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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及地理位置介紹 
 
學校介紹 
    臺灣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本校原名為德育護理專科學校，創立於民國 56 年，是以「配

合社會需要，適應世界潮流，培植優秀之護理人才，以服務群眾」為辦學宗旨，以「博愛」

為校訓，首設護理助產科（後改為護理科）。在成立後的十多年中，一直以五年一貫技職教育，

培育優秀的護理人才，提昇國內護理教育水準為興學目標。是當時北台灣，除台北護專之外，

唯一一所私立護理專科學校，為國家培育出許多優秀的護理人才。 

    民國 91 年 8 月 1 日本校改制為技術學院，設立二技食品衛生、幼兒保育、化妝品應用

三系，同年 11 月，本校為紀念經國先生勤懇務實深耕台灣四十年，締造經濟奇蹟的貢獻，並

建立新形象，邁向國際化，打造特色，更改校名為「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確立了以民生科

技、健康促進及照護以及管理為增設系科之主軸的新發展方向。 

 
地理位置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位於臺灣最北端的基隆市，基隆市原名「雞籠」，位於台灣本島北端，

舊時係取「基地昌隆」之義定名「基隆」。  

    全市總面積為 132.7589 平方公里，百分之九十五為丘嶺地，東、西、南三面環山與鄰近

縣市相鄰，僅北面一處有少量的平原迎向大海，自古即為深水谷灣之良港。  

    由於三面環山，因而造就特有之海洋文化，基隆市區著名的廟口夜市、翔鷹俯瞰的海洋

廣場、及有白色觀音大佛的中正公園、熱鬧豐美的中元祭典、砲台與隧道、岬角與灣澳、漁

港和魚市等。此外，依山傍海緊鄰新北市，從本校沿著外木山濱海風景區方向，沿路可達萬

里、金山及石門等景點。反方向從基隆市區往海洋科技博物館、潮境公園方向，則可以到達

瑞芳、金瓜石、九份等著名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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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外生在臺就讀注意事項 
 

1. 同學抵臺後請告知國際合作暨兩岸交流組入臺日期（陸研修生除外），以利掌握在入臺證

期限及 15 日內將就學簽證更換為居留證。 

2. 抵達學校請於當天或隔日務必至國際合作暨兩岸交流組報到，請攜帶護照、認證過之成

績單及文憑（陸研修生除外），健康檢查證明報告(須附麻疹及德國麻疹檢驗結果及接踵紀錄，

國外檢查者須有臺灣駐外單位加蓋認證戳章)以利核對基本資料，並留下在臺聯絡方式。 

3. 請同學留下電子郵箱或通訊軟體，國際合作暨兩岸交流組將以電子郵件通知學生事項，

請務必每日檢查郵箱是否有信件。 

4. 抵達學校後當天或隔天請盡快至所屬系上報到及選課。 

5. 若發生意外事件請撥打本校校安中心 24 小時專 02-2437-4315 請求協助 

7. 在臺之一切行為請務必遵守臺灣法律。 

8. 在校修業期間若要申請轉系，請至教務處註冊組填寫申請表，並至國際合作暨兩岸交流

組告知相關負責人員。 

9. 若有急事需返國，請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並告知國際合作暨兩岸交流組。 

10. 入出境許可證（二年）及居留證（一年），請注意到期時限至移民署辦理延簽或延期居

留，大陸研修生請依照入臺證規定期限內離臺。 

11. 在校就讀期間請遵守學校宿舍規定，違反者以校規處理。 

 

*校內單位上班時間：星期一~五上午 8:00~下午 5:00 (國定假日及星期六、日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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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所需文件及物品出發前的檢查清單： 

1.入學許可 ( 分發書正本) 

2.護照正本、影印本各 1 份 

3.進入台灣的有效簽證 

4.健康檢查證明須附麻疹及德國麻疹檢驗結果與接種紀錄(須經臺灣駐外單位加蓋認證戳章) 

5.預定並確認完成來台機票 

6.畢業證書正本及影本各 1 份 

7.兩吋正面彩色半身脫帽照片 12 張 

8.效期六個月以上之醫療及傷害保險( 入境日起算) 

9.足夠的生活費用( 隨身攜帶現金不得超過機場過境貨幣限制規定) 

10.攜帶個人衣物 ( 大行李不超過 20KG，手提行李不超過 7.5KG) 

11.生活用品 ( 沐浴用品攜帶小瓶裝即可，或到台灣之後再購買) 

12.藥品 ( 視個人而定) 

                                   

 

三、校園生活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校園分為本校區及第二校區，校園環境清靜幽美，重視自然生態，

校園中有八景特色，分別為「香樟詩情」、「綠園蝶舞」、「嵐亭鷹嘯」、「荷塘蛙鳴」、「曲徑通

幽」、「櫻木花道」、「小徑聽泉」、「梯坪弄月」等特色八景。 

    此外，校園內提供舒適與安全的學生宿舍，還有小吃店、室內體育館與戶外運動場、健

身房以及雄獅旅行社的校園駐點。校園外即有公車站牌搭乘至基隆市區；亦鄰近北二高德安

交流道，前往台北只需要 30 分鐘即可到達，交通便捷。此外，附近便利商店、早餐店、小

吃店林立，生活機能豐富又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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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 

 

   凡本校學生，於在學期間均可申請學校電子郵件及校內免費無線上網帳號，申請窗口為

本校圖資中心-資訊組。 

   圖資中心-資訊組電話: (02)2437-2093 分機 710、712 

   圖資中心-資訊組首頁: http://cc.cku.edu.tw/bin/home.php 

 

 
學生宿舍 

 
本校目前有二棟學生宿舍: 秋瑾樓(男生宿舍)、大明樓(女生宿舍)，分別為四人雅房及四人套房，

另有身障生寢室(三人套房)。房間設備包括冷氣機、寬頻網路、書桌、衣櫥。宿舍設施附有衛

浴設備、交誼廳公共電視、書報雜誌、自助式洗衣機、烘乾機、脫水機、除濕機、冰箱、電鍋、

販賣機等。此外，出入宿舍還有電子控制系統來保障學生的安全。學生宿舍申請窗口為本校生

活輔導組。 

生活輔導組電話: (02)2437-2093 分機 361、354 

生活輔導組網站: http://dsa.cku.edu.tw/files/11-1006-16.php 

 

本校學生宿舍收費標準 

女生宿舍: 每人每學期新臺幣壹萬壹仟元整。（含水費及網路費，電費每學期基本度數每寢每

人 175 度，超過基本度數後，以寢室為單位收費，不含入宿保證金新臺幣壹仟元） 

男生宿舍: 每人每學期新台幣捌仟元整（含水電費及網路費，冷氣電費另計，不含入宿保證金

新臺幣壹仟元）。 

http://cc.cku.edu.tw/bin/home.php
http://dsa.cku.edu.tw/files/11-1006-1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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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樓 大明樓 

房間設備 
交誼廳 

圖書館 
 

全館佔地 2436.99 平方公尺，規劃有：閱覽區、研究小間、期刊區、視聽欣賞區、隨選視訊

區、參考書區、圖書區、服務台、資料檢索區等。圖書館開放時間、影音資料與圖書借用管理

規則詳見圖書館網頁。 

圖書館電話: (02)2437-2093 分機 720、721 

圖書館網頁: http://lib.cku.edu.tw/bin/home.php 

 
個人多媒體視聽區 

 
資料檢索區 

 
電子書專區 

 
閱覽自習室 

http://lib.cku.edu.tw/bin/home.php


7 
 

 
研究小間 

 
小團體視聽室 

 
體育設施 
 
體育運動為本校所重視，校內設有各式現代化設備，如體適能健身中心和體育場館，包括籃球場、

撞球教室、桌球教室、技擊教室、韻律教室等，同時還有健身活動中心，提供學生各種不同的運

動興趣與需求。本校各項體育設施借用與管理規則詳見學務處體育組網頁。 
體育組電話: (02)2437-2093 分機 331 
體育組網頁: http://dsa.cku.edu.tw/files/11-1006-18.php 
 

 
室內籃球場 

 
技擊教室 

 
桌球教室 

 
健身活動中心 

 
撞球教室 

 
韻律教室 

 
 

http://dsa.cku.edu.tw/files/11-1006-1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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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居留證及居留證延期 

 
    居留證，是中華民國政府用於證明外國人、沒有自由地區戶籍的中華民國國民在自由地區內

合法居留的身份證件，於入境時或入境後獲得改發居留簽證後 15 日內，向居住地直轄市政府或

縣(市)警察局申請外僑居留證（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居留期限則依所持外僑居留證所載

效期。持外僑居留證者，若須在效期內出境 並再入境，應申請外僑居時同時申請重入國許可

(RE-ENTR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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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國學生、海青班學生適用(一年期居留證)： 
(1) 護照正本及影本。 
(2) 居留簽證正本及影本。 
(3) 2 吋彩色照片 2 張。 （新辦） 
(4) 填妥「外國人居留停留案件申請表 」。 
(5) 委託辦理時需填委託書。 
(6) 學生證正本及影本或在學證明。 
(7) 費用為新台幣 1,000 元。 
 

2. 香港、澳門僑生適用(三年期居留證)： 
(1)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境居留/定居申請書乙份，並貼正面白底彩色脫帽照片乙張（同中華

民國國民身分證照片規格）。 
(2) 香港或澳門永久居民身分證正本、影本乙份(影本正反面印在同一面)。 
(3) 三個月內經駐外館認證最近 5 年內無刑事犯罪記錄證明書(又稱良民證)；未滿 20 歲者(年
滿 20 歲當年度 9 月 1 日前亦計算之)免附。 
(4) 入境許可證正本、影本各乙份。 
(5) 三個月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書。 
(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健康檢查證明應檢查項目表（乙表）辦理）。 
(6) 入學分發通知書(正影本各乙份)。 
(7) 在學證明或學校出具之文件。 
(8) 住宿證明。(校內住宿證明需加蓋單位戳章，在外居住者需附租約證明。) 
(9) 費用：臺灣地區居留入出境證(三年期居留證)：NT$2,600。可出入境達 40 次。居留效期

屆滿前 30 日內向移民署申請延期。 
 

3. 申請延期護照正本及影本： 
(1) 居留證正本及影本。 
(2) 2 吋彩色照片 1 張。 
(3) 填妥「外國人居留停留案件申請表」或「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境居留/定居申請書」，委

託辦理時需填委託書，港澳僑生需加填身份切結書。 
(4) 學生證正本及影本或在學證明 
(5) 費用新台幣 1,000 元(1 年期居留證)。 
(6) 10 個工作天。 
 

4. 辦證地點: 
辦證地點: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基隆市服務站 
地址: 基隆市義一路 18 號 11 樓(A 棟) 
電話:  02-24276374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7:00 中午不休息 

 
注意事項: 
居留證居留效期逾期辦理罰款 1-10 天(1,000 元)，11-30 天(2,000 元)，31-90 天(5,000 元)，90 天
以上 10,000 元並驅逐出境。 
辦理工作天: 1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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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險 
1.僑生傷病醫療保險(簡稱"僑保") 

(1)保險內容:尚未符合參加全民健保之僑生，自抵臺註冊日起，得參加僑保六個月，一人一次

為限。 

(2)費用：六個月 1,244 元。50%(622 元)僑委會補助。50%(622 元)僑生自付（依當學期辦理僑

保之保險公司收費標準為主）。 

 

2.學生平安保險 

(1) 對象:僑生學位生、外籍生、交換生。 

(2) 費用：每人約 214 元（依當學期辦理團保之保險公司收費標準為主） 

 

3. 全民健康保險 

外籍學生（外籍人士）參加中華民國全民健康保險相關權利義務 

（一）加 / 退保 

1.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在台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居留滿（須連續居住）六個月之

日起，應一律強制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2.外僑居留原因消失而喪失居留權或回國不再來台灣時，即喪失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的權利，

應向投保單位辦理退保手續；並請於返國前繳清保費。外籍人士如係返國短期停留，如渡假、

洽公等，隨即返回台灣，且尚未逾居留期限，仍應繼續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3.保險對象如預定離開台灣六個月以上，可選擇辦理停保手續或繼續加保，如選擇停保，停

保期間可免繳納健保費，於回台灣時辦理復保手續，但是離開台灣未滿六個月即返台者，應

補繳停保期間保險費；選擇繼續加保者，應按月繳納保險費，如於國外發生緊急傷病時，可

檢具證明文件申請核退醫療費用。 

（二）保險費繳納 

1.國際學生持居留證滿六個月時，務必加入全民健保 

2.健保費每月新台幣 749 元，即每學期新台幣 4,494 元，於每學期初隨學費單收取。（健保費

依健保局之異動調整） 

3.僑委會補助對象：（具有僑生身份之學生，含港、澳學生） 

(1)自 103 年起，來臺入學且家境清寒者，得填具申請表並檢附清寒證明文件，經校方審查符

合資格者。 

(2)僑生之健保保費由僑委會補助 50%（375 元），僑生自付 50%（374 元）。 

（三）健保醫療服務 

1.保險對象發生疾病、傷害、生育事故時，由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門診、住院及藥品等醫

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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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險對象應遵行醫療相關規定就醫，並負擔部分醫療費用。 

六、工作證 
 

1.適用對象： 
     (1) 依「外國學生來華留學辦法」且就讀於公立或已立案私立大專校院之外國留學生。 

 (2) 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規定輔導入學之僑生。 
 (3) 依「香港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辦法」規定入學之港澳生。 

 
2.應繳交之申請文件 
(1) 線上申請：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 
(2) 學生證。 
(3) 繳交審查費之郵政劃撥單收據正本（每人新台幣壹佰元整），申請人需至郵局利用郵政劃

撥繳納。 
戶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聘僱許可收費專戶。 

劃撥帳號：19058848，或至或至機關收費櫃台現場繳交。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39 號 10 樓） 
 (4)繳費收據 
 (5) 有效期間之護照影本、居留證正反面影本。 

     (6) 其財力無法繼續維持其學業及生活，並能提出具體證明者。 
 

3.注意事項: 
(1) 外國留學生、僑生及港澳生及申請工作許可，許可期間最長為六個月。 
(2) 外國留學生、僑生及港澳生其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為 20 小時。 
(3) 未依前項規定者，本會得依就業服務法規定廢止其工作可。 
(4) 未依規定申請工作許可，即受聘僱為他人工作者，依就業服務法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之罰鍰。 
(5) 資料及證明文件係為影本者，應加註「與正本相符」之文字，並由申請人蓋章或簽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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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國際組。 
(7) 有關擬工作之單位戳（簽）章、工作性質、工作地址等，學校得視輔導之需要，要求學

生填寫。 
(8) 於上學期申請者，工作許可證之期限至次學期的三月三十一日止，於下學期申請者，工

作許可證之期限至同年的九月三十日止。 
(9) 申請單位（人）如要親自取件，須填具「親自領件聲明書」，並至本會職訓局指定櫃檯

送件申請，於指定期限內憑收件回條至本會職訓局指定櫃台領取，逾期本會將以掛號寄出。 
(10) 查詢電話：（02）8590-2567。 
(11) 註：經「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輔導入學之僑生不得自行轉讀或升讀補習或進修

學校、進修部、空中大學或空中專科學校（含各級學校夜間部）者不得申請工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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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獎助學金 
 

僑務委員會: 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畢業僑生學行成績優良獎學金、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 

華僑協會總會: 僑生獎助學金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大學僑生獎助學金、僑生獎學金 

 

八、生活保健 

科別 名稱 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牙科 中山區 中山牙醫診所 02-24250430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一路 19號 

一般科 中山區 何朝榮診所 02-24378911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一百七十六

號 

牙科 中山區 展望牙醫診所 02-24234106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二號二樓 

牙科 中山區 永吉牙醫診所 02-24367767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一百八十五

號 

一般科 中山區 親親診所 02-24374880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一百七十九

號 

家庭醫

學科 
中山區 林義宏診所 02-24366481 

基隆市中山區基隆市復興路 263

號 

一般科 中山區 復興診所 02-24378911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一二五號 

 
中山區 

明觀現代科學中醫診

所 
02-24216166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一五八號 

 
中山區 仁愛中醫診所 02-24249229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十五號 

牙科 中山區 德和牙醫診所 02-24220496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４４３號 

牙科 中山區 隆源牙科診所 02-24283858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７號 

牙科 中山區 許牙科診所 02-24224872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３６號 

家庭醫

學科 
中山區 聖德診所 02-24573485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 411號 

 
中山區 蔡敬山診所 02-24246155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４１號１樓 

耳鼻喉

科 
中山區 王孫毅耳鼻喉科診所 02-24244062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 106號之 5 

婦科 中山區 林文毅婦產科診所 02-24288818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 27號 

耳鼻喉

科 
中山區 李筱隆耳鼻喉科診所 02-24254198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六十三號 

 
中山區 蔡內兒科診所 02-24277489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８６之１號 

 
中山區 安定診所 02-24213279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 90號 

 
中山區 仁傑小兒專科診所 02-24254123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 49號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4%B8%AD%E5%B1%B1%E4%B8%80%E8%B7%AF19%E8%99%9F&name=%E4%B8%AD%E5%B1%B1%E7%89%99%E9%86%AB%E8%A8%BA%E6%89%80&tel=02-24250430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BE%A9%E8%88%88%E8%B7%AF%E4%B8%80%E7%99%BE%E4%B8%83%E5%8D%81%E5%85%AD%E8%99%9F&name=%E4%BD%95%E6%9C%9D%E6%A6%AE%E8%A8%BA%E6%89%80&tel=02-24378911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BE%A9%E8%88%88%E8%B7%AF%E4%B8%80%E7%99%BE%E4%B8%83%E5%8D%81%E5%85%AD%E8%99%9F&name=%E4%BD%95%E6%9C%9D%E6%A6%AE%E8%A8%BA%E6%89%80&tel=02-24378911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AE%89%E4%B8%80%E8%B7%AF%E4%BA%8C%E8%99%9F%E4%BA%8C%E6%A8%93&name=%E5%B1%95%E6%9C%9B%E7%89%99%E9%86%AB%E8%A8%BA%E6%89%80&tel=02-24234106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BE%A9%E8%88%88%E8%B7%AF%E4%B8%80%E7%99%BE%E5%85%AB%E5%8D%81%E4%BA%94%E8%99%9F&name=%E6%B0%B8%E5%90%89%E7%89%99%E9%86%AB%E8%A8%BA%E6%89%80&tel=02-24367767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BE%A9%E8%88%88%E8%B7%AF%E4%B8%80%E7%99%BE%E5%85%AB%E5%8D%81%E4%BA%94%E8%99%9F&name=%E6%B0%B8%E5%90%89%E7%89%99%E9%86%AB%E8%A8%BA%E6%89%80&tel=02-24367767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BE%A9%E8%88%88%E8%B7%AF%E4%B8%80%E7%99%BE%E4%B8%83%E5%8D%81%E4%B9%9D%E8%99%9F&name=%E8%A6%AA%E8%A6%AA%E8%A8%BA%E6%89%80&tel=02-24374880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BE%A9%E8%88%88%E8%B7%AF%E4%B8%80%E7%99%BE%E4%B8%83%E5%8D%81%E4%B9%9D%E8%99%9F&name=%E8%A6%AA%E8%A6%AA%E8%A8%BA%E6%89%80&tel=02-24374880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9F%BA%E9%9A%86%E5%B8%82%E5%BE%A9%E8%88%88%E8%B7%AF263%E8%99%9F&name=%E6%9E%97%E7%BE%A9%E5%AE%8F%E8%A8%BA%E6%89%80&tel=02-24366481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9F%BA%E9%9A%86%E5%B8%82%E5%BE%A9%E8%88%88%E8%B7%AF263%E8%99%9F&name=%E6%9E%97%E7%BE%A9%E5%AE%8F%E8%A8%BA%E6%89%80&tel=02-24366481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BE%A9%E8%88%88%E8%B7%AF%E4%B8%80%E4%BA%8C%E4%BA%94%E8%99%9F&name=%E5%BE%A9%E8%88%88%E8%A8%BA%E6%89%80&tel=02-24378911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8%A5%BF%E5%AE%9A%E8%B7%AF%E4%B8%80%E4%BA%94%E5%85%AB%E8%99%9F&name=%E6%98%8E%E8%A7%80%E7%8F%BE%E4%BB%A3%E7%A7%91%E5%AD%B8%E4%B8%AD%E9%86%AB%E8%A8%BA%E6%89%80&tel=02-24216166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8%A5%BF%E5%AE%9A%E8%B7%AF%E5%8D%81%E4%BA%94%E8%99%9F&name=%E4%BB%81%E6%84%9B%E4%B8%AD%E9%86%AB%E8%A8%BA%E6%89%80&tel=02-24249229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8%A5%BF%E5%AE%9A%E8%B7%AF%EF%BC%94%EF%BC%94%EF%BC%93%E8%99%9F&name=%E5%BE%B7%E5%92%8C%E7%89%99%E9%86%AB%E8%A8%BA%E6%89%80&tel=02-24220496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8%A5%BF%E5%AE%9A%E8%B7%AF%EF%BC%97%E8%99%9F&name=%E9%9A%86%E6%BA%90%E7%89%99%E7%A7%91%E8%A8%BA%E6%89%80&tel=02-24283858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8%A5%BF%E5%AE%9A%E8%B7%AF%EF%BC%93%EF%BC%96%E8%99%9F&name=%E8%A8%B1%E7%89%99%E7%A7%91%E8%A8%BA%E6%89%80&tel=02-24224872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8%A5%BF%E5%AE%9A%E8%B7%AF411%E8%99%9F&name=%E8%81%96%E5%BE%B7%E8%A8%BA%E6%89%80&tel=02-24573485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8%A5%BF%E5%AE%9A%E8%B7%AF%EF%BC%94%EF%BC%91%E8%99%9F%EF%BC%91%E6%A8%93&name=%E8%94%A1%E6%95%AC%E5%B1%B1%E8%A8%BA%E6%89%80&tel=02-24246155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8%A5%BF%E5%AE%9A%E8%B7%AF106%E8%99%9F%E4%B9%8B5&name=%E7%8E%8B%E5%AD%AB%E6%AF%85%E8%80%B3%E9%BC%BB%E5%96%89%E7%A7%91%E8%A8%BA%E6%89%80&tel=02-24244062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AE%89%E4%B8%80%E8%B7%AF27%E8%99%9F&name=%E6%9E%97%E6%96%87%E6%AF%85%E5%A9%A6%E7%94%A2%E7%A7%91%E8%A8%BA%E6%89%80&tel=02-24288818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AE%89%E4%B8%80%E8%B7%AF%E5%85%AD%E5%8D%81%E4%B8%89%E8%99%9F&name=%E6%9D%8E%E7%AD%B1%E9%9A%86%E8%80%B3%E9%BC%BB%E5%96%89%E7%A7%91%E8%A8%BA%E6%89%80&tel=02-24254198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AE%89%E4%B8%80%E8%B7%AF%EF%BC%98%EF%BC%96%E4%B9%8B%EF%BC%91%E8%99%9F&name=%E8%94%A1%E5%85%A7%E5%85%92%E7%A7%91%E8%A8%BA%E6%89%80&tel=02-24277489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AE%89%E4%B8%80%E8%B7%AF90%E8%99%9F&name=%E5%AE%89%E5%AE%9A%E8%A8%BA%E6%89%80&tel=02-24213279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AE%89%E4%B8%80%E8%B7%AF49%E8%99%9F&name=%E4%BB%81%E5%82%91%E5%B0%8F%E5%85%92%E5%B0%88%E7%A7%91%E8%A8%BA%E6%89%80&tel=02-2425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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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 中山區 日榮牙科診所 02-24287294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６號 

 
中山區 安一外科診所 02-24236262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７９號 

牙科 中山區 協和牙科診所 02-24257113 基隆市中山區中華路５９號 

一般科 中山區 至誠診所 02-24246151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３號 

家庭醫

學科 
中山區 春安診所 02-24371950 

基隆市中山區中和路一六八巷五

弄十四號 

 
中山區 允安中醫診所 02-24377030 

基隆市中山區中和路一六八巷六

弄十七號 

一般科 中山區 民安診所 02-24223461 基隆市中山區中華路 11號 

牙科 中山區 李台光牙醫診所 02-24377334 
基隆市中山區中和路一六八巷二

弄十八號一樓 

一般科 中山區 張春雄診所 02-24263358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二路 59號 

牙科 中山區 金華牙醫診所 02-24223647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二路６５巷７

號 

 
中山區 基隆市中山區衛生所 02-24229860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二路１５號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AE%89%E4%B8%80%E8%B7%AF%EF%BC%96%E8%99%9F&name=%E6%97%A5%E6%A6%AE%E7%89%99%E7%A7%91%E8%A8%BA%E6%89%80&tel=02-24287294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AE%89%E4%B8%80%E8%B7%AF%EF%BC%97%EF%BC%99%E8%99%9F&name=%E5%AE%89%E4%B8%80%E5%A4%96%E7%A7%91%E8%A8%BA%E6%89%80&tel=02-24236262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4%B8%AD%E8%8F%AF%E8%B7%AF%EF%BC%95%EF%BC%99%E8%99%9F&name=%E5%8D%94%E5%92%8C%E7%89%99%E7%A7%91%E8%A8%BA%E6%89%80&tel=02-24257113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5%AE%89%E4%B8%80%E8%B7%AF%EF%BC%93%E8%99%9F&name=%E8%87%B3%E8%AA%A0%E8%A8%BA%E6%89%80&tel=02-24246151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4%B8%AD%E5%92%8C%E8%B7%AF%E4%B8%80%E5%85%AD%E5%85%AB%E5%B7%B7%E4%BA%94%E5%BC%84%E5%8D%81%E5%9B%9B%E8%99%9F&name=%E6%98%A5%E5%AE%89%E8%A8%BA%E6%89%80&tel=02-24371950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4%B8%AD%E5%92%8C%E8%B7%AF%E4%B8%80%E5%85%AD%E5%85%AB%E5%B7%B7%E4%BA%94%E5%BC%84%E5%8D%81%E5%9B%9B%E8%99%9F&name=%E6%98%A5%E5%AE%89%E8%A8%BA%E6%89%80&tel=02-24371950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4%B8%AD%E5%92%8C%E8%B7%AF%E4%B8%80%E5%85%AD%E5%85%AB%E5%B7%B7%E5%85%AD%E5%BC%84%E5%8D%81%E4%B8%83%E8%99%9F&name=%E5%85%81%E5%AE%89%E4%B8%AD%E9%86%AB%E8%A8%BA%E6%89%80&tel=02-24377030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4%B8%AD%E5%92%8C%E8%B7%AF%E4%B8%80%E5%85%AD%E5%85%AB%E5%B7%B7%E5%85%AD%E5%BC%84%E5%8D%81%E4%B8%83%E8%99%9F&name=%E5%85%81%E5%AE%89%E4%B8%AD%E9%86%AB%E8%A8%BA%E6%89%80&tel=02-24377030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4%B8%AD%E8%8F%AF%E8%B7%AF11%E8%99%9F&name=%E6%B0%91%E5%AE%89%E8%A8%BA%E6%89%80&tel=02-24223461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4%B8%AD%E5%92%8C%E8%B7%AF%E4%B8%80%E5%85%AD%E5%85%AB%E5%B7%B7%E4%BA%8C%E5%BC%84%E5%8D%81%E5%85%AB%E8%99%9F%E4%B8%80%E6%A8%93&name=%E6%9D%8E%E5%8F%B0%E5%85%89%E7%89%99%E9%86%AB%E8%A8%BA%E6%89%80&tel=02-24377334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4%B8%AD%E5%92%8C%E8%B7%AF%E4%B8%80%E5%85%AD%E5%85%AB%E5%B7%B7%E4%BA%8C%E5%BC%84%E5%8D%81%E5%85%AB%E8%99%9F%E4%B8%80%E6%A8%93&name=%E6%9D%8E%E5%8F%B0%E5%85%89%E7%89%99%E9%86%AB%E8%A8%BA%E6%89%80&tel=02-24377334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4%B8%AD%E5%B1%B1%E4%BA%8C%E8%B7%AF59%E8%99%9F&name=%E5%BC%B5%E6%98%A5%E9%9B%84%E8%A8%BA%E6%89%80&tel=02-24263358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4%B8%AD%E5%B1%B1%E4%BA%8C%E8%B7%AF%EF%BC%96%EF%BC%95%E5%B7%B7%EF%BC%97%E8%99%9F&name=%E9%87%91%E8%8F%AF%E7%89%99%E9%86%AB%E8%A8%BA%E6%89%80&tel=02-24223647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4%B8%AD%E5%B1%B1%E4%BA%8C%E8%B7%AF%EF%BC%96%EF%BC%95%E5%B7%B7%EF%BC%97%E8%99%9F&name=%E9%87%91%E8%8F%AF%E7%89%99%E9%86%AB%E8%A8%BA%E6%89%80&tel=02-24223647
http://www.klchb.gov.tw/ch/GoogleMap.aspx?address=%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4%B8%AD%E5%B1%B1%E4%BA%8C%E8%B7%AF%EF%BC%91%EF%BC%95%E8%99%9F&name=%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5%B1%B1%E5%8D%80%E8%A1%9B%E7%94%9F%E6%89%80&tel=02-2422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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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通 
 

新生接機報到 

本校提供外國學生接機服務，有接機需求者需以 E-mail 向本校提出接機申請。抵達時間有任

何異動，學生務必於三天前以 E-mail 或電話通知本校。新生接機請洽本校國際合作暨兩岸交

流組。 

國際組電話：+886-2-2437-2093 分機 614、616 

國際組電子郵件：international@ems.cku.edu.tw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交通資訊 

學生可搭乘台灣鐵路抵達基隆車站後，再至基隆公車總站轉搭 302 中山高中公車到校。 

亦可由各地客運站搭乘基隆客運、國光客運、福和客運等，抵達基隆站後，再轉搭計程車或

302 中山高中公車到校。平日上課時間亦有提供各地(包括基隆、台北市、新北市等地)學生專

車，詳細資訊請洽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詢問。 

台灣鐵路公司時刻表查詢：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相關大眾運輸 APP 下載資訊如下: 

 

基隆市 302 中山高中公車路線圖 

mailto:international@ems.cku.edu.tw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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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行動電話 

手機門號申請：申辦手機需攜帶雙證件，前往各電信公司辦理。 

<各電信公司基隆營業處所> 

電信公司  地址  電話  

中華電信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321號/仁愛區仁三路74號 0800-080123 

台灣大哥大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33號/仁愛區仁二路189號 02-66062999 

遠傳電信  基隆市仁愛區仁五路6號/仁愛區仁一路197號 449-5888 

亞太電信  基隆市信一路160號1樓 0809-050-050 

台灣之星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14號 0908-442-904 
 

十一、金融服務 
1. 郵局及銀行開戶：持有效外國護照、外僑居留證、印章及新台幣 1000 元即可至各郵局及

銀行辦理開戶。開戶之後，建議申請金融卡，日後可隨時於各銀行之自動提款機(ATM)提款

或轉帳。 
2. 每次最高金額限新台幣 3 萬元，跨行提領為新台幣 2 萬元，跨行提款需付手續費 7 元，

每日以新台幣 10 萬元為限。 
3. 台灣貨幣：台灣之貨幣為新台幣，分別為硬幣 50 元、20 元、10 元、5 元、1 元，以及

紙鈔 2000 元、1000 元、500 元、200 元、100 元。 
 

50元 20元 10元 

  
 

5元 1元 5 角 

  

 

2000元 1000元 500元 

 

 

 
 

 

 
 

 
200元 100元 50元紀念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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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金融機構地址與電話 

 

 
 
 
 
 
 
 
 

 
 

十二、緊急聯絡

金融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第一銀行基隆分行  基隆市孝三路103號  02-2427-9121 
台灣銀行基隆分行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16 號 02-2424-7113 
基隆愛三路郵局(基隆901支)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130號1F 02-2421-0123 
基隆中山郵局(基隆10支) 基隆市中山區中華路3號 02-2421-0160 
基隆復興路郵局(基隆22支)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38號 02-2437-8290 
基隆西定路郵局(基隆23支)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120號 02-2421-0164 

校 內 緊 急 與 重 要 聯 絡 電 話  

本校總機  02-2437-2093  國際組  分機614、616 

校安中心緊急事故

電話  

02-2437-4315   學生輔導中心  分機320~323  

軍訓室緊急事故分

機  

分機360 生活輔導組  分機361~363  

宿舍專線 02-2437-6152 衛保組 分機340~341  

校 外 緊 急 與 重 要 聯 絡 電 話  

僑護緊急連絡電話 0912-040-119 

火警、緊急事故  119  查號臺(手機)  105  

警察報案、交通事故  110﹑122  查號臺(市話)  104  

國語氣象臺  166  外交部  02-2348-2999   

臺北松山機場 語音 

(02)8770-3456 

國際線

(02)8770-3430 

國內線

(02)8770-3460       

內政部移民署基隆

服務站  

02-24276374 

交通部觀光局基隆

市旅遊服務中心  

02-2428-7664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

基金會  

02-2175-7000 

桃園國際機場 語音03-2733728 

第一航廈

03-2735081 

第二航廈

03-2735086 

外國人在臺生活諮

詢服務  

0800-02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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