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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學： 

    歡迎來到文藻外語大學。本校位於南台灣的高雄，一個熱情開朗、充滿人情味的城市。高雄

為台灣第二大城，早期為工業重鎮，近年已蛻變為文化與創新產業之大城，山與海為高雄最美的

標誌。左營、鳳山、橋頭、美濃等舊城更是保留了傳統的文化，使得高雄在現代前衛之餘，還多

了古老甜美的音韻。南台灣屬於熱帶性氣候，春夏多雨悶熱，秋冬則清爽宜人。每年的五月為梅

雨季節，七、八月則為颱風季。冬日低溫不下於 15 度，乾爽舒適。對歐美人士而言宛如春秋二

季，但來自東南亞與其他熱帶地區的學生則稍感寒冷，在服裝的選擇上可多帶些保暖的衣物。 

位於這座美麗城市的文藻外語大學，就像南台灣熱情的嬌陽一般，處處可見溫柔的笑語與親

切的關懷。它保存著傳統書院式的建築，亦同時配備最先進的硬體設備。讓每一位在文藻就讀的

學生可透過適宜的設施，習得爾雅的人文素養，打開國際視野，培養開放的胸襟。本校校訓『敬

天愛人』，著重於整合學生身心靈建全之發展，提昇學生心靈層次，期能培養學生具有文藻人 3L 

(Life、Language、Leadership)的特質。此外，比這些更重要的是文藻的教育團隊，一群熱心認

真，關愛青年人的良師益友，願意陪伴學生成長，與大家分享自身的學識及人生經驗，這是文藻

真正的寶藏。 

在教育的過程中，本校期望能給予師生更多元的學習及發展；幫助老師在日常教學活動之

外，能夠迸發出更多的教學心得與創意；期望學生從國際化的場域中，學習對多元文化的認識與

包容，並思索未來學習的重心與方向。每個人、每個角色都能得到不同的學習體驗，無論此體驗

是挫折還是歡欣，一定會是每一位文藻人在人生歷程中重要的一頁。而現在，請您與我們一起在

這美麗的城市，詩意的校園，一同尋找人生最美的寶藏。 

 

敬祝 

     平安 

 

   文藻外語大學  歡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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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簡介 
 

發展沿革與教育理念 

文藻創立於西元 1966 年，由天主教聖吳甦樂會創辦。本校創校之初，為紀念第一位中國籍主教羅

文藻，故以「文藻」為校名，2013 年 8 月奉核改名為文藻外語大學。 

 

本校秉持「尊重個人尊嚴、接受個別差異、激發個人潛能、為生命服務」的教育宗旨，創立全台

第一所複合型外語大學，培育兼具優秀外語能力與全人涵養之國際專業人才。 

 

為落實此教育目標，校園內常以 3L 標語（Life, Language, Leadership）提醒師生。期以「敬天愛

人」的校訓及全人教育的理念，盡力為社會服務。 

 

國際化校園 

為因應全球競爭之趨勢並與國際接軌，本校積極與過繼校院建立學術與文化交流關係。目前簽訂

之學術交流合作學校及機構逾 200 所，地域橫跨歐、美、亞、非及大洋等五大洲，除有交換學生

前來就讀外，每年本校亦組成師生參訪團，拜訪國外姐妹校並進行實地觀摩學習，擴展師生國際

視野，深度體驗他國文化。 

 

本校每年定期舉辦大型國際青年活動，期透過與國際青年交流，強化本校學生的國際觀。此外，

本校亦設有華語中心，吸引國際人士前來就讀，並透過華語學習，加深其對中華文化的認識。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設有「境外學生事務組」，以多國語言服務僑生、陸生及國際學生在台生活事

宜，並強化境外生在校學習之輔導機制。 

 

落實全人教育與服務學習 

本校非常重視學生之品格陶冶及人文涵養，因此本校全人教育學院特別設計人格修養及全人發展

等必修課程，以完整的課程內容配合教學引導與生活實踐，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另外，推動服

務學習也是文藻實踐全人教育的方法；從校園的整潔維護，到校外的弱勢關懷，還有海外國際志

工，師生藉著服務人群的行動，落實全人教育的理想，同時也豐富個人的學習生活。 

 

 

 



5 
 

學習資訊  

 



6 
 

 

    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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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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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交換生選課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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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課確認單 
 

當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境外學生事務組提供選課確認單，同學務必確認課程名稱是否為自己當初選

擇的課程，若無誤並簽名後，即表示完成選課手續。若發現課程名稱有誤，須在此時與境外學生

事務組的老師反應，否則必須自行承擔責任。 

 

選課確認單表格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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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務規定 
 

(一) 點名制度：本校嚴格執行每堂課點名，缺課影響學習成效甚大，也會影響學業成績，請同

學務必確實到課。 

 

(二) 學生請假操作流程：進入校務資訊系統→登錄個人「帳號、密碼」→選擇「申請」→「學

生網路請假作業」→登錄完請假資料→確定存檔→送出審核。 

＊【除申請 2 天以內之事假或病假外，請一律印出紙本，並依規定期限逐級呈核完畢】 

 

(三) 定期查閱學校所提供之電子信箱：學校重要訊息會以網路公告，個人缺曠、請假及獎懲紀

錄皆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提醒同學務必隨時至校務資訊系統查詢相關資訊，並按時收取

電子郵件通知。缺曠被誤記應於兩周內更正提出更正申請（缺曠更正單），逾期恕不受

理。亦應控制個人缺曠與請假節數，避免影響課業的學習，甚至遭到扣考。 

 

(四) 學生應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學生未到課即應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切勿等到網路上出現

曠課記錄才請假，否則因而逾期造成無法請假，同學須自行承擔後果。 

 

(五) 其他請假注意事項 

1. 由教務處所安排之共同考試期間，請假事宜依教務處公告事項辦理，一律不准申請事

假。急病者應於考試當節開始 20 分鐘內，以電話通知教務處課務組，並於當日將醫生

證明送達，或以掛號寄至教務處課務組辦理（以郵戳為憑）。到校後將請假單會簽教務

處課務組，辦妥請假手續。 

2. 未按規定辦理請假手續者，按情節輕重記申誡以上處分；請假所附證明，如發現不實， 

  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處理。 

3. 對公告或經電子郵件通知之缺曠與請假記錄有疑問者，應於公告日起至隔週週五放學前

至   

  生活輔導組查詢或申請更正【遇有國定假日、本校補假，依假期日數順延】，逾時不受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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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網路請假操作流程 

 
(圖一)登錄「文藻首頁」→選取「在校生」 

Online Leave Request Operation: choose “current student.” 

 
(圖二)點選『學務相關資訊』→『學生網路請假作業』 

Click “online student leave request procedures” 

 

 

 

 

 

current 

student 

online student leave 

request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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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登錄「帳號」、「密碼」（即登錄校務資訊系統的帳號、密碼)→確定送出 

Log into your account number(student ID NO.) and password→submit 

(圖四)閱畢「學生請假注意事項」→進入「課程請假」、「重要集會請假」或「勞作

服務請假」 

Select “Leave request for course” , “Leave request for school event” or “Leave 
request forLabor Education.” 

 

 

 

account 

(student ID NO.) send 

password 
reset 

Course Leaving: 

regular course 
Leave request for 

Labor Education 

Not Course Leaving / School Event: 

Class Meeting, Weekly Meeting, Morning 

Rally, and School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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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Class 

Name 
Student ID 

 
Application 

Leaving Date 
 

Status Check 

Next 

(圖五)閱畢請假注意事項→請按「是」，並進入「課程請假」 

After reading the rules of leave request, press Yes. 

(圖六)正確登錄請假日期 

Register the date(s) for the leave. 

 

 

 

 

 

 

 

 

 

 

 

Pres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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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選擇「假別」→詳細登錄「請假事由」 

Choose “Leave category”, and type the “Leaving Reason” in detail. 
 

 

(圖八)送出審核：表示已完成請假程序 Click “Send” for approval 

【系統另提供「附件上傳」的功能，倘若有相關證明請務必上傳】 

IF you need, you can upload the attachment of your leave request. click “ Attachments 

Upload”. (the System will provide the online function) 

 
 

 

(圖九)請假二日以上：請正確登錄起迄日期（例如：2014.3.12～2014.3.14) 

Leaving Reason 

Leaving 

category 

If you take a day off due to sickness, you 
can see “ 病 ”—meaning sick leave—
after clicking the blue blocks of 

the absent courses. 

Click the blue blocks of 

the absent course. 

Save 

Attachments Upload 

Ex:Doctor Note 

Submit—finish the leaving 

application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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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ve request is more than 2 days: please select accurate dates. 

 

 

 

 

 

 

 
(圖十)請選擇「假別」，並詳細登錄「請假事由」，於請假節次點一下便出現「事」

假。 

Choose “Leave category”, and type the “Leaving Reason” in detail. 

 

  

Choose dates 

Next 

Leaving Reason 

Leaving category 

 

If you take a day off due to 

personal reasons, you can see 

“事”—meaning personal 

leave—after clicking the blue 

blocks of the absent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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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相關程序與辦理  
  一、陸生辦理出入境簽證： 

大陸地區學生入臺所持有之證件為單次入出境證，有效期自核發日起最長 6 個月，自入境 

日起算，最長可停留 146 日，請務必準確計算您的出境日並與境外學生事務組核對。 

 

入台證等同於在臺之身分證件。在台期間如有延期或須緊急申請入出境之需要請洽： 

    境外學生事務組黃彥筑老師，電話：07- 3426031 轉 2644。 

 

二、居留證： 
 

★持居留簽證入國申請居留證 

   入境 15 日內，持入學許可，申請外僑居留證 

                準備電子文件: （JPG 照片檔不超過 512K 大小） 

1. 護照。 

2. 居留簽證。 

3. 兩吋彩色照片 (國民身分證規格/白底) 。 

4. 尚未註冊者:以入學許可申請居留效期六個月，註冊後檢附在學證明或已蓋當學

期註冊章之學生證於居留證到期前申請補足已繳費居留期限。 

已註冊者:檢附在學證明或已蓋當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正本及影本一份)，核發一

年效期外僑居留證。 

5. 居住證明。（住校及達亞者統一由境外組開；住校外者請提供房屋契約） 

6. 費用新臺幣 1000 元。 

※居留證皆內含多次重入國許可。 

7. 申辦網址:  

中文網站 英文網站 

 

請於繳費 3 天後，自網站下載收據至移民署領居留證 

領證地點：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第一服務站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政南街 6 號 5、6 樓（捷運技擊館站 2 號出口） 

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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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險服務資訊                                         
 

一、 全民健康保險： 

（一） 對象：外國學生（陸生除外）應於來臺連續居留滿 6 個月或曾經出境 1 次未逾 30 日，

其實際居住期間扣除出境日數後，併計達 6 個月之日起辦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二） 費用：每月自付保費為新臺幣 749 元，應加保未加保者，視同未完成註冊手續。 

（三） 承辦單位：境外學生事務組 （承辦人：境外學生事務組楊家齊老師 07-3426031 轉

2642） 

（四） 應備文件：居留證正本與大頭照片兩吋 1 張。 

（五） 若您符合資格，必須辦理健保。（陸生除外） 

 

二、 國泰團體保險： 

（一） 對象：凡入境後無提供任何保險證明文件及尚未投保健保之境外生。  

（二） 費用：每月保費為新臺幣 500 元。無辦保者，視同未完成註冊報到手續。 

（三） 投保與辦理理賠地點：境外學生事務組。 (承辦人楊家齊老師，07-3426031 轉 2642) 

（四） 理賠項目：門診(同一症狀單日最高理賠新臺幣 1,000 元整)、手術住院等醫療行為。 

        (僅限臺灣地區之醫療行為) 

（五） 應備理賠文件：就診收據正本、診斷證明書正本、個人身份證件影本及銀行存摺影

本。 

 

（如您已經投保自己國家的健康及意外保險，請將相關文件經公證後送交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境

外學生事務組審核。經核可，則無須辦理此項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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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資訊 
 

 一、宿舍： 

   每間寢室均為四人住套房，床鋪、書桌、衣櫃為獨立組合式。全棟宿舍採中央空調〈須自 

      購點數，刷卡計費使用〉，熱水 24 小時供應，每樓層兩端均有曬衣間一間，內有水機、脫    

      水機等。地下一樓規劃有洗衣房，由廠商提供洗衣機、烘乾機，採自助投幣式。 

   ＊外宿者須事先上校務資訊系統申請，不假外宿依住宿生生活公約規定處理之。 

參考連結：http://c012.wzu.edu.tw/  

 
 

 
 

 

 

 

 

 

 

 

 

 

 

 

 二、校外住宿： 
   （一）DaYa 網址為 http://www.daya-international.com.tw/Kaohsiung/index.html  

            

   （二）本校與學校周邊欲出租房屋的屋主合作，可協助境外生尋找適合的租處。 

本校設置之「文藻雲端租屋生活網」內有合格房東房屋出租資訊。 

連結資訊：https://house.nfu.edu.tw/WTUC 

       

http://c012.wzu.edu.tw/
http://www.daya-international.com.tw/Kaohsiung/index.html
https://house.nfu.edu.tw/WT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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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資訊                  
 

機車、腳踏車停車證 

如欲申請機車或腳踏車之停車證，請於開學後依總務處事務組公告之時間及方式統一辦理。 

辦理機車停車證須繳驗駕照與行照，凡未按規定驗照或資格不符，不得在停車棚內停放車輛。 

104 學年度本校機車停車證收費標準為：機車非固定車位每學期 200 元，固定車位每學期 300 

元（申辦地點：華語中心），腳踏車證免費（申辦地點：總務處）。 

＊如尚有任何停車證販售問題，可電詢總務處事務組，07-3426031 轉 2512。 

 

 

金融資訊 

郵局開戶：離文藻最近的郵局為高雄鼎金郵局，位於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 264 號。 

（從鼎中路校門口右轉，轉入 532 巷直走到底。） 

應備文件： 

 (1) 學生證影本 

 (2) 居留證影本 

 (3) 護照影本 

 (4) 新臺幣 100 元 

 (5) 印章 

 

電信服務與使用 

(一)申辦手機預付卡 

外籍人士申辦手機須攜帶居留證、護照、學生證，至文藻敦煌書局，購買手機預付卡。 

 

(二)如何撥打國際電話? 

冠碼+國碼+區碼+對方的電話號碼。例如：撥打美國紐約(212)345-6789， 

請撥 009 (或 002)1-2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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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 
 

台灣電器、電子產品使用的電壓是 110 V、60 Hz，常見的「插頭/插座」有兩種，與香港大陸並不

同，分別為 A 型（兩孔插座）及適用於 Notebook 的 B 型（三孔插座）。 

 

 

A 型（兩孔插座） 

 

 

 

 

 

 

 

 

 

 

 

Notebook 的 B 型（三孔插座） 

 

 

  

 

 

 

 

 

 

 

 

 

 

 

 

 

氣候概況 
 

台灣一年最低溫在一、二月間的 10 度，最高溫在七、八月間的 38 度；四、五月為梅雨季節，六

～九月夏季期間，午後多有短暫陣雨，七、八月多有颱風過境；最舒適的季節在十～十二月間。 

台灣天氣狀況相關網站：「台灣中央氣象局」http://www.cwb.gov.tw/V7/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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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文化 

台灣是一個美食的天堂。在文藻外語大學附近皆有各式餐廳與小吃提供您一整天滿滿的活力。與歐

美國家不同的是，台灣人最常前往的餐廳多以快餐為主。一餐的費用介於新台幣 50–100 元之間。

在文藻附近亦不乏品味高雅的餐館。將以不同類別分列如下： 

 

（一） 中式早餐店： 

台灣人對早餐十分重視，而中式早餐更是學生最主要的選擇。中式早餐店除了有傳統的燒餅、包

子、煎餃、豆漿和米漿外，亦有蛋餅與奶茶等。有時台灣人也會在早餐品嚐碗粿或飯糰等米食。 

1. 晶品豆漿：蛋餅與自製醬汁為其美食經典佳作。 

   地址：高雄市鼎中路 516 號（鼎中校門口右手邊斜對面，冠華藥局旁）。 

2. 明園早餐：便宜好吃。 

    地址：校園內明園。 

 

（二） 西式早餐店： 

在台灣，西式早餐的餐點與歐美國家有許多不同。除了漢堡與烤土司較接近英美早餐的作法外，其

他如蛋餅，奶茶和咖啡牛奶等都是歐式料理本土化最佳的代表。是來各自不同國家的學生一定要品

嚐的異國風味餐。 

 

1. 拉亞漢堡：以漢堡餐為主，偏歐美料理手法，但價格稍高。 

   地址：鼎中校門口左轉直走。 

2. 丹丹漢堡：以不同於一般的西式速食吸引消費者，獨特的中西速食組合且價格經濟實惠，是南  

  部特有的速食餐廳。 

   地址：鼎中校門口右轉直走，需經過天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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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式餐館： 

台灣人的中餐與晚餐偏愛米食與麵食。一般而言，價格都相當親民且種類繁多，其中又以排骨飯、

雞腿飯、牛肉麵等最為常見。 

1. 九州排骨飯：為文藻附近最老的便當店之一，以排骨飯和雞腿飯最為知名。其米飯 Q 彈有

勁，   

   為米食品項之佳作。 

    地址：鼎中校門口右邊直走。 

2. 鴻利小吃部：此為文藻師生最熟知的小吃店之一，以味噌魚和滷雞腿最令人稱道。且便當一律 

   新台幣 60 元，共有四菜一肉，價格不貴，份量充足，是食量大的學生首選。 

    地址：鼎中校門口右轉，看到鼎信路直走右手邊。 

3. 孩子王水餃：品嚐價廉味美的傳統北方料理。 

    地址：鼎中校門口左轉直走。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 683 號。 

 

（四） 西式餐館： 

在高雄不乏許多高品質的西式餐廳。以文藻外語大學附近而言，首推河堤社區的餐館，另外亦有

不少以墨西哥料理為主的餐廳。然而這些餐館的價格落差甚大，一般而言都在新台幣 250-300 元

之間，但亦有不少是上千元起跳的高級餐廳。 

 

1. 帕莎蒂娜法式餐廳(Pasadena French Restaurant)：為高雄市指標性的法式餐廳，以高檔的食材

與 

  優雅的餐飲服務見長，適合在特別的日子品嚐頂極的法國美食。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 298 號。 

2. 歐啦西班牙館 (Meson Espanol Hola)：為河堤社區著名西班牙餐廳，環境舒適，且道地的南歐 

  料理能徹底征服老饕的挑剔味蕾。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 578 號。 

3. 小義大利莊園 (Little Italy)：可品嚐道地的義大利披薩與麵食。餐後更別忘了來份南歐的華麗 

  甜點與經典的 Espre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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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 號（漢神巨蛋百貨四樓）。 

 

（五） 素食與清真餐廳： 

 台灣是一個素食主義者的美食天堂，而對於信仰伊斯蘭教的朋友，除了少數的清真餐廳外，素食 

 館亦是一項不錯的選擇。 

1. 歡喜素食：為文藻附近最有名的素食小館，其麵食類的餐飲的經典料理麻辣臭豆腐值得一嚐。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 518 號（鼎中校門口右轉斜對面）。 

2. 天香廚：有豐富菜色的素食自助餐廳，離學校步行約五分鐘即可到達。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 686 號（鼎中校門口左轉）。 

3. 上海歐法蔬食百匯：提供吃到飽的餐飲服務。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 號（漢神巨蛋百貨六樓）。 

 

（六） 東南亞與東北亞餐館： 

 台灣位於日韓與東南亞國家的交會之地，因此有相當多特色的異國風味料理，是來自世界各國的 

 同學懷念家鄉味的好地方。 

1. 咖哩媽髻：提供美味的馬來西亞料理，及充滿熱帶風情的造景。自文藻民族路門口從孟子路直

走即可到達的美味餐廳。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 320 號。 

2. 青蓮越南餐廳：學校後門平價越南美食。 

    地址：高雄市鼎中路 538 號。 

3. 義郎創作壽司：位於著名的富民路飲食商圈，提供日式料理不同的選擇。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 66 號。 

4. 韓月食堂：韓式料理在台灣近幾年刮起了一陣旋風，而高雄亦有不少高品質但價格不貴的韓式

小館，其中韓月食堂即是一例。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 54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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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咖啡館與中式茶坊： 

 台灣的飲茶文化甚為知名，但更讓外國人驚豔的往往是更精緻化的咖啡文化。台灣人品嚐咖啡的 

 方式與飲茶有異曲同工之妙。 

1. 春水堂人文茶館：如果想享受舒適的空間，與三五好友一同品茗聊聊天，那麼河堤社區的春

水 

堂茶館就是一位不錯的選擇。素雅的中式書院，讓人彷彿回到古時的江南水鄉。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 322 號。 

   

蒸餃 牛肉乾麵 排骨便當 

   

珍珠奶茶 紅豆餅 仙草凍 

購物商店 

初來乍到的外國學生，無論是住在學校宿舍或是在外租屋，一定都會要添購一些生活用品， 

甚至處理許多生活小事，例如繳水電費、郵寄或提款等。 

(一) 便利超商：台灣的便利商店具複合式且多功能，更重要的是 24 小時的親切服務，其中又以 7-

11 

及全家便利超商最為普遍，除了可購買輕食餐飲與生活用品外，甚至可繳交水、電等費用，亦 

可取票（高鐵票或演唱會等）、提款，甚至還有郵寄與購物取件的功能。 

(二) 藥局：台灣的藥局均有提供足夠保健食品、保養品與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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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華藥局：從鼎中路校門口右轉的斜對面。 

  新高橋藥局：直走到天祥路左轉亦能見到。 

(三) 五金百貨：文藻附近的 21 世紀生活百貨廣場的用品最為齊全。 

 

交通安全 

(一) 喝酒後請不要開車或騎車。 

為了保護用路人的安全，神智不清的情況下開車，不管是因為吸毒或是喝酒，在台灣都是違法

的。現行法規規定，血液中的酒精濃度每公升不能超過 0.25 毫公克。未領有駕駛執照、初次領有

駕駛執照未滿 2 年之駕駛人或職業駕駛人駕駛車輛時，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

濃度超過每公升 0.1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超 過百分之 0.03，不得駕車。如果被抓到酒後駕

駛，將會觸犯刑法、被處以罰款（最高達二十萬台幣）、汽機車扣押、並且吊銷駕照。如果因為酒

駕造成他人的損傷，上述的刑罰將會加重，留下紀錄。如果駕駛拒絕做酒測或毒品測試，將會被

罰錢(最高達九萬台幣)，駕照一樣會被吊銷、汽車也將被扣押。 

(二) 請勿無照駕駛，騎乘機車請戴安全帽，以免受罰。 

無照駕駛者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1 條規定，處罰汽車或機車駕駛人新臺幣 6,000 元

~12,000 元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及扣留車輛牌照。機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

者，處駕駛人新臺幣 500 元罰鍰。 

(三) 持有效及互惠國家所核發的國際駕照，入境後最多可使用 30 天。 

如停留超過 30 天，需到監理站辦理國際駕照簽證(最多一年效期)。如無國際駕照，須至監理站申

請考照，相關訊息請查詢以下網頁。 

 

 

交通安全相關網站 

◎ 交通安全入口網 http://168.motc.gov.tw/Default.aspx 

◎ 中華民國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s://www.thb.gov.tw/sites/ch/ 

◎ 監理站服務訊息 https://khcmv.thb.gov.tw/ 

◎ 外國人在台灣 https://www.contacttaiwan.tw/main/index.aspx?l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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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線上資源 

 
單位 網址 

一、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https://www.boca.gov.tw/mp-1.html 

二、內政部移民署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mp.asp?mp=1 

三、交通部觀光局 https://www.taiwan.net.tw/ 

四、中華民國外交部 https://www.mofa.gov.tw/default.html 

五、台灣青年 fun 眼世界 https://www.youthtaiwan.net/Default.aspx 

六、台灣旅宿網 https://taiwanstay.net.tw/ 

七、青年旅遊網 https://youthtravel.tw/index.php 

八、高雄市政府 https://www.kcg.gov.tw/Default.aspx 

九、高雄旅遊網 https://khh.travel/ 

十一、文藻外語大學境外生服務網 FB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438700469683747  

十二、文藻境外學生事務組 FB 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wenzaososa/ 

十三、台灣教育部 https://www.edu.tw/ 

十四、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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