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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海外留遊學安全守則 

➢ 有關 COVID-19留學生最新資訊請留意各校疫情資訊網頁更新，做好自我防護並留意

身體健康狀況，或瀏覽本組網站美中地區 COVID-19疫情專區!  

➢ 疫情以來美國各大城市示威遊行、宵禁與管制增多，且搶匪猖獗、暴動等犯罪案件頻

傳，同學應避免夜間出門，儘量結伴同行，並嚴防住家及自身安全!  

 

對負笈異鄉的遊子來說，平安就是福，所以安全問題尤應列為抵達留學國後重要的課題之

一。近年來，遠赴異鄉求學的留學生，頻頻傳出在學時、或假期旅遊期間的各種不幸意外；

甚至國內大學生赴國外旅遊者，亦不例外，致造成親人擔憂、傷痛的情形。這是從事留學

生輔導時，最感心酸與最不願意見到的事。因此，為了協助我國留學生在海外保障個人的

安全，特廣泛蒐集資料，編撰此「海外留(遊）學安全守則」，裨益國人在海外保障人身安

全，與追求求學成就。在此建議留學生們抵達留學目的地後，應儘早了解該地治安狀況，

一旦決定住所之後，要向當地居民請教周遭環境，並應主動向校方索閱相關安全資訊、手

冊、緊急連絡電話號碼。此舉除可防範未然外，並有助於生活早日正常化。 

以下謹就教育組處理留學生事務的經驗，分別臚列應注意事項，供我留、遊學生們參考。 

 

一、初臨異域 

1. 飛抵美國，不論自行前往住處/下榻旅社或在同學會安排處暫住，應立刻向臺灣家人

報平安，並告知聯繫方式，以免家人因無法與您聯繫上而成為詐騙目標。 

2. 留學生到國外大學院校註冊後，應立即向系所指導教授（Academic advisor）及外籍學

生顧問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Scholars）報到，以便學校將學生列入課業

與環境適應輔導；註冊時確實填寫連絡電話、電郵等資訊，俾利學校於緊急事故通知

或重要告示發布，可即時傳達。 

3. 進入國外大學後，建議儘速參加就讀學校之臺灣同學會，以便就近諮詢當地資源及迅

速獲得生活適應之協助；並提醒同學會務必手邊隨時有我駐外館處緊急聯繫資訊，俾

適時提供緊急之協助。 

4. 錢財勿露白；勿將在臺灣出手闊綽的生活經驗帶到美國來，以免引起歹徒起覬覦之

念。出門在外，應注重健康，體認學業第一、謙虛務實、入境問俗為要，以確保人身

安全。 

5. 課餘之暇，儘量參加學校舉辦之課外活動，藉以提升自己的外語能力與文化學習內

涵，並廣結國際善緣。 

6. 隨時注意自己的安全。遇有緊急事故時，可同步向指導教授、外籍學生顧問、同學會

及我國駐外館處急難救助手機號碼聯繫。 

教育組辦公室電話 312-616-0805，教育組緊急事故聯絡 312-330-8134，或外交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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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24小時值班之急難電話：011(美國國際電話碼)-886(臺灣國碼)-800-085-095。(詳

閱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網頁說明 http://www.boca.gov.tw/cp-53-378-358fb-1.html ) 

7. 留學生在海外，無論在學期間或假期中，務必投保醫療健康保險。大部分國外大學規

定，未投保健康保險者，不得註冊上課。 

二、居家安全 

※ 嚴防詐騙電話: 如接獲聲稱當事人涉及國際犯罪或護照被盜用等可疑電話，應提高警

覺謹防洩漏個人資訊，小心應對並抄錄來電號碼，切勿先行匯款或進行線上銀行轉帳交

易；歹徒慣用手法有: 

(1)你已被監聽; (2)有未收國際郵件及告知個資被盜用; (3)涉及跨國洗錢; (4)以假公安

協助洗刷罪名; (5)口氣兇狠並冒稱警方威逼利誘; (6)利用將聯合美國警方逮捕; (7)假

國稅局稱你有逃漏稅; (8)假美國移民海關執法部門 ICE並引導瀏覽假網站; (9)疫情期間

假美國防疫中心 CDC盜取身分導致信用卡盜刷; (10)假聯邦政府部門以「紓困金」無名騙

財等詐騙方式，建議先冷靜記下電話號碼及通話內容並向我各地辦事處先查證。如不慎被

騙，應即刻於黃金 2小時內凍結銀行帳戶並向警方報案，以防進一步損失。如護照號碼等

個資已洩漏，可向駐外單位申換護照。如個資有外洩之疑慮，請向核發單位諮詢如何因應。 

1. 在家- 

1.1 勿隨便開門。若為陌生人或自稱修理電話...等，即便有約在先，都應要求來者提出

工作識別證(ID)，確認無誤後方可開門。 

1.2 若遇推銷員，可婉拒。 

1.3 勿因來者為女性而減少戒心。 

1.4 若有外人至屋內修理東西，最好找朋友陪伴，或告知鄰居、房東。 

1.5 外出、夜間就寢前，應檢視瓦斯開關、所有門窗是否上鎖、關好。 

1.6 遇可疑人物、車子或情況，應通知警方，切勿好奇介入。 

1.7 若遺失鑰匙，應儘快通知亦有該鑰匙的人，並視情況請房東重新配換新鎖。 

1.8 重要證件宜留影本，證件號碼、信用卡號碼都應另外記錄下來。一般信用卡公司都

有處理遺失卡片的部門，最好將電話號碼抄寫下來，若不慎遺失，應立刻以電話掛失。 

1.9 養成隨身帶鑰匙、出門即鎖門的習慣，即使散步、倒垃圾也不例外。 

2. 外出旅遊前- 

2.1 通知郵差暫停送信及報紙，或請朋友、鄰居代為處理。 

2.2 遠親不如近鄰，平日應敦親睦鄰，以達守望相助。 

2.3 使用定時器操縱屋內的電燈、音樂，營造出有人在家的樣子，減少宵小闖空門機會。 

三、行車安全 

※搭乘計程車或 uber、lyft等網路計費交通工具，應事先確認司機名稱與車輛車牌號碼

是否符合，勿搭乘陌生人便車(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客座學者因搭乘便車遭綁撕票案)。 

http://www.boca.gov.tw/cp
http://www.boca.gov.tw/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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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乘坐地鐵- 

1.1 出門前即預先記好路線及轉車地點，並隨身攜帶地圖。切記！此地圖乃急需之用，

各地鐵站及車廂內均有地圖張掛，因此，非不得已，勿於車廂及街道張開地圖研究。 

1.2 於非尖峰時間搭乘時，可於「非尖峰時間候車區 Off Hour Waiting Area」等候。 

1.3 候車時勿太靠近月台邊緣，地鐵曾發生乘客被心理不正常者推落月台的不幸事件，

所以要注意。 

1.4 勿乘坐空車廂，中段車廂通常有隨車警察最安全。非尖峰時間搭車，找有列車長的

車廂乘坐。 

1.5 車廂出入口旁的位子較易被歹徒下手搶劫。 

1.6 儘量不要太早或太晚搭乘地下鐵。如不得已，請告知朋友或室友，確認安全返抵住

處。如搭計程車，應記下計程車車號。 

1.7 在車廂內應避免與他人眼光接觸，以免被認為懷有惡意（如歧視...等）而惹禍上身。

勿長時間低頭看書或手機，並隨時注意四周環境變化，避免手機物品被搶。 

2.  在地鐵站內迷路- 

2.1 若搭錯線，可在車廂內查看貼於車廂內的地圖。 

2.2 時因調度問題或其他因素，會改變行車路線或停開，車上會廣播告知乘客，  

     若仍不清楚，可詢問列車長。 

3.  乘坐公車- 

3.1 於照明充足的地方等車為宜。若該公車站燈光不足或無其他乘客，應儘量靠近商家

或燈光充足的地方候車。 

3.2 上車後，發覺可疑人物，應通知司機。 

3.3 若車內乘客稀少，以坐離司機較近位子為宜。 

3.4 若遇車內有人騷擾，立即告知司機或下車。 

3.5  勿長時間低頭看書或手機，並隨時注意四周環境變化，避免手機物品被搶。 

4.  自行駕車- 

4.1 開車時務必隨時繫上安全帶。這是安全措施，也是法律規定（Buckle your seat 

belt），即使位於後座亦建議應繫好安全帶。 

4.2 開車前，注意看是否有人躲藏在車內。一上車，要養成馬上鎖車門的習慣。 

4.3 停車前先觀察周遭環境，勿把車子停在幽暗、人跡稀少的地方。 

4.4 如果在路上遇到汽車輪胎洩氣，把車開到較熱鬧的地方再停留，準備換備胎。 

4.5 如果發覺有人跟蹤，將車子開到警察局、消防隊或加油站。 

4.6 物品無論貴重與否，一律勿置於車內，以免引起歹徒覬覦而打破車窗行竊。 

4.7 勿接受陌生人搭便車，勿理會陌生人召喚下車，且車上須準備防禦武器。 

4.8 加油最好至熟悉、安全的加油站。 

4.9 最好將車停在有管理員的停車場，若需留下鑰匙，只交予能發動引擎的單一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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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平時須注意車輛的保養，及持有效行車保險(保險文件存放車內備查)。 

4.11  高速行駛時須注意維持方向盤的穩定，若遇爆胎，須先鎮定、穩住方向盤，慢慢輕

踩煞車；切忌立刻緊踩煞車及猛打方向盤，以免導致車輛翻覆。 

4.12 每次計畫旅行之前，應徹底檢查汽車全部機件及輪胎，汽油也要充足，且事先研究

清楚目的地概況及行車路線。如夏季到高溫地區旅遊，或冬季天氣冷冽時，必須注

意輪胎胎壓，以免因天熱胎壓過高驟然爆胎，或天冷胎壓過低影響駕駛。 

4.13 萬一遇公路警察攔下查問，切勿離開座位，且將雙手平放駕駛盤上；不可與警察在

言行上衝突，以免犯法律上的大忌。若不服警察開罰單（Citation），可依法另至法

庭/法院申訴。 

4.14 在雪地上駕駛或行走，須更加小心，請多向有經驗者請教技巧與方法。 

      有關「雪地駕駛的安全技巧」，亦可參考當地駕照考試資料。 

4.15  妥善使用手機，開車時勿使用手機，尤其切勿檢視或回覆簡訊。 

1.16  警察攔檢是將車子尾隨並閃警示燈，請勿驚慌，應打方向燈並慢慢開向安全路邊停

車， 手放方向盤等候盤查。 

※切記下列情況絕不開車：喝酒、心神不寧、疲倦精神不濟（如：期末考後熬夜開車旅遊）、

情緒沮喪、過度激動或無駕照。 

※必備之隨車救急用品：補胎劑、應急及救急之零錢、備用汽油、長手把螺絲起子以便更

換備胎、備用汽車鑰匙、充電線、手電筒、胎壓計、乾糧、急救箱、雪地駕駛備用品（水、

防寒手套、雪刷、警示標誌、毛毯、大衣、雪地用鹽等）。 

5. 租車- 

5.1 開車前須先檢查車輛的各種狀況，若有問題，立刻要求租車公司更換車輛。 

5.2 租車時以具有人身及車輛保險為宜。 

5.3  如遇歹徒敲破車窗行搶，第 1時間請先向警方報案並拍照存證，俾向租車公司提出

證明以減免賠償金額。 

四、行路安全 

初到異地，應及早熟悉經常需要出入的場所及其周圍環境，並避免走入不安全地區。若初

次前往某地，應事先了解或向朋友請教該地狀況為宜。 

1. 日間行走時- 

1.1 走路要有自信。即使迷路，亦應力求鎮靜，勿將慌張不安表現在臉上。 

1.2 出門以帶少許現金為佳，平日注意校園設置之緊急電話所在。手機平時保持足夠電

量可用，以應必要時求救。 

1.3 證件則要放在內裏口袋等較不易引人注意的地方。現金最好分開放。 

1.4 如果到大城市觀光，相機、攝影機最好放在背包裡，不要一邊走，一邊查看地圖、

手機、平板電腦或玩線上遊戲。切忌喧嘩，引人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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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夜間行走時- 

2.1 有同伴同行為最佳，儘量走行人多及照明充足的街道，避免走陰暗的巷道。 

2.2 走路時要走在人行道中間，朝與汽車相反方向走。若有人駕車搭訕，可朝與其駕車

相反方向迅速離開。 

2.3 陌生人問路時，提高警覺並與他們保持距離。 

2.4 遇陌生人搭訕，建議不理會，偽裝聽不懂當地語文，從容走開，但以不惹惱對方為

原則。 

3. 在夜間回到住所- 

3.1 應在到達住所之前備妥鑰匙，於最短時間開門進屋，並隨時注意是否有人跟蹤、或

藏匿在住處附近死角。 

3.2 若有可疑現象，切勿進屋，儘速轉往行人較多的地區，並通知警方。 

3.3  如遭行搶遺失護照等重要證件(護照、美國簽證頁、I-20/ DS-2019 及國民身分證最

好掃描存雲端或存於電郵中以備不時需證明身分之用)，請立即報警並向本處領務組

或撥打緊急救助電話 312-636-4758通報遺失與補發；請求校內國際學生事務處協助

重辦學生相關證件，瞭解其他應注意事項，  

五、大樓安全 

※大樓樓梯間通常較為僻靜，儘量使用電梯。 

※若需常在某建築物出入，宜熟悉地形及安全措施的位置。 

1. 獨自在辦公室時- 

1.1 應於入內後鎖好大門，並檢視屋內是否有人。並應告知大樓警衛所處樓層、辦公室

號碼及電話號碼。 

1.2 若需外出，即使在短時間內返回，也應鎖門。 

2. 電梯- 

2.1 進入電梯前若發覺乘客可疑，則勿進入。 

2.2 女性若單獨搭乘電梯，應靠近控制板。 

2.3 若遇可疑人物在電梯內，立即離開。 

3. 洗手間- 

3.1 使用前不妨先巡視一遍。初到陌生場所時尤應提高警覺。 

3.2 宜結伴同行，或請男士在門外等候。 

六、逛街購物安全 

1. 隨時注意周圍是否有可疑人士跟蹤或注意你。 

2. 錢財勿露白。應將小鈔及大鈔分開放。 

3. 信用卡在使用完後要記得收回，且勿同時攜帶所有信用卡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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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防扒手，尤其在電梯裏、旋轉門間。歹徒通常二人一組，其中一人試圖引你分心，

另一人則趁亂下手。竊賊男女均有，隨時應提高警覺。 

5. 與街頭小販交易時要小心，並提防在街上主動為你服務或向你提出請求協助的人。 

6. 手提箱、皮包不離身，背包最好上鎖。 

七、火災 

1. 預防之道- 

1.1 勿堆積易燃物品。勿堵住逃生出口，窗戶亦應保持容易開關的程度。 

1.2 要事先了解住所附近的逃生路線、樓梯、出口等，並確定沒有被用來堆放物品。 

1.3 要求房東裝設油煙及一氧化碳警報器。 

1.4 檢查家中電器用品的電線有無斷裂等現象。 

1.5 爐台、炒鍋及油煙排氣口應防堆積油垢。 

1.6 避免使用蠟燭。 

1.7 廚房應備有滅火器，並了解正確使用方法。 

1.8 將消防隊、警察局電話號碼貼在靠近家中電話的地方。 

2. 遇到火警時- 

2-1 觸動警報以便驚醒所有住戶，並立刻報警。 

2-2 由最近的逃生出口儘速離開。 

2-3 拉動街上防火警報箱，靜候消防人員。 

2-4 萬一出口被火或煙堵住時，留在房內並把門關緊。確定走廊的門關緊後才可打開房

內窗戶讓新鮮空氣流通，並待在靠窗的地方等待救援。 

八、入出境美國旅遊或返國時 

1. 若需入出境美國，請先注意護照、簽證及 I-20 (或 DS2019) 是否過期? 離校前應先

至學校國際學生處報備，並請該處 Student Advisor 於 I-20上簽名。 

2.  護照若少於 6個月有效期，依部分航空公司規定是無法登機的。應提早注意並聯繫駐

芝加哥辦事處領務組辦理更新護照。 

3.  離開美國前往他國或其他地區時，請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http://www.boca.gov.tw/mp.asp )

之「出國登錄」網頁登錄或更新旅外資料，隨時與家人或朋友報平安，並保持通訊/

聯繫暢通，俾緊急聯絡或提供協助。 

4.  遇緊急事故時，請立即報警，如需緊急協助請與駐芝加哥辦事處緊急救助電話: 

312-636-4758聯繫。 

5.  請瀏覽教育部海外留遊學安全專區，隨時提高警覺。 

九、其他 

1. 參觀大型露天演出、遊行等活動時，最好成群結伴，以減低被歹徒盯上及下手的機會。 

http://www.boca.gov.tw/mp.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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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公共電話時，應小心隨身物品。 

3. 自動提款機分室外與室內兩種。但並不表示在室內提款較在室外安全。應避免在夜間

提款，若發覺有異狀，切勿進入並儘速離去。 

4. 隨身攜帶緊急電話號碼。 

5. 隨身帶小額現金，遇歹徒搶劫、勒索，建議把金錢交出，勿做抵抗，以免被歹徒加害。  

十、溫馨小提醒: 

對留學生的輔導是教育組責無旁貸的責任，留學生在國外，可透過教育部主網頁至「認識

教育部」之「本部駐境外機構之資訊」查詢各國、各組緊急聯絡資訊，遇緊急狀況時亦可

加以利用。 

※遇性命攸關狀況，先撥打 911或駐芝加哥辦事處緊急連絡電話 (312)636-4758 

⚫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www.edutw.org 

地址: 55 West Wacker Dr., Suite 1200, Chicago IL 60601 

平日上班時間: (312)616-0805 

緊急連絡電話: (312)330-8134 

⚫ 教育部  

孫小姐：02-77365739  (平日上班時間) 

海外急難全天候電話:0919929803 或電傳 02-23976980 

⚫ 外交部 24小時值班 海外緊急聯繫電話 

海外付費 (國內 800 免費) 請撥: 011-886-800-085-095 

011（美國國際碼）+886(臺灣國碼)+800-085-095 (諧音:您幫我，您救我) 

※非急難救助事項，切勿撥打上述專線，以免線路過度負載，耽誤緊急事故處理時效。 

平平安安出門學習! 快快樂樂返國團聚!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關心您 

http://www.edutw.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