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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赴外交換生補助

5 萬出頭 (5,1125)

狀態：已報到，等錢中



關於---赴外交換生補助
• 要找㇐天回師大拿「核定函公文」
• 暑假辦公時間：8:30~17:30,  這周五、下周五休假



關於---簽證
• 2017年，台灣和加拿大已經免簽證囉 ~

(停留天數 180天，也就是6個月)

• 電子簽證 eTA ---線上辦理，已辦好。綁在passport上

• 加拿大要入境的時候，Airline check-in staff和 the 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 (邊境)那邊

刷我的護照，就會連到我的 eTA

(今年四月)線上申請通過時，
gmail寄來的許可

寄件者為：加拿大移民部
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



今天去官網，二次確認eTA的狀態



關於機票
使用的比價網：www.budgetair.com

負責公司為Travix
Travel UK Ltd

免責聲明，保險
及相關條款
請參自官網



關於機票 --- 鉅觀之

中華航空、加拿大航空



關於機票
登機前24小時，網上預辦登機
>> budgetair ---登入---我的行程---【文件與乘客】---預辦登機
>> or, 我收到的第㇐封gmail 也有超連結
>> 也可以去華航的官網

E-ticket PDF



Bad news … …          
機票無法改囉 ~



關於機票 --- 微觀之

【去程】



關於機票 --- 微觀之 去程-1

Online check-in number：
63Y47W (去程)

Fight number ：CI32



插播--- 8/16 會發生的事

3:00 家裡出發
4:10 台中火車站，搭上國光客運
(2.5 hr)
6:40 桃園機場
~~~ 覓食、打混 ~~~
7:00… 開始動作、跑關
11:00  候機室
111:25 登機



關於機票 --- 微觀之 去程-2

Online check-in number：
63Y47W (去程 X 同㇐副)

Fight number ：CI9316



首先呢，助教姐姐告訴我，FREE 接駁車最末班有到1:00
雖然我很懷疑….. 半個小時趕得上才怪！



(插播--- 凌晨12:30 落地後)

唉，凌晨到真的是㇐件頗為麻煩的事情….
• Airport welcome booth 半夜12點就關，要到隔天10點才會開 → 有人幫助我辦手續，也有免費接駁

• 次等方案：
a. 搭計程車
b. 搭747號公車 (首班發車4:34) → Century Park 搭地鐵LRT → University station

• U of A+ 營隊，早上8:30就開始了 // 可以用午休去 Campus Check-in

以上參考自
International Student Service  的回信

$ 5 + 3.25 = 8.25 (NT 198)



(插播) 半夜機場 ~ 學校
Edmonton Transportation Service (ETS) 是艾德蒙頓省，規劃交通的網站
剛剛學校回的信，應該就是從這邊查的~ http://etstripplanner.edmonton.ca/PlanYourTrip.aspx

50 分鐘、
台幣200
($ 8.25)

(Nisku 是地址，
其實就是YEG機場)



(插播) 5:30到了學校，要哪裡待呢？

已經寫信問了，還在等待中……



關於機票 --- 微觀之

【回程】



以後再查

以後再查



關於住宿 Residence 

• 標準進駐日： 8/28 ~ 12/23
• 那…. 之前怎麼辦？

• 那… 之後怎麼辦？

因為有參加 U of A +，所以有地方住，8/23 可以直接轉住到以後的房間。
[負責單位 Student & Guest Services]

費用 $25 X 5晚= $125

已寫信問，正在等回覆



入住手續

•當初在填 Confirmation Contract的時候，一定一定、千萬千萬要
注意自己填了room offer了沒(不要錯過時間!)。
然後公布時，會在waiting list上

• UCR (Unit Condition Report) is a room inspection

線上要先申請好，會幫你檢查原本有沒有東西壞掉，
以及前㇐個人的東西有沒有清乾淨。
Move-in 的紀錄留著，move-out的時候會比對有沒有東西壞掉

已寫信問，正在等回覆



那些營隊s 是什麼？

• U of A +       8/17~8/25 (學業營)---重課業，寫報告呀、做實驗呀、筆記呀

• Transition    8/30~9/1 (國際學生 新生訓練)---重生活，信用卡、買、交通

• Eastern Ascent 8/28~9/9 (宿舍迎新) 



關於生活

負責單位 International student service，
在Campus Check-in (10:00~4:00) 的時候會告訴我



關於金融卡 $$

這裡有幾個地方的部落客，整理的完整又俐落喔 ^ ^
• https://colorbeans.wordpress.com/2015/10/31/canada-bank-account/
• http://jinbao0812.pixnet.net/blog/post/177741127-

%E5%8A%A0%E6%8B%BF%E5%A4%A7%E9%8A%80%E8%A1%8C%E9%96%8B%E
6%88%B6%E5%8F%8A%E9%8A%80%E8%A1%8C%E5%8D%A1%E7%94%B3%E8%
AB%8B

• Google “如何帶錢去加拿大” ---壹讀呀、留學網呀 ~



銀行們 ~~
加拿大五大銀行之㇐
比其他加拿大銀行更⾧的服務時間
優點：
• 轉帳速度快
• 分行多，營業時間⾧
• ATM多
• 開戶無需最低存款

缺點：
• 廣告電話多，推銷保險等
• 服務不夠熱情



我要辦銀行卡！(debit card) 需要“學生方案”!



我要辦銀行卡！ (debit card = 有刷卡功能的提款卡)

• 可以登入網路銀行 ---- 看你是搭配 chequing account 或 saving account
• 可以直接在商店消費 (類似台灣的VISA)
• 可以在商店領錢(cash back) --- 不需手續費(如果店員問initial，是名子開頭字母)

*** 開戶時，最好能搞清楚各項服務的手續費。



我要辦銀行卡！(debit card)

怎麼辦呢？
1. 護照
2. 學生證
3. 學校的入取通知
4. 住址(信封)
5. 錢錢$$$

搭配兩種帳戶：
Chequing account / 活存
Saving account / 定存
(利息高，但取出要手續費)

注意優 ~
各國入境攜帶金額的限制，

大多是1,0000本國幣。
加拿大也不例外// 第㇐天的花費約$100 。第㇐個月的花費大概需要$3000



我要辦銀行卡！(debit card)

【注意事項】

• 學生帳戶 --- 雖然沒有限定額度、也不用繳管理費，但㇐個月提款次數 只能25次！

• 可以去各家銀行的官網，大多有中文資訊、也有中文客服

• 開戶時要問清楚手續費 --- 轉帳手續費！有沒有你不知道的設定，可能會罰款的

• 前檯人員 cannot 提供開戶服務

• 申請網路銀行

超過要收個手續費！



(題外話) 如果你辦的是信用卡… (credit card)

付錢方式有三種：
1. 支票 --- 帳單會寄到你家
2. 去銀行付 --- 臨櫃作業
3. 網路銀行

提款機在哪裡呢？
Google “ATM locator”



返台退錢錢 ~~

嗯….查不太到，
去那邊再問清楚吧! 練完英文櫃台、還可以去中文櫃台double check



手機 & 網路 ---

1. 先帶出國用再說
2. 斷尾求生 (申報SIM卡遺失，直接補辦㇐張)
3. 用易付卡，把原本的SIM卡㇐起帶出國 (仍然活著，用低成本的方式)
4. 停用門號

參考自 (pixnet 部落客)---
http://kisswater.pixnet.net/blog/post/42679991-
%E5%87%BA%E5%9C%8B%E6%89%8B%E6%A9%9F%E9%96%80%E8%99%9F%E8%99%95%E7%90%86



手機 & 網路 ---

出國要有wifi，有三種方法：

• 多人共用分享器
• SIM卡 /⾧過㇐星期
• 國際漫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RkZEXpLO8s
http://tuanlulu911.pixnet.net/blog/post/215386474-

%5B2014%E5%8A%A0%E6%8B%BF%E5%A4%A7%E8%A1%8C%E5%89%8D%E6%BA%96%E
5%82%99%5D-
%E7%82%BA%E6%89%8B%E6%A9%9F%E7%94%B3%E8%AB%8B%E5%9C%8B%E9%9A%9
B%E6%BC%AB%E9%81%8A%E4%B8%8A



手機 & 網路 ---
買加拿大SIM卡，著地就可用！

Fido -> 選擇 plan ---> “bring your own phone”
https://www.fido.ca/nac/#/choose-plan

1. Buy online

3 G/ 1 GB 每月$65



手機 & 網路

CT (國際電話服務站/ 台灣代理商)
https://new.callingtaiwan.com.tw/companies/1/plans/1-%E7%BE%8E%E5%9C%8BT-
Mobile%E6%96%B9%E6%A1%881$50#plan-compare-table

2. 台灣代理商

• 預付卡是⾧期的
• 你可能會看到T-mobile的三國方

案，是短期的



• 付費方式有三：
ATM, 網路銀行轉帳, 超商付款

• 取貨方式有三：
寄到家裡, 機場取貨, 超商取貨

3 G/ 1 GB 方案
每月才$60

(可是有bug!
加手續費$60.75

只能用隔壁所列這些
面額去湊，

面額沒有1塊和5塊)



One card (學生證吧?)

*** 要提早upload photo喔 [已做完]
(Your ONEcard is your official University identification.)
(It is like having a campus debit account attached to your student ID.)

※ 在 HUB 拿，8/29 禮拜二(開放入住的第二天) 8:30~4:30
加開 8/23~25 提早入住的學生可以去拿

• 進宿舍 residence building
• 交通卡 U-pass
• 吃東東 Meal Plan, 很多店
• 使用洗衣機
• 買 textbooks 和生活用品

• 進圖書館 Library
• Print & copy
• 用體育館的器材 Recreation facilities



健保有兩個！(給交換學生、非當地人的) 待12個月以下，
保的是 “大學保險”，
還沒到 “省”的保險

牙齒險：
學生會Student Union

的服務之一，自動保的。
大學生 Undergraduate方案



健保有兩個！

1. “大學保險”= UAHIP
(只要待6周以上就要保)

˙ 開藥 prescription medication 
˙ 救護車 ambulance service

2. “學生會牙齒保”=SU health & dental plan
(繳的錢有效12個月)

˙ 看眼睛 vision care
˙ 看牙齒 dental care

每個月 $32

總共 $200



打包行李 !!

Residence Services 有貼心的條列“what to bring”
https://www.residence.ualberta.ca/incoming-residents/move-in

和在師大宿舍要帶的東西㇐樣喔 ^ ^



不能提前寄去，不負保管責任。
宿舍空間有限，不要塞太多東西

被子、枕頭 找個地方買買吧 ！

檯燈欸 WHAT ?!!



冰箱 沒有副 !!

廚具 都不能帶呀 ? 蝦



給師大 --- 抵免學分採計

• (在國外就可) gmail 給卉喬助教課綱



回國後

1. 返國報到單→紙本列印
2. 護照入出境戳章 / 掃描檔
3. 成績單 / 電子檔
4. 心得報告書 /電子檔 → 寄給怡君 (英語 108 陳曉微-心得報告書)

手上已經有word了

手上已經有word了



未搞定
• 飛機半夜… 到學校我要去那兒呀 ?
• 辦debit card的時候，順便問要返台時怎麼退錢
• Residence 的 room offer 未定(詢問中)
• 要搭飛機回來，交通還沒查 // 回台灣，要先住哪裡



十項全能 x 報告書

吐血立成！

就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