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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生返台規劃依據

依據教育部開放境外生入境原則及標準作業程序安排

 開放原則
1. 優先開放現居指揮中心「低感染風險國家/地區」及「中低感染風險」名

單境外學位生入境，每2週檢視調整低/中低感染風險國家名單。
2. 以(1)108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優先入境，再依序分順位批次放寬(2)其他舊

生及(3)109學年新生入境。安排學生入境後，優先入住校外防疫旅館，
7/3起開放經地方衛政單位檢核符合檢疫場所規格之校內外獨棟宿舍及
獨層宿舍。

 低感染風險國家/地區(13個)：紐西蘭、澳洲、澳門、帛琉、斐濟、汶萊、越南、
香港、泰國、蒙古、不丹、（7/1新增）寮國、柬埔寨、(7/15新增)緬甸。

 中低感染風險國家/地區(5個)：韓國、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7/8新增)斯里
蘭卡。

 教育部自109年7月22日開放現居19個低及中低感染風險國家/地區之境
外學位新舊生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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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生分批返臺規劃(7/16止)
(因疫情影響滯外需報部核可後方能入境之舊生及109新生)

1. 8/7前返臺：364人
• 現居低及中低感染風險國家/地區舊生24人
• 現居低及中低感染風險國家/地區新生340人(6/30前寄發錄取/分發通知者)

2. 8/10-8/15間返臺：20人
• 現居低及中低感染風險國家/地區新生20人(7/15左右寄發錄取/分發通知
者)

※尚無法判斷與規劃返臺時間境外學位生數：634人
A. 不含大陸之其它尚未列入低及中低感染風險國家境外學位生272人：新

僑生25人，外國學位新生241人，舊生6人
B. 待放榜預訂8/10左右寄發錄取/分發通知預估新生數最多125人(最快8

月底之後方能返臺)
C. 陸生237人

應屆畢業生 其他舊生 109新生 小計

陸生 78 83 76 237

使用排序 宿舍 床位數 最後入住日 最遲遷出日

第1優先 歸仁國震宿舍 46

第2優先 光二舍(註) 243 109.8.7 109.8.21

第3優先 光三舍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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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7前返臺：364人
• 現居低及中低感染風險國家/地區
舊生24人

• 現居低及中低感染風險國家/地區
新生340人(6/30前寄發錄取/分發
通知者)

2. 8/10-8/15間返臺：20人
• 現居低及中低感染風險國家/地區
新生20人(7/15左右寄發錄取/分
發通知者)

※尚無法判斷與規劃返臺時間境外學位
生數：634人 (397+237)

A. 不含大陸之其它尚未列入低及
中低感染風險國家境外學位生
272人：新僑生25人，外國學
位新生241人，舊生6人

B. 待放榜預訂8/10左右寄發錄取/
分發通知預估新生數最多125
人(最快8月底之後方能返臺)

C. 陸生237人

352

10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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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人)
1. 梯次一：7/22-8/7

(20+397+237人)
2. 梯次二： 8/9-8/15
3. 梯次三： 8/16-8/22
4. 梯次四： 8/23-8/29
5. 梯次五： 8/30-9/5

352

10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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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身分之境外學位生適用之居家檢疫及
接機安排

1. 學校負責安排並全額補助者
• 完成提早註冊繳費($5000)之海外新生※提早註冊措施僅適用於109學年秋班新生

A. 居家檢疫住宿：學校補助住宿費、統一安排檢疫宿舍（餐費、寢具及其他雜支等項目由學生自費）。
B. 接機專車：學校安排防疫專車或由學生自行搭乘機場檢疫計程車（請保留車資收據提供給學校核銷）

2. 學校協助安排並由學生全額自費者
• 因疫情影響滯外需報部核可後方能入境之舊生
• 未選擇提早註冊之新生

A. 居家檢疫住宿：學校統一安排檢疫宿舍，檢疫宿舍所有相關費用由學生自費。
B. 接機專車：視狀況協助安排防疫專車，若返國當日學校無防疫專車或防疫專車已無空位，學生須

自費搭乘機場防疫計程車。

3. 學校視狀況協助安排並由學生全額自費者
• 具有效期ARC不須報部即可自由出入境之舊生(港澳陸生除外)
• 暑期有計畫出國目前在台港澳陸生

A. 居家檢疫住宿
a) 自費預訂台南市檢疫旅館或於原本外宿地點居家檢疫
b) 預訂不到檢疫旅館，或原定外宿地點同住者有65歲(含)以上長者、6歲(含)以下幼童、慢性

疾病患者)或無個人專用房間(含衛浴設備)者，學校得視情況協助安排檢疫宿舍，但不保證
一定能安排到，且學生需自費檢疫宿舍所有相關費用。

B. 視狀況協助安排防疫專車，若返國當日學校無防疫專車或防疫專車已無空位，學生須自費搭乘機
場防疫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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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學位新生(港澳陸生除外)
New Overseas Degree Students (Except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China)

目前在台
in Taiwan now

目前在境外
not in Taiwan now

有效居留證
Valid ARC

完成提早註冊
Paid early enrollment deposit

一般註冊
Regular enrollment process 

無居留證
Without ARC

有效居留證
Valid ARC

無居留證
Without ARC

有效居留證
Valid ARC

檢疫住宿
Quarantine room

檢疫交通
Quarantine bus/taxi

檢疫住宿及交通費用
Fee for quarantine 
room and bus/taxi

於當地航班櫃檯報到
時必備文件

Essential document 
upon flight check-

in

開放入境後，安排班機、更新班機資訊至調查系統
If your entry is allowed, please arrange flight(s) and update related info via the survey. 

向住服組提出申請後，獲優先安排
First priority after application

校方安排
Arranged by 

NCKU

學校負擔
Covered by NCKU

境外生入境許可證明
(紙本) 

Overseas Student 
Entry Permit 

Certificate (paper file)

校方安排
Arranged by 

NCKU

學校負擔
Covered by NCKU

向住服組提出申請後，獲次要安排
Second priority after application

校方安排
Arranged by 

NCKU

自行負擔
Covered by 

students

境外生入境許可證明
(紙本) 

Overseas Student 
Entry Permit 

Certificate (paper file)

校方安排
Arranged by 

NCKU

自行負擔
Covered by 

students

填寫調查系統(Link)
Complete survey

完成填寫系統即可
Finished 

境外生返臺入境流程圖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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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學位舊生(港澳陸生除外)
Existing Overseas Degree Students (Except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China)

有效居留證
Valid ARC

目前在台
In Taiwan now

暑假留臺
Stay in Taiwan during 

summer vacation

暑假赴外
Leave Taiwan during 

summer vacation

開放入境後，安排班機、更新班機資訊至調查系統
If your entry is allowed, please arrange flight(s) and update 

related info via the survey. 

填寫調查系統(Link)
Complete survey

向住服組提出申請後，
獲優先安排

First priority after 
application

校方安排
Arranged by 

NCKU

自行負擔
Covered by 

students

境外生入境許可證明
(紙本) 

Overseas Student 
Entry Permit 

Certificate (paper file)

自行安排
Arranged by 

students

自行負擔
Covered by 

students

向住服組提出申請後，視空床數安排
Last priority and depends on vacancy 

after application

自行安排
Arranged by 

students

自行負擔
Covered by 

students

由於不可抗力因素
致居留證過期需重

辦簽證者
ARC expired due 
to force majeure.

目前在境外
not in Taiwan now 

完成填寫系統即可
Finished

檢疫住宿
Quarantine room

檢疫交通
Quarantine bus/taxi

檢疫住宿及交通費用
Fee for quarantine 
room and bus/taxi

於當地航班櫃檯報到
時必備文件

Essential document 
upon flight check-

in

境外生返臺入境流程圖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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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陸生
Degree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China

新生
New students

舊生
Existing students

目前在台
in Taiwan now

完成提早註冊
Paid early 

enrollment deposit

暑假留臺
Stay in Taiwan during 

summer vacation

暑假赴外
Leave Taiwan during 

summer vacation

向住服組提出申請後，獲優先安排
First priority after application

校方安排
Arranged by 

NCKU

學校負擔

境外生入境許可證明
(紙本) 

Overseas Student 
Entry Permit 

Certificate (paper file)

向住服組提出申請後，視
空床數安排

Last priority and 
depends on vacancy 

after application

自行安排
Arranged by 

students

自行負擔
Covered by 

students

境外生入境許可證明
(紙本) 

Overseas Student 
Entry Permit 

Certificate (paper file)

校方安排
Arranged by 

NCKU

自行負擔
Covered by 

students

境外生入境許可證明
(紙本) 

Overseas Student 
Entry Permit 

Certificate (paper file)

目前在境外
not in Taiwan now

境外生入境許可證明
(紙本) 

Overseas Student 
Entry Permit 

Certificate (paper file)

一般註冊
Regular enrollment 

process 

開放入境後，安排班機、更新班機資訊至調查系統
If your entry is allowed, please arrange flight(s) and update related info via 

the survey. 

校方安排
Arranged by 

NCKU

自行負擔
Covered by 

students

目前在台
in Taiwan now

目前在境外
not in Taiwan now

填寫調查系統(Link)
Complete survey

完成填寫系統即可
Finished

完成填寫系統即可
Finished

於當地航班櫃檯報
到時必備文件

Essential 
document upon 
flight check-in

檢疫住宿
Quarantine room

檢疫交通
Quarantine 

bus/taxi

檢疫住宿及交通費用
Fee for quarantine 
room and bus/taxi

境外生返臺入境流程圖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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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確認及協調事項
檢疫宿舍/旅館相關

1. 光二最後入住時間：是否確定為8/7?→是

2. 舊生自訂檢疫旅館是否限定台南市？→全臺檢疫旅館皆可

接機專車相關

1. 防疫計程車資：是否一律由學生先自行支付，完成提早註冊預付金
繳交之新生得保留車資收據提供給學校核銷？

2. 防疫專車安排？

3. 依7/15教育部函，以下狀況學校務必親自派員接機：
1) 新生

2) 單日單一機場入境學生超過3人者

3) 學生自高雄國際航空站、臺北松山機場、臺中清泉崗機場入境者

提早註冊、陸生安心就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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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校級薦外交換計畫因應措施
109學年第1學期共計124名校級交換生前往15國、計39校交換，國際處依據本校109年3月14日國立成功大學因應新冠肺
炎COVID-19之赴外研習交換生相關對應措施制訂109-1校級交換計畫應變原則及流程圖供學生依循，針對無法赴外交換之
學生，協助其保留交換資格1年。

備註：
(*) 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國際
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針對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所列等級為
「第三級：警告」之國家，及所列
「各國感染風險級別」屬「低風險」
之國別
(https://www.cdc.gov.tw/Disease/Su
bIndex/N6XvFa1YP9CXYdB0kNSA9A)
(**)  交換計畫以延後1年（即2學期）
為原則，倘協調獲交換校同意方得
以延後1學期
(***) 延後1年交換者須依各交換校規
定，重新於109-2進行薦外提名申請
程序

若交換校維持當期交換計畫

交換校所在國家
為國際疫情等級三級*

本校與交換校協調延後1年交換為原則**

依交換校規定，通知學生重新提送薦外提名申請程序

本校於109-2進行薦外提名程序，學生於110-1交換***

若交換校取消當期交換計畫

交換校所在國家
非國際疫情等級三級者

學生依交換計畫之必要性決定是否
如期赴外交換或在台選修線上課程

否 是

如期於109-1赴外或
在台選修線上課程

交換校提供線上課程供學生在台選修交換校提供實體課程或部分線上課程

非低風險國家* 低風險國家*

本校取消交換計畫

學生自費
前往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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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外研修獎學金及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處理原則

補助名稱
109年度受理情

形
109年度報名
截止日期

處理原則

【專任教師、博士級研究員
及學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

1. 本年度持續開放受
理申請。
2. 本年度持續暫停受
理教師提出之申請案
件；惟屬本校新進副
教授、助理教授(未
滿3 年者)，不在此
限。

2020/10/31

1. 決定出國:完成研修義務或出席原訂國
際會議後，獎助金按原核定補助金額
核發。

2. 延後原訂研修計畫/國際會議(不得變
更計畫內容及國外單位):獎助金得予以
保留。但獲獎生赴國外期間內，仍應
保有在校生資格。

3. 計畫取消、改成線上會議/課程:

【學生跨國雙向研修獎助學
金補助】

本年度持續開放受理
申請。

2020/10/31

【博士生「世界徜徉計畫」
補助】

本年度持續開放受理
申請。

2020/10/31

【海外國際短期志工服務學
習補助】

暫停受理今年度申請案

*註1.國際處將視國內外疫情變化，更新本公告。
*註2.本原則適用對象為2020年10月31前申請以下補助之獲獎人:
(1) 【國立成功大學專任教師、博士級研究員及學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獲獎師生。
(2)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跨國雙向研修獎助學金補助】獲獎生。
(3) 【國立成功大學博士生「世界徜徉計畫」補助】獲獎生。

• 提醒獲獎助師生應慎重考慮出國的必要性，務必於出國前參考【外交部世界各國因應武漢肺炎
(COVID-19)疫情相關措施一覽表】，了解各國邊境管制措施、及隔離檢疫規範。

• 出國後，必須遵守當地政府防疫政策，保護自身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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