑委會審核，每名五千元。 

﹙2﹚在學僑生工讀金：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來臺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之在學僑生，並以清寒僑生為優先，每名每月工讀金新臺幣 2500 元。 

（3）華僑捐贈獎助學金︰計有六十餘種，由學校針對各項申請條件公告，凡

符合條件之僑生檢附成績單，向學校提出申請，並由就讀學校核轉僑委

會審核。為求公平起見，各種捐贈獎助學金合併統一開會審核，未符合

某種類之最高額獎助學金條件者，依次遞補至其他種類獎助學金，目前

捐贈獎助學金最高為一萬五千元，最低為五千元。 

 

� 其他獎學金 

申請日期 每學期頒發，無需申請，由學校主動發給 

名額 每班各三名 
書卷獎(班級前三名) 

金額 

第一名：NT$3,000 元 
第二名：NT$2,000 元 
第三名：NT$1,000 元 

申請日期 依僑委會核定公文公告後提出申請 

名額 依僑委會核定名額 
海青班助學金 

金額 
每月 NT$2,500 元 
每月須服務時數 23小時 

申請日期 每年 9 月份提出申請 

名額 
依僑委會審核資料後核定名額 
學業及操行平均成績皆達 80分以上 

僑委會學行優良獎學金 

金額 NT$5,000 元及獎狀乙幀。 

申請日期 由學務處境外組或各單位公告 

名額 依需求單位公告 校内工讀機會 

金額 NT$109 元/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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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課程資訊與申請表格 

� 華語文教學中心簡介華語文教學中心簡介華語文教學中心簡介華語文教學中心簡介 

明道大學於 98 年成立華語文教學中心，於同年 3 月起對內開班招收第一期

華語師資培訓班，並於暑期安排學員至馬來西亞、越南及英國等地實習，培育華

語種子教師。 

對外則招收外籍人士就讀華語文研習班，研習班課程設計多樣化而扎實，語

言學習與文化課程兼具。語言課程依學員程度分班教學，每班採 20 人以下小班

制；文化課程結合國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學系的書法、篆刻、茶道課程、餐旅管

理學系的中餐烹飪課程、時尚造型學系的臺灣織品編織課程，輔以校園內開悟一

樓「龍壑藝廊」「追風詩牆」經常展出書法名家、詩人作品，外籍生體驗中華文

化可謂隨手可掬。 

 
 

� 外籍外籍外籍外籍人士人士人士人士華語文研習班華語文研習班華語文研習班華語文研習班    

班別 開課時間 上課週數 學費 申請期限 

春季班 3 月 1日~5 月 31日 12 NT$25,800 2 月 1日 

秋季班 9 月 1日~11 月 30日 12 NT$25,800 8 月 1日 

冬季班 12 月 1日~2 月 28日 12 NT$25,800 11 月 1日 

暑期班 7 月 5日～8 月 28日 8 NT$17,200 6 月 1日 

 
1. 課程安排每一期為三個月（12 週），另開設暑期班(2 個月，8 週)，1 年共計

開班 4次。 
2. 學生入學時，需先接受分班測驗，按程度分班。 
3. 課程內容包含語言課程與文化課程。 
4. 語言課程由「Basic 基礎課程」、「Elementary 初級課程」、「Intermediate 中級
課程」、「Advanced高級課程」構成，內容從基礎發音到日常會話、新聞閱讀

等。 
 

� 課程級別課程級別課程級別課程級別 

程度 上課時數 課程內容 課程目標與說明 

零起點 每週 15小時 

� 漢語拼音∕注音符號 

� 聲調變化 

� 口語發音 

� 漢字教學 

� 使外籍學生能學會漢語拼音方式，

辨別並標出聲調。 
� 透過象形圖片、部首與筆劃協助學

生學習漢字，也引起學生學習漢字

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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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會話 

� 簡易句法練習 

� 漢字教學 

初級班 

� 基本會話 

� 簡易句法練習 

� 漢字教學 

� 初級中文寫作 

� 學生能聽懂簡單的句子、對話及故

事。 

� 學生能簡單地自我介紹（認識肯定

句、否定句與疑問句），學會購物、

打電話、點餐、看病…等生活用

語，並能簡單地溝通。 
� 學生在閱讀方面能簡單地認識了

解對話、故事、書信、藥袋…等內

容，並能看懂常用的標誌與時間。 
� 學生能依所學的辭彙與句法，簡單

地寫出短句。 

中級班 每週 15小時 

� 日常生活與校園生活會話 

� 認識臺灣與中國地理、風

俗與文化 

� 社交會話 

� 旅行會話 
� 文化比較 

� 中華文化、社會、歷史、

人情世故、藝術、傳說、

故事、俗語、成語 

� 短篇文章閱讀 

� 書信與日記寫作 

� 中級中文寫作 

� 能聽懂簡單對話及廣播，並進一步

能聽懂一般社交和一般工作場合所

使用之語句。 

� 能以簡單的詞語詢問、交談並描述

日常事物或各類場合之事物，用中

文表達自己的意見及簡單的話題討

論 

� 能利用字句結構及上下文推測字詞

意義或句子內容，也能閱讀不同主

題之文章。 

� 能寫簡單的書信、故事、便條及心

得感想等，與一般性的摘要、工作

報告。 

高級班 每週 15小時 

� 傳統民俗、傳統戲劇、文

字、醫藥、科技、環保、

消費、休閒等各類話題討

論 

� 商業會話 

� 中國歷史故事 

� 中國小說、散文、詩作、

報章雜誌與現代短篇故事 

� 電視新聞中文 

� 中國文學 

� 中國思想與社會 

�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能聽懂各類主

題的談話、辯論、演講、報導及節

目等。在工作情境中，參與業務會

議或談判時，能聽懂報告及討論的

內容。 
� 對於各類主題皆能流暢地表達看

法、參與討論，能在一般會議或專

業研討會中報告或發表意見等。 

� 能閱讀各類不同主題、體裁的文

章，包括報章雜誌、文學作品、專

業期刊、學術著作及文獻等。 
� 能寫一般及專業性摘要、報告、論

文、新聞報導等，可翻譯一般書籍

及新聞等。對各類主題均能表達看

法，並作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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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證事宜簽證事宜簽證事宜簽證事宜 

    以研習中文為目的者，得持本中心所核發之入學許可，至鄰近中華民國大使

館、領事館或代表處申請多次停留簽證。 

    倘研習時間超過 6 個月，可於就讀滿 4 個月後持憑護照、2 張照片、語文中

心出具之在學證明、上課出勤記錄證明等文件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申請改辦居留

簽證。惟研習之中文學校須為教育部核定設置之國語教學中心。 

(一) 研習中文停留簽證 

外籍人士申請研習中文停留簽證應繳文件 

應應應應    繳繳繳繳    文文文文    件件件件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護照  效期需六個月以上 

簽證申請表  

照片兩張   

入學許可書正本及影本 須經教育部核定設置之各大學附設國語學中心 

研習計畫書正本及影本 內容應包含研習中文動機及研習計畫 

銀行存款證明  

其他視個案要求提供之文件   

費用：除依互惠原則適用免收簽證費國家外，美國護照請繳簽證處理費 140美元；

其它國籍護照：單次 50美元，半年多次 100美元（可由申請人選擇其一） 

 

(二) 研習中文居留簽證 

外籍人士來臺研習中文在臺申請居留簽證手續應繳文件 

應應應應 繳繳繳繳 文文文文 件件件件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1. 教育部認可之大學

所附設之國語文中心

核發之在學證明正本

及影本 

1.  週一至週五，每週至少上課 15小時。 

2.  在學證明內容須證明已就讀滿 4 個月並繼續註冊 3 個月以

上。 

2. 上課出席紀錄證明

正本及影本  
缺課含請假時數不得超過上課總時數之四分之一  

3. 成績單正本及影本 研習期間之測驗成績  

4. 研習計畫書正本及

影本 
內容應包含研習中文動機及研習計畫  

5. 財力證明正本及影

本  
例如銀行存款證明、國外匯款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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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正本及影本 (正本驗

畢退還) 

1. 應繳驗最近 3 個月內由行政院衛生署指定外籍人士體檢國

內醫院或國外醫院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國外健檢證

明須經中華民國駐外館處驗證。 

2. 檢查項目及體檢醫院請參照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

站。 

7. 護照正本及影本  效期 6 個月以上且須有空白頁  

8. 簽證申請表，表上請

黏貼 6 個月內 2吋彩

色照片 2 張  

申請人須親自簽名確認，照片背景請以素色（建議白色）為底

色。表格可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簽證櫃檯領取或自外交部領事

事務局網站下載。  

9. 其他視個案要求提

供之文件  

 

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程程程程 序序序序 

已持簽證目的為研習中文之停留簽證來臺，並已於同一所學校連續就讀滿 4 個月

且繼續註冊 3 個月以上者，得於停留期限屆滿至少 1週前檢具上列各項文件及簽證規

費，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本部中、南、東部辦事處申請改換居留簽證，申請人無須

離臺。本項作業需 7 個工作天，須於停留期限屆滿前 7 個工作天前向外交部領事事務

局提出申請。  

注注注注 意意意意 事事事事 項項項項 

1. 簽證核發為國家主權行為，中華民國政府有權拒發且無須說明原因。未獲同意核

發簽證案件，已繳之簽證規費依法不退還。 

2. 繳文件之正本驗畢後退還。經通知補件而未能於 7日內補齊者，將不予核發簽證，

且所繳之簽證規費不退還。 

3. 居留簽證規費新臺幣 2,200 元（美金 66 元）；相對處理費新臺幣 4,340 元（美金

140 元，目前僅適用於美國籍人士）；獲准在臺改換簽證者，另加收特別處理費新

台幣 800 元（美金 24 元）。  

4. 獲發居留簽證者，應於居留簽證簽發日起 15日內，向居留地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

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申請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居留期限依所持外僑居留

證所載效期。  

※ 欲申請延長簽證者必須先向本中心申請在學證明（含「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以及「出出出出

缺席記錄缺席記錄缺席記錄缺席記錄」」」」）。。。。 

 
 
 
 
 
 
 
 
 



International Student Handout 

明道大學 MingDao University 
41

 
 

Application Number (For Office Use) 

      

 

 

    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1. 姓名 Name in English (as shown in passport) 
Last：  

First：  

Middle：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2.國 籍 Nationality                              

3.出生地 Country of Birth                        
4.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5.性別 Gender： □ Male □ Female  

6.生日 Date of Birth                                
( month /date /year ) 

7.婚姻狀況 Marital Status ：□ Single □ Married 

8.現任職務 Present Occupation 

                                              通訊資料 Contact Information 永久地址 Permanent Address 

No. and Street  City(Province, State)  

Postal(Zip) Code  Country  電話號碼 Tel.  傳真號碼 Fax.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Complete if different from home address) 

No. and Street  City(Province, State)  

Postal(Zip) Code  Country  電話號碼 Tel.  傳真號碼 Fax.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教育背景（最高學歷）Educational Background (Highest level of education reached) 學校名稱 Name of school： 國家 Country ：    主修科目 Major/Subject ： 

* 請以中文或英文書寫整齊(打字更好)。    
* Please PRINT clearly in Chinese or English.  

明道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入學申請表 

MingDao University Mandarin Training Center 

Application Form 
 相片 

PHOTO 

(Attach a 2X2-inch 

photo taken within the 

last 6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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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日期 Date of graduation：            /(D)           /(M)           /(Y) (如果還沒有畢業，請寫預計畢業的日期 (If you haven’t graduated, please write down the date you are expecting 
to graduate )  就學期間經費來源 How will you finance the major portion of your studies at the Center？ 學費來源 Financial Support  :   
□個人儲蓄 Personal Savings                   □父母供給 Parental Support     
□獎助金 Scholarship   該獎助金受頒於 Awarded by：                                         
□其他 Other (specify)：                                                            緊急聯絡資料 Emergency Contact Information 緊急聯絡人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姓名 Name  關係 Relationship  電話號碼 Tel.  傳真號碼 Fax  電子信箱 E-Mail  緊急連絡住址 Address  在臺聯絡人 Contact Person in Taiwan 姓名 Name  關係 Relationship  電話號碼 Tel.  手機號碼 Mob.  緊急連絡住址 Address  語言背景資料調查 Language Background Survey 

1. 你的母語 Native Language                                                                  
2. 你之前有沒有學過中文? Have you studied Mandarin Chinese before?  

□ No 沒有 (請跳至「10.你預定申請的學期」(Go to Question 10 “Which academic term would you like to 

apply for?”) 

□ Yes  有    (Continue to the next question.) 
3. 什麼時候學的?  When did you study Mandarin?                          學了多久? Duration       年 year(s)      月 month(s)  學習地點 Location                          一週幾小時?  How many hours per week? ________小時/週 hours/week 

□自修 Self-study 4. 請評估你在下列四項中文能力的程度：Please evaluate your Chinese proficiency in the following four skills.  聽 Listening： □好 Good  □尚可 Acceptable  □差 Poor  說 Speaking： □好 Good □尚可 Acceptable □差 Poor 讀 Reading： □好 Good □尚可 Acceptable □差 Poor 寫 Writing： □好 Good □尚可 Acceptable □差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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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學的是正體字或簡體字？ Did you study Traditional or Simplified characters？ 
□正體Traditional      □簡體Simplified      □兩者Both 

6. 你學的音標是拼音、耶魯音標或國語注音?    Did you use the Pinyin, Yale, or Mandarin Phonetic system (check all that apply)?   □漢語拼音 Pinyin  □耶魯音標 Yale     □通用拼音 Tongyong Pinyin   □國語注音 Mandarin Phonetic system   
7. 你學過何種教材? What materials have you used to study Mandarin Chinese?  

(書名Title of the book)                                                                                                                                                                                                                                                                                                                                                                        
8. 在中文環境住過嗎? Have you lived in a Chinese language environment ? 

□住過 Yes  □沒住過 No  如果住過，一共住過 If yes, how long did you live there?：___       年 year(s) ____      個月 month(s) 居住地 I was in：□臺灣 Taiwan  □中國大陸 China  □香港 Hong Kong   
□其他 Other ____                 

9. 你參加過中文能力測驗嗎? Have you ever taken a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參加過 Yes   □沒參加過 No 如果參加過，請回答下面問題 If yes, pl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TOP-Huayu     證書 Certificate             級證書；哪一年？When?                      

□CPT(in USA)    分數 Score                分；哪一年 When?______________               
□SATII-Chinese   分數 Score                分；哪一年？When?_____________ _             
□TECC           分數 Score                分；哪一年？When?_____________              
□中國語檢定試驗  證書 Certificate               級證書；哪一年？When?__________         
□HSK            證書 Certificate               級證書；哪一年 When?_____________        

10.你預定申請的學期 Which academic term would you like to apply for?  
□第一學期 Fall Semester (mid-Sept.～late Jan.)   
□第二學期 Spring Semester (mid-Feb.～late Jun.)  

□暑期班 Summer Session (Jul. 5～Aug. 28)    
11.你預定念哪一個程度的課程?  Which class level would you like to enroll in?   □Basic       基礎課程 □Elementary  初級課程  □Intermediate  中級課程 □Advanced   高級課程    (請注意以上你所選擇的班級程度不一定是你就讀的班別。最後結果將由中文分級測驗決定。  
Please note that you might not be placed in the level you choose above. Your level will be based on a placement 

test administered when you ar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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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申請 Dormitory Application    
□需要 Yes  

1.每學期宿舍費用 Dormitory fees (per semester)  (內含中華電信網路費 1,688 元 including internet service 

charge of NT$1,688)  
□單人房 (Single- 1 bed per room): NT$25,000 +押金 (deposit) NT$2,000 

□四人套房 (Quad- 4 beds per room): NT$14,488 +押金 (deposit) NT$2,000 
□二人套房 (Double- 2 beds per room): NT$17,048 +押金 (deposit) NT$2,000 

2.過敏或其他疾病 Allergies or other medical conditions:       

□Allergies 過敏(                                          ) 
□Other medical conditions 其他疾病(                                      ) 
□不需要 No 自傳與讀書計劃 Autobiography and Study Plan 請以中文或英文依下列各項內容撰寫。 Please write a statement in Chinese or English following the outline 

below: 

1.敘述個人背景及專長 Your background and personal skills  
2.來本中心求學動機 Your motivation for studying at the MTC, MDU 

3.未來讀書計畫以及完成學業以後之規劃 Your study plan and career plan  
 

                                                   申請人姓名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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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檢查 Check List 請詳細閱讀並逐一確認請詳細閱讀並逐一確認請詳細閱讀並逐一確認請詳細閱讀並逐一確認    Please read carefully and tick all boxes for your application.    
 I hereby affirm that all information supplied on this form is complete and accurate. It is my 

understanding that I will not be considered for admission to the MTC at MDU until I have submitted all of the 

required documents. 

 

□ 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 讀書計畫 Study plan  
□ 2 吋近照二張 Two recent 2 X 2 inch photos 

□ 護照影本一份 One photocopy of the passport photo page  
□ 畢業證書並附該證書經公證之中文或英文翻譯本 One photocopy your highest level degree/diploma with 

notarized Chinese or English translation  
□ 成績單中譯本或英譯本 Transcript of academic records (in Chinese or in English) 
□ 申請者本人六個月內的中譯本或英譯本的財力證明(二千元美金以上之銀行財力證明)，僅接受正本僅接受正本僅接受正本僅接受正本    

Applicant’s Financial Statement with a minimum amount of US$2,000 (original copy ONLY, in Chinese or 

English) 
□ 三個月內的健康證明書(包括 AIDS血清檢查結果，僅接受正本僅接受正本僅接受正本僅接受正本) ) ) )  Health Certificate including HIV test 

(valid within the past 3 months , original copy ONLY)))) 
□ 個人意外及醫療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證明影本 One photocopy of health insurance policy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文件若非中文及英文者文件若非中文及英文者文件若非中文及英文者文件若非中文及英文者，，，，必須附上正式中文或英文翻譯必須附上正式中文或英文翻譯必須附上正式中文或英文翻譯必須附上正式中文或英文翻譯。。。。            Note : Documents in a language other than Chinese or English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 notarized 

translation in Chinese or English.     ※※※※文件備齊後請寄至文件備齊後請寄至文件備齊後請寄至文件備齊後請寄至(Mail to) ::::      52345 中華民國臺灣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 369號 明道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收 
Mandarin Training Center, MingDao University, No.369, Wen-Hua Road, Peetow , ChangHua, 52345  
Taiwan, R.O.C.   電話(TEL.): +886-4-8876660 ext.7117  E-mail: tsaipeiching@mdu.edu.tw 

 請確認你已經填妥以上所有的資料。Please make sure you’ve checked all the boxes above. 請申請人親筆簽名，不接受電腦打字簽名。Applicant shall sign in pen. Do NOT use a stamp.  申請人簽名  

pplicant’s Signature                                                           申請日期 

Date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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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    (For Office Use Only) 
 
 
 
 
 
 
 
 
 
 
 
 
 
 
 
 
 
 
 
 
 
 
 
 
 
 
 
 
 
 
 
 
 
 
 
 
 
 
 
 
 
 
 
 
 
 
 
 
 

◎讀  書  計  畫  :             分(50%)  ◎其他書面綜合審查:             分(50%)  ---------------------------------------------------------------------------------------------------------   
□ 通過 (70分-100分)     學生程度測驗使用等級：□基礎級  □進階級  □高階級 □流利級  
□ 不予通過(不到70分)  原因                                                                                                                                                                                                                                                                                    華語文中心主任 簽名:                                  人文學院院長   簽名:                              系主任(所長) 

 

 

Signed by 日期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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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生活須知及資訊 

住宿須知 

﹙一﹚志強宿舍 

地址：523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 369 號 

電話：04-8876660 

環境介紹： 

志強宿舍位於校區內上下課方便，各樓

公共區域提供共用電冰箱、電視機、飲水機、

販賣機及投幣式洗衣設備，宿舍一樓設有宿舍學習中心除定期舉辦夜間課外活動

外，平時可作為閱讀室及辦理活動聚會之用。 

校園內設有萊爾富外，志強宿舍一樓有超市（販賣日常用品、提供影印、郵

寄、訂書、麵包），飲食方面宿舍一樓自助餐廳，地下室美食街設有各式餐點小

吃。 

每學期住宿費： 

四人套房 14488 元（內含中華電信網路費 1688 元及全部水電費），住宿期間無

需再繳交其他費用。 

房型 床舖 費用/學期 包括費用 冷氣 備註 

四人房 上舖 14,488 元   

下舖房 下舖 14,488 元 

住宿費‧水費‧

電費‧網路費

(5M-10M) 

中央空調 

(限時) 限行動不便者 

申請 

寢室提供設備： 

1.獨立衛浴（每寢） 

2.中央空調（限時） 

3.齊全寢室設備（床、桌、椅、衣櫥、

置物櫃） 

4.門禁、監視系統 

5.消防設備 

6.晚間設有宿舍輔導老師 

7.網路（5M~10M 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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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誠宿舍 

地址：524 彰化縣溪州鄉中央路三段 225-11
號 

電話：04-8899641 

環境介紹： 

明誠第二校區，離校約 5 分鐘車程。學

校至明誠宿舍設有交通車（單程 10 元）。宿

舍鄰近仁友、員林、日統等客運，南來北往

都方便。宿舍一樓有美食街、書局、影印店、

便利商店、診所，附近有市場（小吃很多）、全聯福利中心、郵局、農會、圖書

館、衛生局、中華電信，食衣住行均便利。周邊休閒地點可至，鄰近溪州國中、

花博公園及森林公園，當地居民和善、有人情味、環境單純。且鄰近警察局（溪

州警分駐所），與學校訂有支援協定，警方會定時巡邏，就近支援。 

每學期住宿費： 

四人套房 14488 元，二人套房 17048 元，一人套房 25000 元（內含中華電信網路

費 1688 元）水費及每月每寢基本用電量（四人房及二人房 350度、一人房 200

度），住宿期間無超過基本用電時無需額外繳交其他費用。 

房型 床舖 費用/學期 包括費用 冷氣 備註 

四人房 上舖 

14,488 元 

(12,688 元+預繳電費

1,800 元) 

住宿費‧水

費‧網路費

(5M-10M) 

獨立冷氣(每度 3 元)  

各房型預收電費 

每度 3 元 

多退少補 

  

寢室提供設備： 

1.獨立衛浴 6.地下停車場 

2.獨立空調 7.網路（5M~10M 頻寬） 

3.門禁、監視系統 8.晚間設有宿舍輔導老師 

4.消防設備 9.公共洗衣設備（投幣） 

5.齊全寢室設備（床、桌、椅、衣櫥、置

物櫃） 

10.閱覽室、籃球場、乒乓球桌、交誼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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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 Q&A： 

（一）住宿申請問題 

1. 學校宿舍住宿費學校宿舍住宿費學校宿舍住宿費學校宿舍住宿費用用用用？？？？ 

宿舍別 房型 床舖 費用/學期 包括費用 冷氣 備註 

四人房 上舖 14,488 元 
以安排大一 

新生為主 
志強宿舍 

(校內) 
下舖房 下舖 14,488 元 

住宿費 

水費 

網路費

(5M-10M) 

電費 

中央空調 

(限時) 
限行動不便者 

明誠宿舍 

(第二校

區，備有

免費接駁

車) 

四人房 上舖 

14,488 元

(12,688 元

+預繳電費

1,800 元) 

住宿費 

水費 

網路費

(5M-10M) 

獨立冷氣 

各房型預收

電費 

每度 3 元 

學期末多退

少補 

   

  

（備註：共同助學等補助免費住宿者者限申請四人房） 

2. 宿舍是怎樣安排的宿舍是怎樣安排的宿舍是怎樣安排的宿舍是怎樣安排的呢呢呢呢？？？？ 

i. 大學部一年級新生統一由學校優先提供宿舍。 
ii.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研究所及進修部學生可自由提出申請，有意申請宿舍者請

至網路註冊系統中提出住宿與自覓室友申請。（資訊服務網→個人化整合平台

→網路註冊系統→101 學年度上學期住宿申請） 

3. 宿舍宿舍宿舍宿舍都是上舖可是我因為行動不便沒辦法睡上舖怎麼辦都是上舖可是我因為行動不便沒辦法睡上舖怎麼辦都是上舖可是我因為行動不便沒辦法睡上舖怎麼辦都是上舖可是我因為行動不便沒辦法睡上舖怎麼辦？？？？ 

學生宿舍床舖皆為上舖，如因特殊疾病、行動不便、無法攀爬樓梯者需安排

下舖特殊寢室，大學部新生請於網路註冊時一併填寫下舖需求並於 8月 31 日(五)

前郵寄公立醫院診斷證明書至 523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 369 號 學生事務處 收。 

（補充：下舖特殊寢室位於志強宿舍二樓，屆時將無法與系上集中區域住宿。） 

4. 大一新生的宿舍都被分配再哪一棟宿舍呢大一新生的宿舍都被分配再哪一棟宿舍呢大一新生的宿舍都被分配再哪一棟宿舍呢大一新生的宿舍都被分配再哪一棟宿舍呢？？？？ 

大一新生居住之宿舍及床位以安排志強宿舍為主，明誠宿舍為輔(大一新生

若分配明誠宿舍者提供免費接駁車)，床位安排以同系安排在同寢或附近寢室。 

5. 我可以自己找室友嗎我可以自己找室友嗎我可以自己找室友嗎我可以自己找室友嗎？？？？ 

大學部一年級新生統一由學校安排宿舍及寢室，同系安排在同寢或鄰近寢

室，如有特殊原因需自覓室友，大學部新生請將相關人員資料及聯絡方式，e-mail

至 zq@mdu.edu.tw 學務處住宿組，由學校斟酌安排。如所自覓室友非同系將可

能造成室友中有人無法與同系同學居住在附近，申請前請三思。 

（補充：自覓室友未滿四人時如造成其他同學落單無法與同系居住在同寢將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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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 

6. 有有有有關關關關宿舍宿舍宿舍宿舍任何任何任何任何問題可以向誰詢問問題可以向誰詢問問題可以向誰詢問問題可以向誰詢問？？？？ 

可於上班期間電洽學務處住宿組詢問，請電洽 04-8876660轉 1251 分機 高

組長(上午 08：00 至下午 17：00) 或志強宿舍宿導 04-8876660轉分機 6105、6106，

明誠宿舍宿導 04-8899641轉 399、300。或是直接 maill 至 kaosc@mdu.edu.tw 高

組長 詢問。 

 

（二）住宿進住問題 

1. 什麼時候會公佈床位什麼時候會公佈床位什麼時候會公佈床位什麼時候會公佈床位？？？？ 

預計開學前一週前公佈住宿別及寢室號碼於學務處網頁。 

2. 搬進宿舍時要帶什麼物品搬進宿舍時要帶什麼物品搬進宿舍時要帶什麼物品搬進宿舍時要帶什麼物品？？？？ 

i. 學校宿舍為四人一間套房，志強宿舍備有中央空調與天花板電風扇，

明誠宿舍為獨立式冷氣、電話(可撥內線及接外線)、寬頻網路線(5M)；

每間有四套漂亮的書桌椅子、書架、置物櫃、木板床舖及衣櫃；每間

寢室有獨立的衛浴設備(洗手台、鏡子、馬桶、蓮蓬頭)；每樓層設有洗

衣間內有洗衣機、烘乾機及脫水機等設備 ；另每層樓亦備有販賣機、

飲水機。 

ii. 同學搬進宿舍時只要攜帶個人盥洗用具、吹風機、個人衣物、棉被寢

具床墊、清潔用具(品)、打掃用具(品)及個人電腦設備。 

iii. 如果不想大包小包帶來宿舍，床墊、棉被、清潔用具(品)、打掃用具(品)

及個人盥洗用具都可以在志強宿舍一樓的明道超市或明誠宿舍鄰近之

購物中心購買。 

iv. 寢室內每個人都分配有置物櫃如需加鎖可自備小鎖或至明道超市購

買。 

v. 詳細寢室內觀照片可參考

http://www.mdu.edu.tw/~osa/team_live/dorm.html 

vi. 志強宿舍中央空調冷氣開放時間： 

春季(11/16~3/31)~中午 12：00~13：00；晚間 10：00~03：00  

夏季(4/01~11/15)~中午 12：00~13：00；晚間 08：00~06：00 

3. 想要購買床墊請問床舖尺寸大小為何想要購買床墊請問床舖尺寸大小為何想要購買床墊請問床舖尺寸大小為何想要購買床墊請問床舖尺寸大小為何？？？？ 

志強宿舍床舖 200 公分*100 公分，明誠宿舍 200 公分*92 公分，雖然

志強宿舍床舖比一般單人床也比第二宿舍的明誠宿舍的床舖都要寬一點

點，但是仍建議購買一般單人床墊即可，無需購買加大單人床舖，以免往

後不能再使用。（詳細可先參考 http://www.mdu.edu.tw/~osa/dorm/學務處住

宿組網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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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搬進宿舍時要去那麼報搬進宿舍時要去那麼報搬進宿舍時要去那麼報搬進宿舍時要去那麼報到到到到？？？？要去那裡領鑰匙要去那裡領鑰匙要去那裡領鑰匙要去那裡領鑰匙？？？？ 

進住期間宿舍一樓會設有報到處，同學直接到一樓報到及領取物品

(鑰匙、網路線等物品)。 

5. 搬進宿舍後什麼時搬進宿舍後什麼時搬進宿舍後什麼時搬進宿舍後什麼時候候候候可以使用網路可以使用網路可以使用網路可以使用網路？？？？ 

進住期間中華電信設置有服務台，期間會提供網路線及網路設定說明

書，同學無需自行準備網路線，只要依照說明書的設定即可使用，如有安

裝上的問題也可立即向中華電信服務人員反應。 

6. 因為家裡有事無法配合規定時間搬進宿舍因為家裡有事無法配合規定時間搬進宿舍因為家裡有事無法配合規定時間搬進宿舍因為家裡有事無法配合規定時間搬進宿舍，，，，請問可以在其他時間搬進請問可以在其他時間搬進請問可以在其他時間搬進請問可以在其他時間搬進

宿舍嗎宿舍嗎宿舍嗎宿舍嗎？？？？ 

如果無法配合各系進住時間進住，請自行選擇其他學院進住時間搬進

宿舍。但為避免宿舍塞車期望各位能配合規定時間進住。 

7. 要怎樣寄包裹去宿舍要怎樣寄包裹去宿舍要怎樣寄包裹去宿舍要怎樣寄包裹去宿舍？？？？ 

因進住宿舍期間宿舍無法代收大量行李，如果需利用貨運寄送行李至

宿舍時，請你寄貨時記得跟貨運公司指定送達日期時間，送達時間指定為

你已經到達宿舍之後。 

志強宿舍地址：523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 369 號志強宿舍〇〇寢室〇〇系〇〇

人收。 

明誠宿舍地址：524 彰化縣溪州鄉中央路三段 225-11 號明誠宿舍〇〇寢室

〇〇系〇〇人收。 

 

8. 腳踏車腳踏車腳踏車腳踏車、、、、機車可以放那裡機車可以放那裡機車可以放那裡機車可以放那裡？？？？ 

i. 腳踏車停車場位於志強宿舍後方及游藝水上活動中心游泳池前方。 
ii. 校內機車停車場有三處： 

明誠宿舍地下室設有收費汽機車停車場以及外圍免費腳踏車與機車停車

場，需要申請機車停車者可於進住明誠宿舍期間向服務台詢問或注意宿舍

張貼之公告及廣播。 

 

 

  停放位置 停放範圍 雨棚 收費 管制 申請方式 

東側停車場 
位於校內 

及校外 
無 不用 

西側停車場 位於校外 無 不用 

晚間 23:30 至

早上 07:00關

閉大門 

開學日起一週內統一向

班代登記 

北側停車場 位於校內 有 要 刷卡管制 

開學日起一週內至伯苓

大樓一樓 

洽總務處事務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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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二校區明誠宿舍怎麼走第二校區明誠宿舍怎麼走第二校區明誠宿舍怎麼走第二校區明誠宿舍怎麼走？？？？ 

明道大學校門口右轉→第一個紅綠燈右轉延 181 縣道直走到底紅綠燈右

轉→約 200公尺紅綠燈左轉往溪州方向(152縣道中山路)→經彰化縣 溪州

分駐所→見萊爾富紅綠燈右轉→經溪州郵局→見全家便利商店右轉→約

50 公尺至第二校區明誠宿舍入口 

（明誠宿舍路線圖） 

 

10. 第二校區明誠宿舍有接駁車嗎第二校區明誠宿舍有接駁車嗎第二校區明誠宿舍有接駁車嗎第二校區明誠宿舍有接駁車嗎？？？？ 

明誠宿舍離校約 5 分鐘車程，學校至明誠宿舍設有免費接駁車。（詳細資

料接駁車時刻表請參考總務處網站及宿舍公告） 
 

（三）其他問題 

1. 那些禁止帶去宿舍？ 

i. 禁止在宿舍各區域畜養寵物(如：老鼠、狗、貓、豬、兔子、蛇、鳥等)。 

ii. 禁止在寢室內使用、存放高耗電電器及易燃物品(如：烤箱、微波爐、

冰箱、飲水機、電 湯匙、電壺、瓦斯爐等)。 

iii. 依生活規定宿舍禁止打麻將，請勿攜帶及使用麻將。 

2. 宿舍有那些規定？ 

i. 夜間點名時間：週日至週四晚間 22：30~23：30 為點名時間。 
ii. 門禁時間：晚間 23：30~翌日 06：30 為門禁時間，期間進出宿舍需配

合管制登記及刷卡。 
 
 
 
備註：若您需要更多的住宿資訊，網址：

http://www.mdu.edu.tw/~osa/team_live/dor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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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大學住宿學生自治生活公約 

100年 10月 25 日學務處會議核備 
100年 09月 08 日宿舍自治幹部會議通過 
96年 06月 06 日宿舍自治幹部會議通過 
93年 06月 28 日學務處會議核定 
93年 06月 15 日宿舍自治幹部會議通過 
91年 07月 16 日第十四次主管會報核備 
91年 07月 05 日學務處會議核備 
91年 06月 22 日宿舍自治幹部會議通過 

1. 宿舍門禁時間：晚上 23：30 至翌日上午 06：00 時止，期間進出宿舍大門一

律刷卡進出(志強宿舍另需登記)。 

2. 夜間點名時間：每日晚間 22:30~23:30 實施寢室夜間點名(逾時返宿者，需主

動於宿舍服務台完成晚歸登記及於隔日完成補假手續)。 

3. 燈火管制時間：晚上 23:30 請同學配合關掉寢室大燈及公共區域電燈。 

4. 電話使用時間：晚上 24：00 至翌日上午 06：00 盡可能不使用寢室電話。 

5. 宿舍寧靜時間:晚上 23:30 後為寧靜時間，宿舍內停止活動(如慶生會等)。 

6. 交誼廳開放時間：早上 06:00 至晚上 23:30，觀看電視調低音量不影響安寧。 

7. 洗衣機、脫水機使用時間，請在晚上 24:00 以前完成，避免影響安寧。 

8. 晚上不回宿者需事先至宿舍服務台完成登記請假手續（週五、六及國定假日

前一晚上不用）。 

9. 嚴禁邀請異性及非住校生進入寢室、走道，違者依校規處分。 

10. 嚴禁在宿舍內飼養狗、貓、鼠、兔子、蛇等危險性寵物，以維宿舍環境衛生。 

11. 嚴禁在地面、牆壁加釘、掛鉤、張貼、噴漆，任意破壞建築及毀壞牆面外觀。 

12. 嚴禁將私人物品、腳踏車或垃圾放置於走廊或公共區域(腳踏車禁止停放於宿

舍大門口)。 

13. 寢室內插座不適用電磁爐等重電器，嚴禁在寢室內烹煮食物。 

14. 離開宿舍請穿合宜服裝，並嚴禁穿拖鞋外出。 

15. 非緊急事故嚴禁開啟樓層安全門及行走安全梯。 

16. 寢室內不可存放違禁品、易燃物品(如電湯匙、電壺、瓦斯爐、煙火等)及使

用高耗電之電器用品(如：烤箱、烤麵包機、微波爐、熱水瓶、冰箱等)。 

17. 公共區域各項物品（如微波爐、電磁爐、桌、椅等設備）嚴禁私自放至寢室。 

18. 在宿舍應保持宿舍安寧（降低各種聲音量），以提昇宿舍居住（生活）品質。 

19. 搬動室內物品，尤其椅子必須輕巧，不用拖拉方式製造噪音影響他人作息。 

20. 夜間在宿舍裡走路，腳步要輕盈，說話要輕聲細語，以免影響別人睡眠。 

21. 節約能源，離開寢室時請隨手關閉電源(如燈、冷氣、電腦、電風扇…等)。 

22. 使用各樓交誼廳應保持肅靜，離開時須將物品、垃圾帶離，桌椅歸至定位。 

23. 寢室內務由室友自訂清潔輪值表，由室長督促，各自負責並保持寢室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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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清洗後之個人衣物，應統一曬在學校規定的曬衣場。 

25. 同學外出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在外肇生事故，應自負責任。 

26. 破壞公物、遺失公物須照價賠償，並視情節輕重依校規處分。 

27. 寢室垃圾務必實施資源回收分類，不可以將垃圾隨意亂丟，造成環境污染。 

28. 寒暑假淨空需配合宿舍規定將寢室打掃乾淨，未打掃者將依規定予以罰款。 

29. 凡在宿舍飲酒、鬥毆、賭博、打麻將、燃放鞭炮、烤肉、吸食不當藥物及其

他經事實認定足以影響公共安全或安寧之行為者，除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辦

法議處外，並應由自治會幹部檢討後，情節重大者得簽請學務處議處退宿處

分，且一年內不得再申請住宿。 

30. 電冰箱使用規定:每週二、四 19：00 固定清理樓層冰箱，未依規定存放，將

統一清除。 

31. 本公約不得抵觸「學生宿舍辦法」及「住宿學生輔導細則」之規定。本公約

經宿舍自治會幹部會議決議通過，經學務處會議核備後執行之，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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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 

校內有三家餐廳，兩家咖啡廳。 
 
﹙一﹚學生餐廳 

志強大樓進門就是學生餐廳，當令家常

菜餚都提供，營營又美味。校內有「膳食委

員會（校內分機：1225）」，由師生共同組

成，有什麼樣的意見、想法都能直接向委員

會反應。 

營業項目： 

【早餐】三明治、各式蛋餅、漢堡、吐司……。 

【中晚餐】每餐約提供 30道菜供全校師生選擇，也提供速食自取區。自助式供

餐，每 100 公克以 14 元計。 

地    點：志強大樓 1 樓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 06：00～10：00、11：00～13：00、16：30～19：00 

週日 06：00～10：00 

﹙二﹚美食街。 

地    點：志強大樓地下 1 樓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11：00～20：00，週日 11：00 ～20：00

（週六休息） 

美食街店家介紹： 

1. 解渴之道：各式新鮮果汁、各式新鮮茶飲、冰沙、 

奶茶…等。 

2. 珍品：便當、簡餐、拉麵。 

3. 朋瑞雞排豬排飯世家：雞排及豬排飯的專賣店口味一級棒。 

4. 鄭媽媽咖哩燴飯：口味特殊的咖哩飯專門店還有其他燴飯口味也是很道地。 

5. 珍味仿古早味：麵線糊、肉羹湯、米糕、各式小吃全都有。 

6. 珍味仿美食館：中式便當各式簡餐料好實在、吃過會愛上。 

7. 快樂屋：丼飯、炒飯、鍋燒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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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鮮居（附設烘焙坊） 

為餐旅系學生實習餐廳，平易近人的

價位提供精緻的美食享受，採光明亮的用

餐環境，提供校園裡師生一個舒適的用餐

環境，也提供學生一個的工作環境，讓學

生能夠做中學、學中做。主推：中式套餐、

英式下午茶、桌菜等。套餐 99～128 元，

英式下午茶 65 元，合菜 3,500 元起。 

地    點：志強大樓一樓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11：30～13：30、17：00～19：30 

下午茶 14：00～17：00  例假日照常營業 10：00～19：00 

 

 

﹙四﹚望湖咖啡 

正對著學校蠡澤湖的美景，綠草如茵，

藍藍的天空下，還有白鷺鷥幫你解去煩悶。

露天咖啡座，是師生們最喜歡坐下來的地

方。販賣商品夏天有各式冷飲、咖啡、現沖

茶飲料，各種口味鬆餅、培果、麵食、漢堡

餐、水餃還有各式燴飯。 

地    點：伯苓大樓 1 樓南邊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9：30 

          （週六、日休息） 

 

 

 

﹙五﹚GoodDay 

由國內外獲獎無數的餐旅管理學系負

責經營，販售項目包括輕食套餐、異國料理

與健康飲品等。 

地    點：寒梅大樓梅館 1 樓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11：3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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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FUKULAKU  CAFÉ 

全店採用 IKEA 北歐瑞典進口傢俱，時尚舒服的用餐環境，讓你可以細細品

嚐香醇濃郁的咖啡。配合學校「綠能、有機、健康」，將以輕食為主，項目有現

磨咖啡、甜點、蛋糕、三明治、新鮮果汁、新鮮水果等產品。店內所使用的咖啡

豆都是經由店長親自挑選、烘焙，搭配

精緻養生的輕食，讓您吃得安心健康！

未來將朝多元化發展，增加養生、有機

簡餐。 

地    點：行健活動中心 1 樓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22：30，

週六至週日 10：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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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如何到學校？ 

� 搭火車 
南下、北上很多車次，可至臺鐵火車時刻表查詢（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火車搭到員林火車站，轉搭員林客運二林線（火車站前站出口左轉，走兩三分鐘

左右，右轉即是客運站）30 分鐘左右即可抵達明道大學。 

� 搭巴士 
◎ 臺北－搭乘日統客運【麥寮線】、國光客運【臺北西站－北斗】 

◎ 臺中－搭乘臺西客運及台中客運聯營至本校，搭乘地點為臺中火車站前的臺

中客運站、朝馬路橋旁的臺中客運站。 

（註：每週五及假日前夕學校另加開 17：15 分至臺中專車） 

（註：寒、暑假期間，班車時刻將有所調整，搭車前請至總務處交通

車資訊網頁查詢） 

� 自行開車 
◎ 北部下行至明道：經過中山高→過員林收費站→下埤頭交流道 219km出口→

往溪洲方向→沿著指示牌走，即可抵達。 

◎ 南部上行至明道：經中山高→下埤頭交流道 222km出口走到底（全家便利超

商左轉）→至 7-11 便利超商再左轉→沿新生路直走，到文化路右轉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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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方便學生交通往來，設置客運、接駁車路線。 

客運名稱 班次 票價 

明道大學→員林 

每日 8：35～19：
55開往員林 
（週五再加開 2
趟） 

員林客運 

員林→明道大學 

每日 7：50～20：
10開往明道大學 
（週五、六、日再

加開 3趟） 

50 元 

明道大學→臺中朝馬站→臺

中火車站 
每日（含假日） 
6：30～20：30 臺中⁄臺西客

運 臺中火車站→臺中朝馬站→

明道大學 
每日（含假日） 
6：30～20：30 

110 元 

明道大學→臺北 

每日（含假日） 
7：35～22：05 連
續假日北上加班

專車 
日統客運 

臺北→明道大學 
每日（含假日） 
6：30～22：30 

臺北 365 元 
三重 330 元 
林口 315 元 
桃園 270 元 
中壢 265 元 

南下專車路線：嘉義、新營、

麻豆、永康、楠梓、高雄 
每週五 18：00出

發 

高雄客運 
高雄返回專車 

每週日 12：30出
發 

嘉義 220 元 
新營 240 元 
麻豆 240 元 
永康 240 元 
楠梓 280 元 
高雄 280 元 

國光客運 明道大學→臺北 

週一至週四 
7：40～17：40 
週五至週日 
7：50～17：20 

285 元 

埤頭巴士站 
每日往臺北 1 小時一班車 
每日往高雄 1 小時一班車 

370 元 

明道大學至明

誠宿舍 
每日約每小時往返宿舍校本部一班車 

提供明誠宿

舍的同學免

費搭乘 

客運  接駁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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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生活 

﹙一﹚ 明道超市 

除了各種休閒零嘴、各式飲料、麵包、

飲料、餅乾、生活日常用品、床墊、臉盆、

牙刷、沐浴乳、拖鞋、刷子、琳瑯滿目..。

還有各種教學圖書、代訂購書、雜誌、各

類文具、各式壁報紙、各式影印紙張、還

有影印與郵寄服務。 

地    點：志強大樓一樓 

營業時間： 

週一~週四 07:30~23:00，週五 07:30~22:00， 

週六 10:00~19:00，週日 13:30~23:00 

 

﹙二﹚ 萊爾富超市 

各種休閒零嘴、各式飲料、便當、

早餐、茶葉蛋、關東煮…，及各種繳費、

網路購物帶訂服務、雜誌、各式書籍、

各式通訊卡販售、各式訂票取票。 

地    點：開悟大樓旁 

營業時間：週一~週五 07:00~23:30 

﹙三﹚ 提款機 

伯苓大樓、開悟大樓、志強大樓及萊爾富都有 ATM，提供提款、轉帳、繳

稅、補登存摺。 

   

﹙四﹚ 二佳行影印中心 

專門的影印中心、曬圖、裝訂、膠裝、書籍、製作報告裝訂、上膜或海報印製。 

地    點：開悟大樓地下一樓 

營業時間：週一~週五 08：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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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設施 

※ 申請運動證所需文件： 

1. 運動證、卡申請表 

2. 一吋照片一張（照片背面寫上名字並浮貼至申請表） 

※ 運動證、卡申請流程： 

體育中心網頁→表單下載→運動證、卡申請表列印並填寫→至總務處出納組繳費

→連同收據申請表繳回體育中心辦理 

 

﹙一﹚ LOHAS SPA 館(校內) 

全身 SPA：300（學生）、400（一般）  

半身 SPA：200（學生）、300（一般）  

臉部療程：600 

地    點：志強大樓地下街旁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18：00 

          19：00~21：00採預約服務 

          預約專線分機：3608 

          預約專線手機：0933626530（店長） 

﹙二﹚ 室內溫水游泳池 

游藝水上活動中心裡 50m × 25m 的溫

水游泳池，一共有 10個水道，無論是蛙式、

蝶式、自由式…，讓你舒舒服服的享受游泳

之樂。 

地    點：游藝水上活動中心 

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 07：00~12：00、13：00~21：00 

週六 07：00~11：00，週日 14：00~17：00 

 

 

﹙三﹚ 健身房 

內設有氧訓練區、重量訓練區、腳

踏車機、跑步機、握推機、啞鈴組等 20

多種運動器材、冷氣空調。 

地    點：行健活動中心二樓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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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桌球室 

PU 地板、備有 9組球桌、冷氣空調。 

地    點：行健活動中心二樓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21：30 

 

 

 

 

﹙五﹚ 舞蹈教室 

◎ 借用辦法： 

1. 以社團名義於開學前項學務處課指

組提出申請，經與體育中心確認後每

週固定社課時間。  

2. 以系（社團）為單位借用，至總務處

網頁下載場地借用申請表，填妥後經

單位主管（指導老師）核章後，於借

用日期一個星期之前，送至體育中心申請。 

3. 場地借用原則以教學及學校重大活動優先。 

地    點：行健活動中心一樓 

開放時間：非教學課程排定時間之外 

 

﹙六﹚ 網球場、壘球場 

◎ 借用辦法： 

1. 以社團名義於開學前項學務處課指組提出申請，經與體育中心確認後每週固

定社課時間。 

2. 以系（社團）為單位借用，至總務處網頁下載場地借用申請表，填妥後經單

位主管（指導老師）核章後，於借用日期一個星期之前，送至體育中心申請。 

3. 場地借用原則以教學及學校重大活動優先。 

地    點：戶外球場 

開放時間：非教學課程排定時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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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籃球場、排球場 

◎ 借用辦法： 

1. 以社團名義於開學前項學務處課指組提出申請，經與體育中心確認後每週固

定社課時間。  

2. 以系為單位，每週一早上 08：00開放登記下週之戶籃球場地借用（至體育中

心填寫戶外籃球場地登記表），每系每週以借用 3天（1天全場，2天半場），

每天 2 小時為限。  

3. 場地借用原則以教學及學校重大活動優先。 

地    點：戶外球場 

開放時間：非教學課程排定時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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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與醫療 

所有境外學生含海青班（短期研修生除外）依法律規定均須加入學生平安保

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身份 保險類別 金额 保險期限 

學生平安保險 NT$600 元 每學期 

僑生保險 NT$622 元/6月 入台後六個月內 
僑生 

（含海青班） 

全民健康保險 NT$374 元/1月 在臺連續居留滿六個月 

 

（一）學生平安保險 

每學期費用約新臺幣 600 元。凡參加保險學生，因疾病或遭遇意外傷害，需

住院、門診或手術治療時，待醫療療程告一段落後，皆可至學生事務處辦理，本

校將協助申請理賠。 

 

（二）僑生（含海青班）保險 

僑生入台後未滿六個月內需投保僑生保險，費用約為新臺幣 1644 元，僑委

會核定補助學費之班隊，由該會補助 50％，學生自付 622 元。因疾病需住院、

門診或手術治療時能至特約醫院治療，就診時請攜帶僑保證、僑保就診單、學生

證，並可申請門診理賠(診療、處置或手術。藥劑、注射。治療所必需之材料及

檢驗、檢查；上限 1000 元)、住院理賠(診療、處置或手術、藥劑、注射、治療

所必需之材料及檢驗、檢查、護理、三等病床及膳食之供應。) 

※掛號費不補助 

 

（三）全民健康保險 

    國際學生入臺後滿六個月後，依法須加入全民健康保險（簡稱全民健康保

險）。取得「健保卡」後，可憑「健保卡」及居留證至健保各特約醫院或診所就

醫，惟仍須自行負擔掛號費及部分醫療費用。 

全民健康保險係屬強制性保險，凡符合投保條件的保險對象均應參加全民健

康保險。若不依規定參加保險，處新台幣 3,000 元以上，15,000 元以下的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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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校特約醫療院所 

醫療院所名稱 診療科別 聯絡電話 地點 優惠服務 

彰化秀傳 

紀念醫院 
綜合醫院 7256166 彰化市中山路 1 段 542 號 

＊ 門診、急診掛號費用給予 7 折優惠 ＊ 病房補差額費用給予 9 折優待 ＊ 須住院時若無床得優先給予定床 

彰濱秀傳 

紀念醫院 
綜合醫院 7813888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 6 號 

＊ 門診、急診掛號費用給予 7 折優惠 ＊ 病房補差額費用給予 9 折優待 ＊ 住院時若無床得優先給予定床 

光復診所 一般內科、心臟科、胃腸科 8781010 北斗鎮斗苑路 1 段 25 號 優免掛號費 50 元 

楊筱君眼科 眼科（驗光、視力矯正） 8872929 北斗鎮斗苑路 1 段 15 號 優免掛號費 50 元 

健恩診所 一般內外科、骨科 8899915 溪州鄉中央路 3 段 241 號 優免掛號費 50 元 

合濟診所 一般內外科 8877995 北斗中正路 2 段 40 號 優免掛號費 50 元 

林立明診所 
婦兒科 

（婦女疾病、抹片檢查） 
8883823 北斗中山路 1 段 333 號 優免掛號費 50 元 

永安牙科診所 牙科 8883020 北斗中華路 33 號 優免掛號費 50 元 

張巍耀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8877628 北斗中華路 230 號 優免掛號費 50 元 

佳宜皮膚科 皮膚科 8886615 北斗鎮中華路 103 號 優免掛號費 50 元 

蔡瑞聰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8875577 北斗鎮中華路 271 號 優免掛號費 50 元 

羅眼科診所 眼科 7234543 彰化市華山路 108 號 優免掛號費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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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化校園 

從辦理註冊入學、宿舍網路、語言

學習、上課報告、無線網路到畢業就業，

都提供了優質的 E 化學習環境。 

◎ 全校一般教室均設有單槍投影機等E

化設備（共 57 間）課滿足師生數位

化教學及各社團活動辦理的需求。 

◎ 全校共有 8 間專業電腦教室，可滿足

學生上機學習及校內社團活動需求。 

◎ 英日華語專業語言視聽教室五間，專業師資讓您成為國際通。 

◎ 全國第一所提供學生微軟電子郵件信箱。 

1. 提供校內各項重大訊息(包含選課、社團活動等等)。 

2. 提供學生信箱容量皆為 10G 超大容量以滿足需求。 

3. 提供學生 25G 網路硬碟可供存放資料。 

4. 提供學生個人部落格空間使用 

5. 提供線上 office 功能可線上編輯及儲存文件增加便利性。 

◎ 免費下載微軟軟體(伺服器、資料庫、開發工具等)： 

可讓有興趣學習的學生依需求自由免費下載使用。 

網址為：http://isc.mdu.edu.tw/download/dreamspark.pdf 

◎ 校園電視牆 

校園各大樓均設有校園電視牆可提供校內社團、活動訊息及重大活動即時轉

播。 

◎ 校園無線網路 

◎ 明道大學蠡澤夜語 BBS 站（ Telnet: / /bbs.mdu.edu. tw）  

◎ 數位學習平台（http://el.mdu.edu.tw/webhd/vod.aspx），提供明道講座、學校

活動及系所課程影音檔可供觀賞，設有課程討論區可依需求進行討論。 

◎ 獨享頻寬的宿舍網路專線，與全國最大 ISP 業者－中華電信合作提供住宿學

生每人一條 5M/1M 獨享頻寬的網路專線。 

◎ 圖書館 B1 電腦數位學習區：多一

處學生校園上網地點，讓學生課餘

時間可多多利用圖書館，使用各項

圖書館提供的服務。 

◎ 圖書館 B1 視聽學習區：提供師生

觀賞豐富館藏視聽資料。每學年購

買優質電影與教學輔助影片。每部

電腦均裝設有中華電信 MOD 可免

費觀賞公益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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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2F 數位工作室：：：：提供 5 臺高階影音工作站電腦及各類合法剪輯軟體，

並有專人提供數位諮詢服務。數位工作室配置影像掃描器、DVD 錄放影機、

42 吋液晶電視等等影音設備。 

◎ 數位影音資料庫：收錄學校重大活動相片及錄影資料，提供全校師生線上觀

賞及應用。 

◎ 機構典藏系統：典藏學校各種文件電子檔，如全校性出版品、上報新聞、系

所學生專題及教師作品等，可提供教學研究參考使用。 

◎ 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整合了全校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及網路

資源館藏，透過單一搜尋引擎，使師生更容易查找電子資源，輔助數位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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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正圖書館 

落成於 2007 年 11月，共分為五

個樓層。一、二樓與地下一樓為圖書

閱覽室，以及辦理圖書流通業務。三

樓為普通上課教室，四樓為專任教師

研究室，功能上非常多元！是一間綜

合型的大型圖書館。一樓的左邊為新

書展示區，定期展示與介紹中外文最

新進館書籍，並提供新書預借服務！

這樣貼心的安排，更讓咱們能夠清楚

最新出版品資訊，掌握學術脈動。藏書量，中西文圖書約 30萬冊，積極持續增

加中。中西文期刊約 450 種、多套電子期刊資料庫、視聽資料、報紙等。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22：00 

週六、日 9：00~17：00 

國定假日閉館，寒暑假時間另訂。 

� 線上及跨校館際合作 
明道大學與下列大學圖書館館際合作，自由相互借閱：臺灣大學、世新大學、

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興大學、逢甲大學、東海大學、静宜大學、暨南大學、

中山大學、大葉大學、彰化師範大學等。除此之外，彰雲嘉各大學院校也都有跨

校館際合作，均可圖書戶借。 

� 文津閣與環宇軒 
文津閣位於圖書館一樓，屬全國圖

書館裡最具特色之一的館藏。文津閣，

古色古香國學書房，收藏著文津閣本

《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

共 1,500 冊陳列，內容包羅萬象，為國

學研究重要典藏。 

環宇軒為外文教科書特藏室，典藏

世界各國各領域教學使用的用書，並提

供上網查詢各國教科書資訊，未來將繼續增加教具方面的資源。 

� 多功能閱覽區 
多功能閱覽區位於圖書館地下一樓，除原有書櫃採連續的平行排列擺放外，

中央閱覽區則是由方形的大面積閱讀桌，交織錯落在寬闊的大空間裡。外文圖

書、期刊、雜誌等各類圖書，提供訪客優質的閱讀。更設有服務櫃檯，可諮詢任

何使用上的問題，也能向服務櫃檯借用登記 DVD 觀賞影片。 

◎ 入館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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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本館禁止攜帶飲料（白開水除外）、食物及寵物，亦不得大聲喧嘩。讀

者入館時可將背包攜入，重要物品不離身，並將關閉手機或轉為静音，以保持館

內安靜。 

◎ 圖書借閱 

讀者應於開放時間內持本人有效借閱證刷卡入館，開放時間由本館公告之。

有效借閱證之認定如下： 

1.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憑服務證、學生憑學生證、校友憑校友證入館閱覽。 

2. 兼任教師、約聘人員、研究助理等非專任人員，得在所屬單位主管同意保證

後，向本館申請辦理借閱證入館閱覽。 

3. 凡年滿 12歲之彰化縣市社區民眾可申請辦理借閱證，申請者須備國民身分證

（戶口名簿）正反面影本、照片一張，辦證工本費新臺幣 300元整。 

4. 其他來賓得以身分證、駕照、健保卡、護照或居留證等證件換取當日有效之

臨時借閱證入館閱覽。 

5. 本館館藏採開架式閱覽，於開放時間內，讀者可自由進入使用館藏。惟參考

工具書、珍善本書、期刊、報紙及特藏圖書資料，限於館內閱覽，概不外借。 

讀者類別 借書冊數 借期 續借次數 續借期 
預約

冊數 

專任教師 20 30天 2次 30天 10冊 

專、兼任職員、約聘人員、 

研究助理、研究生、圖書館

志工 

20 30天 1次 30天 10冊 

大學部、進修學士班、 

推廣學分班學生、兼任教師 
10 20天 1次 20天 5冊 

專案主持人 專案購書 1年 2次 半年 

校友、社區民眾 5 20天 1次 20天 5冊 

 

◎ 逾期罰款 

1. 逾期圖書資料每日每件罰款新台幣5元，逾期日數扣除閉館日。本校學生得以

工讀時數抵逾期罰款，工讀時數與罰款依據本校工讀費換算，未足1小時工讀

時數之罰款，以1小時抵算。 

2. 凡有逾期圖書資料未歸還、或逾期罰款未繳清者，暫停借閱權至圖書資料歸

還暨罰款繳清為止。逾期達4週（含以上）者，除索回所借資料、繳清罰款，

並暫停借閱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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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 

社團性質 社團名稱 

春暉社 諮輔志工社 親善服務社 

明道方舟團契社 慈濟大專青年聯誼

會 

龍騰人群服務社 

交通安全服務社 資訊服務社 四健會 

服務綜合類 

產業與文化服務社 向陽社 陽光天使社 

國際學生聯誼社 路竹高中校友會 明德女中校友會 

苑裡高中校友會 致用高中校友會 金門高中校友會 

基隆高中校友會 新竹區高中校友會 新民高中校友會 

國立北斗家商校友

會 
僑泰高中校友會 員林農工校友會 

聯誼綜合類 

建台高中校友會 文興校友會 嶺東高中校友會 

老饕咖啡研究社 數位攝影社 ACG 動漫研究社 

棋藝社 思齊書法篆刻社 魔術研習社 

證券期貨研習社 醫軒草堂社 
運動傷害防護研究

社 

巧手烘焙社 傳統廚藝社 新能源動力社 

太陽能動力研究社 俳句社 明道日語演講社 

學術技能類 

韓語社 電腦動漫研習社 創新發明社 

熱門音樂研究社 Fever熱舞社 吉他社 

戲劇社 光鹽唱詩社 管樂社 

弦晴國樂社 原住民文化藝術社 鋼琴社 
藝術康樂社 

嗎哪音樂研究社   

直排輪社 網球社 羽球社 

跆拳道社 戶外活動社 空手道社 

排球社 籃球研究社 棒壘球社 

競技啦啦研究社 水上救生服務社 武學社 

體育類 

獨木舟推廣社   

中國文學學系學會 應用日語學系學會 應用英語學系學會 

產業創新與經營學

系學會 

國際行銷與運籌學

系學會 
休閒保健學系學會 

財務金融學系學會 餐旅管理學系學會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

系學會 

學生自治團體

類 

生物科技學系學會 資訊傳播學系學會 精緻農業學系學會 



International Student Handout 

明道大學 MingDao University 
78

光電暨能源工程學

系學會 

綠環境設計學系學

會 
景觀設計學系學會 

數位設計學系學會 時尚造形學系學會  

 學生自治會 學生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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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商圈 

◎ 北斗商圈&明道大學特約商店 

 

明道大學特約商店（持明道大學學生證，即可享有優惠） 

店名  營業項目 優惠項目  店家資訊  

Mr.Wish 飲料 

1. 出示相關證件即享有 9折優

惠（特價、活動商品除外） 

2. 滿 150元即可外送同時也享

有 9折優惠  

地址:彰化縣北斗鎮中華

路 218號  

電話:（04）8873658 

仙 Q 冰品 憑學生證可抵消費 5元  

地址:彰化縣北斗鎮中華

路 367號  

電話:（04）8886684 

果渼而茶飲

果汁專賣店  
飲料 

1. 來店消費滿 50元可折 5元  

2. 來店消費滿 100 元可享 20

元飲料一杯  

地址:彰化縣北斗鎮新政

里三民街 92號  

電話:（04）8870534 

小川達人  飲料 1. 商品（含加料）憑學生證買 地址:彰化縣北斗鎮新政



International Student Handout 

明道大學 MingDao University 
80

5送 1 

2. 學生大量訂購50杯以上買5

送 1（單杯再折 5元）促銷

商品購買滿 20杯再送 1杯  

里三民街 90號  

電話:（04）8889229 

ㄚ好嬸紅茶

冰  
飲料 加彈珠、珍珠、拉Ｑ免費  

地址:彰化縣北斗鎮斗苑

路一段 192號  

電話:0953-935-732 

青心茶莊  飲料 
全面商品折 5元（特價品除外）

限大杯  

地址:北斗鎮中華路 269號 

電話:（04）8780848 

古早味黑砂

糖剉冰店  
冰品 全面一律折價 5元  

地址:北斗鎮居仁里中華

路 96號  

電話:（04）8887177 

毛豆花  豆花飲食 

凡購買熊貓豆花或嫩奶系列商

品可任選多一種料不加價（原

味商品除外）  

地址:北斗鎮中華路 368號 

電話:0912-450403 

一熱帶水果

冰品  
冰品 

來店消費滿 8點即可換 35元以

下（包含）冰品  

地址:彰化縣北斗鎮中華

路  

電話:（04）8873931 

五角冰舖  冰品 持學生證，冰品折價 5元  

地址:彰化縣員林鎮中山

路 2段 46巷 2號  

電話：（04）8362698 

萬八鍋物  火鍋  
商品部分一律打九折，優惠商

品除外  

地址:彰化縣北斗鎮西安

里中山路一段臨 275號  

電話:（04）8885921 

八家醬  火鍋 

1. 五百元以上打九折  

2. 五百元以上送豬肉片一

盤、兩盤毛豆  

地址:彰化縣北斗鎮中華

路 367號  

電話:（04）8888367 

頭等鍋  火鍋 每鍋折價 5元  
地址:北斗鎮文苑路一段

67號  

滿雁火鍋  
自助式火

鍋 

凡到店內消費 9 折優待（例假

日及特價期間除外）  

地址:北斗鎮西安里中山

路一段 247號  

電話:（04）888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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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口也香火

鍋牛排館  

火鍋、排

餐  

1. 凡來店消費，白飯無限量供

應  

2. 來店消費 3 人以上即贈送

10小菜一盤，5 人以上即贈

送 20元小菜一盤  

地址:北斗鎮中華路 369號 

電話:（04）8887198 

檸檬香茅火

鍋  
火鍋  

地址:員林鎮新生里員鹿

路 62號 

電話:（04）8373628 

錢城小吃店  火鍋 持明道學生證享有九折優惠  
地址:員林鎮育英路 60號  

電話:（04）8344424 

家園排餐館  排餐 

1. 視同家園貴賓卡，不收一成

服務費  

2. 生日當天持卡吃排餐，贈送

紅酒一瓶  

地址:北斗鎮中山路二段

47號  

電話:（04）8880252 

PALI 簡餐

咖啡  

簡餐、咖

啡、藝術

酒吧  

1. 持學生證 9折  

2. 優惠時段給予招待  

3. 10 以上折價+招待  

地址:員林鎮民族路 46號 

電話:（04）8379541  

茶饌餐飲  
餐點、飲

品  

1. 憑學生證九折優惠  

2. 週四夜晚 17：00 為仕女夜，

周六夜晚為爵士夜，提供飲

料 5折優惠  

地址:溪州鄉文化路 123-5

號 

電話:（04）8887600 

星野丼飯屋  定食 消費滿 500元送 QQ芋圓一份  

地址:員林鎮林森路 162之

1號 

電話:（04）8325200 

木木川日式

料理店  
日式定食 定價 160元之定食可折價  

地址:北斗鎮中興街 263號 

電話:（04）8781373 

炘品味美食  
便當、麵

食  

1. 飯包類優待折扣 5元，外送

不包括在內  

2. 學生辦活動團購 30 個以上

折扣優惠每個 5元（麵類、

飯包類）可外送  

地址:北斗鎮中華路 126號 

電話:（04）8877733 

弘爺漢堡  
各式中西

式早餐  

凡購買飲料即升級一等（購買

45元者以上）  

地址:北斗鎮斗苑路 1 段

1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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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4）8780919 

八方雲集  
鍋貼、水

餃  
凡購買即提供九折優惠  

地址:彰化縣北斗鎮中華

路 383號 

電話:（04）8886622  

割包（胡）  割包 憑學生證每樣商品折五元  

地址:彰化縣北斗鎮中華

路 291號 

電話 : （ 04 ） 8886617 、

0910-409-127 

斯麥樂烘培

坊  

西 點 麵

包、蛋糕 
來店消費即享 9折優惠  

地址:北斗鎮西德里中華

路 327號  

電話:（04）887767 

絕代雙餃  
水餃、麵

食、湯品 

來店單次消費滿 300 元（手工

水餃除外）即送綜合魯味或燙

青菜一盤  

地址:北斗鎮中華路 368號 

電話:（04）8885357 

墊腳石書店  

文 具 禮

品、書籍

雜誌  

1. 一般叢書 9折、漫畫 9折、

雜誌 9 折、文書禮品等學

生、辦公室務用品依市價 75

折售出，特價品除外。  

2. 理工、法商、空大、教科書、

個人著作、語文等工具書 95

折。  

地址:彰化縣員林分店 電

話:（04）8338485  

新世代文具  

文具、書

籍、電腦

周邊商品

販售  

1. 文具類一律 7折  

2. 特價商品 9.5折  

3. 電腦週邊商品標價再 9.5折  

地址:北斗鎮新政里中正

路 193號 

電話（04）8782266 

摩爾書店  
文具、書

籍  

1. 全館文具九折/雜誌 95 折，

特價品除外  

2. 壽星當月全館文具 8 折/圖

書 85折，特價品除外  

地址：溪州鄉中央路三段

225-5號 

電話（04）8895185 

展燕庭休閒

租書館  

漫 畫 小

說、影音

出租  

1. 憑學生證辦卡入會並逾放

200 元以上者得免收會員卡

工本費  

2. 無入會者憑學生證每次租

閱得打九折優惠辦法比照

地址:北斗鎮新政里地政

路 478號 

電話:（04）888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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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無入會者  

3. 會員日比照一般會員辦法  

亞 速 DVD

影音廣場  
影片出租 租片價格比照綠卡會員價  

地址:北斗鎮中華路 328號 

電話:（04）8874676 

亞速國王影

音廣場  

影音片出

租  

1. 強檔新片三天二夜 70 元提

早一天還退 20元  

2. 強檔片三天二夜 60元  

3. 非強檔片租二贈一租期七

天  

地址:北斗鎮中華路 328號 

電話:（04）8874676 

明美印刷企

業  

影印 .印

刷  

1. 黑白影印：1元、彩色輸出：

10元  

2. 膠裝 40元、環裝 25元起  

3. 文件護貝 9折、大圖輸出精

裝本  

地址:彰化縣北斗鎮光復

路 316號 

電話:（04）8872358 

印印美代子  影印  

1. 黑白影印訂價再打 68折  

2. 彩色、黑白列印享 8折（每

頁）  

3. 到校收、送件  

地址:彰化縣溪州鄉文化

路 123號 

電話:（04）8783999 

佑全保健藥

妝店  

保健、藥

妝  

1. 保健營養食品（ex.維他命、

B 群、鈣…等）會員價再 9

折  

2. 醫學美容品（ex.雅漾、理膚

保水、薇姿）同享會員優惠

活動  

3. 享有會員所有當月優惠活

動  

地址:彰化縣北斗鎮中華

路 210號 

電話:（04）8873383 

林樹頭內兒

科診所  

內科、兒

科  

憑學生證掛號免費但需付 50

元給健保局費用  

地址:北斗鎮斗苑路一段

243號 

電話:（04）8873811  

EZ快剪 100 美髮  依店家優惠方案  

地址:彰化縣北斗鎮文苑

路一段 41號 

電話:0982-867660 

B2時尚造型 美髮  依店家優惠方案  
地址:彰化縣北斗鎮三民

街 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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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4）8889096 

曲直時尚髮

藝  
美髮  同會員優待  

地址:北斗鎮中華路 378號 

電話:（04）8782995  

飛兒美髮廊  美髮  

憑明道大學學生證剪髮九十八

元，造型燙染 598 元（含洗不

含剪），陶瓷燙、離子燙 998

元（含洗剪）  

地址:北斗鎮中華路 280號 

電話:（04）8783085 

雅筑國際美

容中心  
美容  

1. YAZOH產品全面 85折  

2. 臉部理療全面 85 折（體驗

價不列入折扣）  

3. 高科技療程送深層保濕療

程乙次  

地址:彰化縣北斗鎮光復

路 346巷 93號 

電話:（04）8889019 

中區電腦  電腦課程 

1. 報名套裝課程即送 500元禮

卷或 8Ｇ隨身碟，團報 5 人

以上另有優惠  

2. 報名認證課程總金額達 2萬

元以上者即折價 1500 元優

惠  

3. 報名鑽石卡或全修卡者即

贈送全聯福利中心禮券

1000元優惠  

註：一家報名 8 家分校免費服

務  

地址:彰化縣北斗鎮中華

路 374號 

電話:（04）8870618 

樣樣好電腦

有限公司  

電腦相關

產品  

1. 電腦及相關產品（優惠價） 

2. 學生自治會電腦出租金每

臺每月回饋 3元  

3. 清寒學生電腦租賃特惠價

每臺每日 20元  

地址:彰化縣溪湖鎮興學

街 361號 

電話 : （ 04 ） 8610018 、

0930-336953 

晶晶通信行  手機通訊 

1. 申辦門號、續約送全配（替

代：100 元果凍套、100 元

水晶殼、手機袋）  

2. 配件包特價 399（電池+座充

+手機袋）  

3. FF記憶卡:2G299元、4G400

元  

地址:彰化縣北斗鎮中華

路 42號 

電話 : （ 04 ） 8877657 、

0963-21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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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辦新門號、續約全配（折

現 200二選一）  

5. 台製高容量300元、旅充120

元、儲值卡面額300元=>280

元  

6. 手機代送維修  

7. 團體購買三人以上再優惠  

震旦通訊  手機通訊 

1. 亞太 333 系列手機 0元  

2. 手機週邊配件員工價  

3. 各家門號序號優惠價  

地址:北斗鎮中華路 290號 

電話:（04）8782055 

仁愛眼鏡  

各式眼鏡

及相關商

品販售  

1. 隱形眼鏡藥水（不限品牌）

特價可再折 20 元/食鹽水每

瓶 5元  

2. 拋棄式隱形眼鏡（不限品

牌）特價可再折 50 元（限

整盒裝）  

3. 配鏡享有鏡片免費升級（三

合一）（限 S-800.C-200 內） 

4. 隱形眼鏡長戴型配整付送

半年生理食鹽水  

5. 配鏡享名牌鏡架（不限品

種）3.5折~3.8折  

地址:北斗鎮中華路 264號 

電話:（04）8877729 

茂盛機車行  

機 車 維

修、排氣

檢測  

基本檢測一律免費維修及更換

零件給予優惠免費排氣檢測  

地址:溪州鄉尾厝村中山

路 4段 621號 

電話:（04）8880496 

中興汽車駕

訓班  
汽車考照 小型車優惠  

地址:彰化縣埤頭鄉元埔

村文化路 145號 

電話:（04）8780108 

美成銀樓  銀飾  

1. 學生購買金飾，工資全面 8

折。  

2. 購買鑽石、翡翠、有色珠

寶，即贈天然珍珠耳環。  

3. 金飾、珠寶免費清洗。  

4. 免費黃金、珠寶設計、流行

鋼飾字母鍊設計。  

地址:彰化縣員林鎮光明

里民生路 156號  

電話:（04）832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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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來店消費即贈精美禮品，生

日當天購物可享特別優待

及贈精美禮物。  

京華婚紗館  婚紗  

1. 租借禮服、西服 8折優惠  

2. 藝術照、情侶照拍攝贈 10

吋相框一組  

地址:彰化縣員林鎮中山

路 2段 45號  

電話:（04）8358277、（04）

8358251 

 

 

 

◎ 溪州商圈&明誠宿舍周邊生活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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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埤頭商圈 

 

◎ 北斗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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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生活情報 

    
(一) 郵局及銀行服務 

1. 如何至郵局及銀行開戶？ 

請持有效外國護照及外僑居留證前往辦理各郵局及銀行辦理。（未領有外僑

居留證者，應先向當地警察局外事單位申請「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資表」代

替。） 

2. 金融卡辦理及使用須知： 

(1) 外國人於郵局及銀行開戶後得持有有效之外國護照及原留印鑑章親至原開

戶 銀行申請金融卡；亦得以音譯之中文姓名為印鑑及戶名。 

(2) 國內之存款、提款與轉帳用。 

(3) 以新臺幣「一百元」之倍數為單位，每次最高限額3萬元，（跨行提款為2萬

元），每日以10萬元為限。 

(4) 金融卡遺失時，可利用郵局及銀行之24小時語音掛失專線掛失止付，並儘速

向原開戶郵局及銀行辦書面掛失止付手續。 

(5) 外國人開戶後，如欲申辦網路銀行相關服務，應持有效之外國護照，外僑居

留證（如無居留證者，應以「統一證號基資表」代替）及原留印鑑(或簽字式

樣)，至原開戶郵局及銀行申辦。 

 

(二) 電力 

1. 臺灣一般家庭照明及小型器具之電壓為110V，頻率60Hz，如果有從國外攜進

之電氣用品，必須先確認電壓，頻率是否適用。 

2. 繳費方式 

(1) 代繳電費：用戶可以委託郵局、金融機構自約定之存款帳戶或信用卡轉帳代

繳每期電費。 

(2) 自行繳納電費：收到繳費單後，於代收期間內，得持臺電公司之電費繳費單

就近向郵局、銀行等金融機構或便利商店等機構繳付電費。 

3. 關於用電相關資訊請上臺灣電力公司網站查閱(http://www.taipow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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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用瓦斯 

臺灣普遍使用的家庭用燃料為天然瓦斯與桶裝瓦斯兩種，天然瓦斯係以管線

輸送到各用戶。桶裝瓦斯則由瓦斯行將瓦斯桶安裝於家庭適當處。桶裝瓦斯請就

近向各地區瓦斯行訂購。天然氣方面，原則上建築物完成時，均已安裝完畢，可

隨時使用。 

 

(四) 天氣 

臺灣的天氣，夏季6-9月氣溫約30℃~35℃，高溫悶熱，建議穿著棉質易吸汗

的衣服並做好防曬措施。冬季12-2月氣溫約10℃~15℃，低溫多雨潮濕，建議多

準備禦寒衣物及雨具。春秋兩季天氣多變，容易感冒，建議準備個人藥品及注意

保暖。(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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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站 

․中華民國(臺灣)外交部 http://www.mofa.gov.tw/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http://www.boca.gov.tw/ 

․教育部 http://www.edu.tw/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immigration.gov.tw/ 

․警政署外國人在臺生活諮詢服務網 http://iff.immigration.gov.tw/enfront/ 

․中央健康保險局  http://www.nhi.gov.tw/index.asp 

․中華郵政全球資訊網  http://www.post.gov.tw/post/index.jsp 

․交通部觀光局  http://www.taiwan.net.tw/ 

․中央氣象局    http://www.cwb.gov.tw/ 

․全球華文網路教育中心  http://edu.ocac.gov.tw/ 

․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 http://www.sc-top.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