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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出國學生注意事項 

國際事務處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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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處在 2校區召開說明會 11月中 

約 3-5月        配合交換學校招生作業，開始向交換校申請 

5月 31日  教育部核定結果(教育部核定學校補助總額) 

6月底   國際處召開委員會審查每位學生補助額度 

1月初   學生送出申請(所屬系所審→院審→國際處) 

3月底  國際處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審查、陳核、完成總

計畫申請(3/31系統關閉即無法上傳) 

1.拿到入學許可 

2.出國前表單完備後撥第 1期款 
(機票、簽證請自行處理，出國所需表單請見國際處網頁) 

3.啟程：出國研修 

依交換 

校作業 

期程 

1. 填送抵國外報告書 

2.交換 1學年者，在第 2學期選課後撥第 2期款 
抵達國外 

1. 研修結束返國 14天內上傳心得 

2. 繳交核銷必備文件，撥返校配合款 

(所需表單請見國際處網頁) 

依交換 

校學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學海飛颺/學海惜珠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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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出國應注意事項 

出國學習是你們學習生涯中很難得機會，希望你們都能留下深刻美好的回憶，以下

說明很重要，請保留此注意事項一直到交換返國結案。 

一、入學許可 

各國學制不一樣，約在 5月中後，各校開始寄發入學許可，收到入學許可請先檢

查入學許可上之英文名字拼字、出生年月日及交換期程是否正確。若都沒有問題，請儘

速攜入學許可正本到該國駐台辦事處辦理學生簽證，並開始準備出國事宜，若入學許可

上的英文名字拼錯或交換期錯誤，一定要馬上告知。   

大部份學校會將入學許可寄到本處，少部份學校會直接寄到同學家裡。若你的入

學許可寄到家裡，一定要馬上告知本處承辦人已收到入學許可，確定收到入學許可後，

本處才會幫你辦理校內公文。 

尚未拿到入學許可前每一位同學都很心急，大部份學校入學許可採統一寄發，皆

有一定作業時間，只要還在合理等待時間內，本處不會主動發信給對方承辦人員，亦不

可能要求對方學校提早寄出入學許可，以免造成對方學校不必要之困擾。尚未收到入學

許可前，建議勿辦理任何出國手續。 

二、各國學生簽證辦理注意事項 

尚未拿到正式入學許可前並無法辦理學生簽證。有些國家學生簽證辦理相當費時，

收到入學許可後，請儘快去辦理。各國學生簽證辦理所需文件不同，有些需財力證明及

體檢證明〔體檢需至指定醫院辦理〕，可跟該國在台辦事處詢問需準備資料及其他相關

資訊。學生簽證之發放屬於各國領事辦事處之權責，本校並無權置喙，故請同學儘量備

齊文件再行申請。若因個人因素無法拿到學生簽證，即喪失交換資格。駐台外國機構名

稱可由外交部網站上查詢。 

請注意！即使有些交換國家可免簽入境，仍須持入學許可正本等相關資料到該國

駐台辦事處辦理學生簽證，持學生簽證方可入境，否則有可能被拒絕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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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役男出國緩徵 

    尚未服兵役之男同學皆具役男身份，皆需辦理役男出國緩徵，辦理方式請洽本校軍

訓室邱教官(分機 6231)。出國期間不得辦理畢業〔休、退學〕離校手續，否則衍生兵役

問題自行負責。 

四、本校註冊規定 

(一)註冊繳費規定： 

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則第十四條(二)：4.經本校核准出國之大學部交換學生，

若係依兩校合作交流協議免繳對方學校學雜費者，出國期間仍須繳交本校全額學雜

費；需繳對方學校學雜費者，出國期間仍須繳交本校雜費；延畢生須繳交本校全額

雜費；研究所學生須繳交本校學雜費基數。5.另依其他相關規定應繳之費用，依其

規定辦理。 

法規條文詳如教務處和平教務組網頁 http://www.nknu.edu.tw/~gad/main9.htm 

(二)出國研修學分認證抵免法規，請依據：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要點(105.04.20修正第 11點) 

法規條文詳如教務處和平教務組網頁 http://www.nknu.edu.tw/~gad/nknu.html 

請注意，學分認證抵免依所屬系所、教務處等相關法規辦理，由於各國學制不同，

如台灣規定 1學分須上課滿 18小時，但姊妹校 1學分授課時數不盡相同。 

(三)註冊繳費方式： 

出國研修仍需繳交本校學雜費者，請查詢總務處出納組網頁~學雜費專區

http://c.nknu.edu.tw/affair/Page.aspx?PN=53&Kind=cha 

若對費用有問題請暫勿繳費，待釐清後再繳。 

 

  

http://www.nknu.edu.tw/~gad/main9.htm
http://c.nknu.edu.tw/affair/Page.aspx?PN=53&Kind=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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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填寫表單 

拿到入學許可後、出國前請至國際處網頁 http://oia.nknu.edu.tw/ 

點選高師學生→學海飛颺交換生，要繳交之文件及規定網頁有詳細說明，共分出國前、

出國期間、返國核銷 3階段。(請用 GOOGLE CHROME開啟) 

 (一)以下相關資料請至少在出國前一個月前備妥，並盡量親送國際處或掛號郵寄或由

系辦遞送，國際處收到且資料齊全無誤，將盡快為同學請款，希望能在出國前發

給第 1期款，目前學海計畫教育部補助公文已核定下來，錢還沒撥下來，國際處

會再另發 mail通知每人實際補助金額。 

若是掛號郵寄請再郵寄前來電核對資料無誤以免影響撥款。 

掛號請寄：80201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國際處收 

撥款方式：交換 1 學年的分 3次：出國前、第 2學期開學後、返國結案 

        ：交換 1 學期的分 2次：出國前、返國結案 

透過旅行社購買機票，收據抬頭請開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統編：76014004，

備註欄請註明機票搭乘人姓名(詳如附錄範例)。並請向旅行社索取、妥善保管代

收轉付收據 

相關表格 

1. 家長同意書 

2. 出國研修須知 

3. 出國申請表  

4. 護照影本 (有個人資料之內頁、不是封面) 

5. 簽證影本(拿到入學許可後請辦理學生簽證) 

6. 行政契約書(一式三份、無補助者免附) 

7. 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 2份(無補助者免附) 

8. 借款收據 (1學期者繳 1份、1學年者繳 2份，金額勿填) (無補助者免附) 

9. 國外學校入學許可影本 

(二)出國期間 

抵達國外安頓好後請填 

1.抵達國外報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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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修期間為 2學期之同學，請盡速繳交研修獎助學期（季）報告表和次學期交

換學校的選課或繳費證明，以核撥第 2期獎學金，若未繳交，則無法核撥第 2期

獎學金。 

相關表格 

1. 抵達國外報到表 

2. 研修獎助學期(季)報告表 

3. 交換學校的選課或繳費證明(依各交換學校規定) 

(三)返國核銷前請先上傳心得再至國際處辦理結案 

1.請於研修計畫結束後 14天內上傳心得至教育部學海網站

http://www.studyabroad.moe.gov.tw/ 

此網站有學海規定、上傳心得電子檔格式。 

2.上傳心得報告說明  

(1)心得格式填寫後需轉 PDF檔，並請至教育部學海飛颺網站，以學號及出生年月

日登入、上傳。  

(2)心得報告格式以學海網站為標準，請勿自行更改。 

(3)上傳網站說明： 

a.學海網站首頁，點選年度(請注意不要選錯年度) 

 

 

b.選擇「學海飛颺與學海惜珠」→「學生登錄心得與滿意度問券」 

http://www.studyabroad.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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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輸入下面資料即可登錄 

 

 

 

返國核銷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請務必按規定辦理，否則不但領不到返校配合款，還會追討已領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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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親簽大名)返國核銷檢核表 
需提供文件 說明 / 備註 出國人自我檢核 

回國後 14天內

上傳 PDF 檔心

得至學海官網 

請先上傳心得至學海網站再至國際處辦理結案 

只要登入您的學號與出生年月日就能登入系統

進行線上填寫問卷並上傳心得。 

是， 

上傳日期： 

否，請說明： 

機票購買收據 如果是透過旅行社購買機票，請旅行社開立代

收轉付收據(買受人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統編

是 76014004、備註搭乘者大名)。範例請參閱

附檔。 

非透過旅行社購買機票，請列印電子收據並附

上信用卡付款(台幣)證明，並在空白處親簽學

生大名。 

學海計畫補助機票費用標準為標準經濟艙。 

是 

否，請說明： 

 

所有登機證正

本 

請按航程依序排列 

若不甚遺失，需填寫附檔之支出證明單 

是 

否，請說明： 

來回電子機票 請列印紙本並按航程依序排列，空白處親簽學

生大名。 

是 

否，請說明： 

護照出入境資

料影本或移民

署出入境證明 

證明出國總天數 

若採傳統通關方式，請附護照內有出入境章戳

之內頁，在空白處註明出國起訖日期和停留在

交換國家天數)並簽上學生大名。  

若採電子通關，返國後請洽移民署辦理出入境

證明，移民署網站如下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724

4/7250/20406/7326/77703/ 

公費補助不含私人行程 

是， 

出國起訖日期與天數： 

 

                     

研修起訖日期與天數： 

 

                     

如

108.1.1~108.12.31，共

365天 

否，請說明： 

因公出國人員

搭乘外國籍航

空公司班機申

請表 

如果是搭乘本國籍航空則免付。 

如果是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則需填寫本表格。  

是 

否，請說明： 

 

其他完成學業

的證明正本 

學費繳交證明 

成績單 

是 

否，請說明： 

領據(註) 領取返校配合款用，請至國際處親簽 是 

否，請說明： 

填寫返校報告

單 

 是 

否，請說明：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7244/7250/20406/7326/77703/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7244/7250/20406/7326/77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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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學海計畫選送學生生活費計算依據「公費留學生請領公費項目及支給數額一覽表

按比例計算，機票費標準經濟艙費用、實報實銷，如尚有餘額則依規定繳回教育

部補助款，機票費與生活費補助總額不得高於教育部補助款與校配合款總額。 

註 2：國外旅費報支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六、查詢獎學金款是否入帳方式 

請至高師大總務處出納組網頁~個人所得查詢 

https://c.nknu.edu.tw/affair/Default.aspx?Kind=cha 

 

七、交換學校成績單 

為利返國結案核銷，請在返國前申請成績單，至少要先提供交換第 1學期成績單，

否則無法受理結案核銷。通常各校會寄一份免費成績單至本處，但各校寄發成績單時間

不一，若需多餘份數，需自行向交換學校申請，本處不負責申請。大部份學校採統一寄

發，所以有些學校會在結束交換計畫幾個月後才會寄出。 

八、交換學生責任義務 

學生出國交換代表的高師大甚至台灣，你們的表示就是國民外交的展現，國際事

務處期許每一位出國交換學生都能夠平安健康、滿載而歸、達到最佳學習成效。 

請謹記，同學在國外交換期間，於生活與行為上有所不適，會造成國外姊妹校師

生、同仁的困擾，影響本校校譽甚至台灣形象。提醒所有出國交換學生應遵守當地法律

與規則，遵守該校一切規定，不得做出有損兩校校譽情事，如有違反情況，情節嚴重須

同時接受兩校校規處置。交換生應遵守法律與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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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剽竊他人智慧財產 

2.不作弊 

3.配合交換學校或國家禁止交換生租車、駕車或打工規定 

4.避免違反規則或影響他人權益 

5.遵守法律 

6.遠離毒品、麻醉藥品 

7.遵守禁賭、禁酒、禁煙規範 

8.學校每年舉辦出國說明與分享座談，交換生返國畢業前，應盡義務協助及輔導本校同

學，並提供相關諮詢及必要資訊。 

九、國際處聯繫方式 

(一)交換期間，密切與本校及家人保持聯繫，留意自身安全問題。本處聯繫方式： 

國際事務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802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No.116, Heping 1st Rd., Lingya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80201, Taiwan 

TEL:07-7172930 ext3960 、3958 、FAX:07-7263332 

oia_exchange@mail.nknu.edu.tw 

(二)以上電子檔資料均可至國際處網頁下載 

國際處網頁→點選”高師學生” 

 

國際事務處祝福大家  收穫滿行囊 快樂平安歸  

mailto:oia_exchange@mail.nk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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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支出證明單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受 領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國民身分證

或營利事業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貨 物 名 稱 廠 

牌 規 格 或 支 

出 事 由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實 付 

金 額 
  

不 能 取 得 

單 據 原 因 
  

經手人(請親簽)：  

 
 

附註：  

1.受領人如為機關或本機關人員，得免記其地址及其統一編號。 

2.若具合法支付事實，但因特殊情形無法取得支出憑證，且本機關人員確已先行代墊款

項者，「姓名或名稱」欄可填寫本機關實際支付款項人員之姓名。 

3.依行政院 95 年 12月 29 日院授主忠字第 0950007913 號函規定，特別費因特殊情形，

不能取得支出憑證者，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書明不能取得原因，並經支用人

（即首長、副首長等人員）核（簽）章後，據以請款。 

4.特別費支用人核（簽）章欄位，僅於特別費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支出憑證而開具支

出證明單時，由支用人核（簽）章適用，故特加列括號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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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 

 

本人確因下列原因改搭外國籍航空班機（請於□內打勾）： 

□ 出國、返國或轉機當日，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客位已售滿。 

□ 出國、返國或轉機當日，無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飛航。 

□ 搭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再轉機，其轉機等待時間超過四小時。 

□ 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無法銜接轉運。 

□ 其他特殊情況。 

（說明：                     ） 

申請人 

系所 
 

申請人 

姓名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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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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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代收轉付收據有買受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統編(76014004)、摘要、出國人

姓名、單價、數量、金額、開立日期、發票章 

 
 

正確的-有發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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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無發票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