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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美国主顾修女会体会贫穷战乱的中国有她们服务的使命，于1920年由盖
夏姆姆带领五名修女，前往河南开封展开培植女青年的工作，同时创办「静宜女中」。
当时盖夏姆姆除带领所属修女参加火车站急救医疗工作外，并把停课的静宜校园僻为临
时难民营，收容受到战火波及的中国难民，提供医疗与照顾。

1948年，盖夏姆姆来到台湾，开始积极投入复校的事宜。她先是于来台次年在台中市
筹办「天主教英语补习学校」，接着于1953年兴建台中市复兴路校舍，直至1956年正式
向教育部立案成立「静宜女子英语专科学校」，奠定今天静宜大学的良基。1987年7月1

日，本校奉准成为「静宜女子大学」；1993年因男女教育机会均等之考虑，更名为「静
宜大学」，并开放招收男学生。为纪念盖夏姆姆创校之艰辛，故延用其中文名字「陆静
宜」为校名。
天主教大学的教育特色强调「全人陶成」与「追求真理」(a Holistic Formation and the 

Search for Truth)，培养学生完整的专业知识，同时协
助学生了解自己人生的意义。静宜大学秉持「进德、
修业」之校训，以「培养具有国际观、专业就业能力
及利他思维之社会公民」为教育目标，以学生学习为
主体，提供学生丰富、开阔的知识领域、学习环境与
完善的行政服务系统，更注重学生品格与爱德之陶
冶，培养学生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涵育良善美德、尊重多元文化、追求专业学识、

探索生活知能」为静宜大学四大基本素养，课程内涵
塑造「注重教育、崇尚学术、尊重生命、重视品德、
乐于服务」的校园文化为主轴。
静宜大学自2011年起更以创新的构想发展教学性研

究计划，独特性的建构适合于本校之教与学模式，朝向「发展特色研
究之教学卓越」国际综合大学迈进。

不一样的静宜

 连续十一年获教育部教学卓越计划奖励学校。

 盖夏图书馆获选为2015年全台十大非去不可之图书馆。

  注重品格教育与爱德涵养，获评教育部『友善校园学辅工作、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自我伤害三级预防等』绩优学校。

 国际学生交换计划（ISEP）唯一台湾区会员。

 亚洲第一所成立『CUDA教学中心』的大学。

静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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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宜特色
科技研发、成果丰硕

在研究方面，设立『国际加龄产业发展中心』、『化妆品产业研发中心』等校级
研究中心，院级『大数据研究中心』以及『生医数学研究中心』、『台湾美食文化中
心』等系级研究中心，也发展多项特色领域研究，如: 『云端运算研究平台建置技术与
相关信息科技应用之整合型研究』。在『个案教学与研究中心』及『企业伦理教学与
研究中心』的机制下，2011年更进一步成立『社会责任与企业伦理』研究社群组织，
以持续累积长期的研究能量，协助两岸华人社会发展『社会责任与企业伦理』。农业
科学学门发表之期刊论文名列2010~2013年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 

ESI)被引用次数世界前1%学校，为全国前6名;并为全国最早成立化妆品科技教育的学
术机构，也是全国第一家具有GMP化妆品示范工厂认证大学。

服务学习，注重品格教育与爱德涵养

创校以来，秉持「全人陶成、专业领航」之办学理念，以「志工静宜」为校园核心
价值，是全国第一所全面推展「服务学习」课程兼具反思教育的大学，更获颁「大专
校院办理志愿服务-服务学习绩优学校」。专业的志工训练课程融合多元化小区服务型
态，培养学生关怀小区的公民责任与启发志愿服务的精神。

智慧生活创新创业育成平台(IDO)

IDO空间是集结静宜大学潜力知青、激荡社会服务热情、提供微型创业后勤支持的
开放基地，协助全校师生开创具利他精神的创意企业，全校师生只要有创意就能自组
团队，运用基地资源，发展创意社会行动。

阅读书写创意研发中心-文思诊疗室

文思诊疗室是「阅读与书写」课程师生共同的活动基地，为了丰富并深化课程
内涵，进而带动校园阅读书写风气，特别设置了两个重要角色：驻校作家及
TA社群。从2009年秋天成立至今，已邀请小说家甘耀明与钟文音、诗人王宗
仁、散文作家李欣伦担任驻校作家，为喜爱写作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的面
谈，给予具体的写作指导，陆续培养出优质的校园写手。

艺术中心

主要办理视觉艺术展览，并统筹表演艺术展演活动，活动安排
具多元性，希望藉由差异性的策展内容达到丰富活泼的启发效
应。展场外围为透明玻璃墙，其穿透性及空间感，为艺文界所
称道。户外则有枕木与雕塑品，天光云影赋予了场域与作品故
事性的对话，使创作者、作品和观者产生新的连结脉络。近来
亦邀请A Capella（无伴奏人声合唱）国外爵士歌唱团体至校园
演出，其极具技巧与契合度的演唱模式，加上高度亲和力的互
动演出，成为了校园多元活动的一项特色。期望透过一系列展览
及演出的安排，使艺术文化沉淀深化，并在学生心中植下艺术深
刻的种子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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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致力于校园国际化的发展及加强两岸学术交流，2008年起推动411游留学计
划，鼓励本校学生在四年大学生涯里至少于寒暑假出国游学一次，每学期或每学年申
请出国留学当交换生一次，开拓学生国际视野，同时提升国际竞争力。

本校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寻求国际学术连结及交流计划支持，目前参与的国际组织包
括ACCU、ACUCA、ASEACCU、IFCU、SATU、UMAP等，提供学生更多更优惠的出国
交换管道。2011年通过评鉴，成为『国际学生交换计划(lSEP)」组织全台唯一会员学
校，该组织拥有全世界超过30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会员。另外，本校海外姊妹校已超过
300所（其中大陆姊妹校有70多所），国际学生交换计划(lSEP)加上姊妹校总数已超过
600所，提供学生更多出国研修与交流的机会。

国际与两岸交流合作
近年来，本校举办许多国际及两岸之间的交流活动，其中包括学术合作、语言与

文化课程合作、交换学者、交换学生、海外实习、国外学校互访及海外移地教学等项
目，透过不同学校的需求，发展双方多元的合作模式，建立与深化长远合作关系。

此外，也与许多国外的学校陆续建立双联学制，目前与美、英、法、德等姊妹校签
署2+2、2+1+1、3+1、3+1+1、1+1等双学位合作计划，为深耕两岸学术交流基础，争
取与多所大陆姐妹校办理3+1专班，透过双方重点及互补性的特色课程规划，提升学
生就业竞争力，期望全方位地推动本校国际化的理念与目标，促进本校的发展与全球
脉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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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元的系所
现有6个学院、24个学系、23个硕士班、2个博士班、7个硕
士在职专班、1个进修学士班，以及通识教育中心、外语教学中
心、阅读书写创意研发中心、师资培育中心。

外语学院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 LITERATURE
以培养外语文学、语言学研究人才以及各种外语相关的专业人才为目标，延聘
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非、西班牙、拉丁美洲、印度、日本等国
家之专业学者，开设英、日、西、意等多国文学、语言学及语言教学课程，并
提供最佳的外语教学实习、翻译与口译实务、多媒体自学中心、外语听说读写
译五技小班辅导、海外留学和产业实习等外语学习及教学研究环境与机会。

英国语文学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学贯中西、放眼国际，培养学生多元文化的视野、生活与职场实用的英文实力及学术
研究的素养，养成卓越的观察分析能力、具创意的批判能力和独立思考与逻辑分析能
力。

西班牙语文学系 (Department of Span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以人本精神为教学基础，着重学生西文沟通的能力，培养自学习惯以及对西语文化的
认识及兴趣，借此具备多元文化性格与国际观。

日本语文学系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重视学以致用，透过阅读日本文学巨作，深度认识日本文化，同时加强听、说、读、
写、译五项技能，并加强学生商务处理能力，培养兼具国际观、异文化沟通与商务能
力的台日交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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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与计算数学系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and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规划「财务工程组」及「计算数学组」，搭配「双学位制度项目」的课程组合，学生
可依个人性向修习财务金融及资讯工程等相关课程，极具全方位发展潜力。

应用化学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以绿色化学为理念，发展材料与药物之开发、分析与应用，课程与研究均加入永续概
念与技术，培育具「化学专业知能」及「优质职场伦理」之化学人才。

食品营养学系 (Department of Food and Nutrition)

规划「营养与保健组」及「食品与生物技术组」，以食品营养科学为基础，结合科技
与生物科技，造就食品与营养专业兼备之人才。

化妆品科学系 (Department of Cosmetic Sc  ience)

以「培育具化妆品科学知识之技术开发与产业应用专业人才」为宗旨，培
养「化妆品研究发展」、「化妆品生产与检验分析」，以及「化妆品应
用与经营管理」人才为目标，为我国首创化妆品科学教育之系所。

统计信息学系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cs Science)

「统计信息」结合了统计、科学计算与信息科技。课程的设计以理论与
实务并重，培育学生拥有扎实的统计理论基础、统计分析能力与优越的
科学计算能力。

理学院 COLLEGE OF SCIENCE
以培育高阶科学研究人才为导向，注重专题研究之独立思考与创意，为强化学
习的深度与广度特别设计跨系所「民生科技产业实务学程」，启发学生具备跨
领域的专业核心能力，把科学精神藉由天主教服务理念  ，关怀社会，培育具理
性与感性兼具之科学专业人才。师资优良，拥有多位国家讲座教授，研究设备
精良完整，图书资源丰富新颖，并以产学合作方式，协助产业技术升级，达成
教学、研究与服务之目的。

中国文学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把古典文化之精髓潮流化，让学生在文化的基础上学以
致用，提升人文精神素养，发扬古典传统文化，陶蕴现
代文艺气息，锻炼语文表达能力，开展中文职场进度。

社会工作与儿童少年福利学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 Child Welfare)

以「笃行、志业」为教育宗旨，以「热忱、务实、专
业、进取」为教育目标。因应社会环境变化及职场专业
需求，与业界长期合作，规划实习课程，让专业养成及
学用合一，达到毕业与就业无缝接轨之目标。

台湾文学系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除台湾文史专业能力训练外，注重学生就业需求，设计
与大众传播、文化创意、文史数字典藏等链接之跨领域
课程，推动实习制度，涵养学生专业知识且创造就业竞
争力。

法律学系 (Department of Law)

注重基础法律课程及法律实务处理之能力，培养具国际
观及正义观的法律人才，以因应社会发展之需求。致力
于学术研究，定期举办国际研讨会并与他校交流，扩展
学生视野与国际观。

生态人文学系 (Department of Ecological Humanities)

以探究与生态有关之思想、伦理、文化、教育等学术领
域为宗旨，在生态科学之知识基础上，培养有人文科学
训练及涵养之学生，开设「环境教育」专业学分学程，
培养合格环境教育人员。

大众传播学系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强调透过影视艺术创作与新闻传播专业，关注社会人文
议题，培养学生创意表达与独立思考能力，并藉由小区
服务、产学合作及学生创作取材等方式，培养理论与实
务兼备之大众传播人才。

教育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以「关怀弱势」、「多元学习」、「精致卓越」、「在
地深耕」为主轴，引进多元观点与跨文化经验，提升学
生的教育专业与视野，培育具维护教育理想之教育研究
人才。

师资培育中心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以潜在课程涵养学生文化深度，重视教育专业之实务训
练，培育兼具教育专业素养与服务理念之教师，现有幼
儿园、国民小学与中等学校三种学程。

人文暨社会科学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以提升文化素养、深化道德涵养及厚实专业学养为教育目标，积极推展人文
及社会科学相关领域之教学、研究与服务，并充分发挥多元系所优势，让学
生具更深、更广的文化视野，致力提升现代公民社会的文化素养，并且体现
天主教建校精神，期望培育学生成为兼具道德涵养与人文关怀的中流砥柱，
各系所随时依时代需求、社会变迁，增订务实专业课程与学程，厚实每位学
生的专业学能，培养深具专业知识、独立思考、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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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学院 COLLEGE OF COMPUTING & INFORMATICS
以「专业、前瞻、卓越、国际化」为愿景，培育优秀信息相关产业人才，并发
展信息基础研究及技术应用，规划「网络通讯科技」、「媒体整合科技」与
「知识管理工程」三大学程及科技管理领域等课程，培育信息系统之研究、开
发、管理与整合之专业人才，使学生具有整合、创新、应用、管理、设计、修
改系统之专业能力，成为计算器使用与管理之高等专精人才。

企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重视创意思考能力、外语沟通能力及信息网络科技运用能力的培养，结合营销、组织
与人力资源、决策与营运、财务与金融等管理课程，培养具有国际眼光、文人素养、
能解决问题的企业管理人才。

国际企业学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以全球化国际局势，规划具国际思考之商贸、营销、财务、人力资源发展及企业策略
管理等模块化课程，积极培育专业与伦理双元发展的优质国际企业人才。

会计学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以会计、审计为基础，结合信息、金融、法律与管理课程，并开设「税法」、「会计
信息系统」、「国际会计」等学程，强化专业技能，打造全方位会计专业人才。

观光事业学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以「餐旅馆管理」、「旅游产业经营」及「休闲游憩规画管理」为主要发展方向，培
育具备专业伦理之观光产业管理及服务人才。

财务金融学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以「金融机构管理」、「公司财务决策」及「投资理财管理」等专业学程，提供学生
明确扎实的课程学习，培养具备诚信负责、理论实务并重及国际视野与专业素养兼具
之财金人才。

管理学院 COLLEGE OF MANAGEMENT
以5个E(5 E's)，「Expertise专业、Ethics伦理、Empathy同理心、Emotion情绪、
Evaluation评估」为教育主轴，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管理教育体系，强
化教师群旺盛的研究能量与高教学质量，开设「个案教学」、「跨领域」、
「企业伦理」、「就业学程」、「辅导考照」等多元化教学课程，强化学生职
场竞争力及正确伦理认知，培育专业能力与伦理道德兼备的管理菁英。

资讯管理学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以计算器软件应用及开发扎实的计算器涵养，配合工商界决策管理实务课程，培育信息
系统之研究、开发、管理与整合之专业人才。

资讯工程学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发展嵌入式系统与集成电路设计，以信息技术为主，整  合生物科技之应用，并以信息安全
为基础，发展网络多媒体之应用，培养学生具备研究深造以及企业用人的专业能力。

资讯传播工程学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以「网络通讯技术」、「媒体整合科技」、「知识管理工程」和「计算器软件」四学程为
主轴，培养 具备创新与设计能力的高级信息与网络技术应用领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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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外语教育学士学位学程 (Global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

提供优质之扎实外语语言教学、人文教育和训练具跨语言跨文化沟通能力之人才，透
过跨领域课程整合和相关实习经验，培养学生具备优雅内敛的文学艺术人文素养、流
畅外语表达、沟通能力(听、说、读、写、译五技均备)和驻足全球的宽广心胸和国际
视野。

寰宇管理学士学位学程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本学程把「管理专业及伦理涵养、国际视野、语文及信息应用涵养」三大素养融入课
程，除了一般通识课，专业课程以全英文授课；另外大一大二设有十学分英文及游留
学课程，以帮助学生准备出国。大三大四必须出国一年才能毕业。

国际硕士学位学程 (Graduat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国际硕士学位学程采全英文授课，课程丰富多元且提供免费华文课程，可依条件提供
全额奖学金。提供双联学制机会，一年在静宜，一年在法国里昂天主教大学，毕业可
拥有双硕士学位。

国际学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整合跨国界、跨区域与跨专业领域之学术研究与教学资源，实践以「静宜人为
本」的在地化国际教育理念─「国际静宜寰宇教育」，并提供培育「外语奠
基」、「专业领航」与「国际移动」能力之学习环境，引领本校迈向国际化教
育特色大学与国际接轨。

 学士    硕士    博士   

外语学院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英国语文学系
西班牙语文学系
日本语文学系
人文暨社会科学院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中国文学系
社会工作与儿童少年福利学系
台湾文学系
法律学系
生态人文学系
大众传播学系
教育研究所
理学院College of Science
财务与计算数学系计算数学组
财务与计算数学系财务工程组
应用化学系
食品营养学系营养与保健组
食品营养学系食品与生物技术组
化妆品科学系
统计资讯学系
管理学院College of Management
企业管理学系
国际企业学系
会计学系
观光事业学系
财务金融学系
资讯学院College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cs
资讯管理学系
资讯工程学系
资讯传播工程学系
国际学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寰宇管理学士学位学程
寰宇外语教育学士学位学程
国际硕士学位学程

静宜大学各院系所总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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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学习在静宜
静宜大学具备多元的系所，提供学生优良的学习环境，不论是如茵的绿地

还是藏书丰富的盖夏图书馆，良好的师资、齐全的设备、优良的学习及生活
环境都值得前来亲身体会。
在学校除研修课程外，丰富的校园及学生社团活动，充分发掘学生的各

项潜能。运动设施面，学校备有各项球馆与设施，如羽球馆、网球场、排球
场、篮球场、温水游泳池以及桌球室、韵律室等。餐厅方面有静园餐厅，宜
园餐厅、至善广场美食餐厅等。其他设施如健康中心、邮局、消费合作社、
敦煌书局等，均能提供学生完善的生活与娱乐机能。

若望保禄二世体育馆
本着「进德修业」的校训，以及「全人教育」的目标，提供学生丰富且多元的体

育教学内容，期待学生在自由的学习空间，获得开阔的知识领域与技术能力，以成为
「身、心、灵」平衡发展的健康现代人。本校耗资新台币3亿3千万元兴建若望保禄二
世体育馆，于2011年12月30日落成，以提供全校师生优良完善之体育教学活动空间。
为纪念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而命名，其热爱运动，亦为一位为世界和平及信仰奉献的
典范，是史上最支持体育活动的教宗。透过学科、术科兼备的体育教学方式，辅以规
划精致的体育活动,促进全校师生达到身心健康，养成终身运动习惯。
多元化运动设施均符合标准比赛规格，本馆设备如下：
健身中心（有氧、重训-约80人民币/学期）、篮排球场(3面)、桌球教室(15面)、羽球

场(10面)、200公尺室内跑道、运动信息中心、飞轮教室、多功能教室、舞蹈教室、攀
岩墙等场馆。

盖夏图书馆
静宜大学的知识中心，是为本校创办人-盖夏姆姆而命名，1953年设立于台中复兴

路阳校区，1988年迁馆至沙鹿新校区，2005年扩建完成。为使用者精心设计的阅览空
间总面积共21,931平方公尺，含：地上10楼、地下2楼、阅览席位2,299座。除了图书
库、参考室、期刊室、研究小间及自习室之外，并有数字学习中心、视听中心、信息
素养教室、校史数据室、音乐欣赏室及艺术中心等，2015年进行局部空间改造，增设
了主题书展示区、阅读沙龙、讨论室及四个各具特色的小书房。
现有馆藏资料含：图书、期刊、视听数据及电子资源等已超过1,475,000册/件。全馆

无线网络环境，馆内提供读者研习及检索用计算器125台。馆藏数据之用户可透过『整
合性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检索查询后再办理数据借阅，为方便读者查询电子资源及与
颜自我学习，建置『静宜大学盖夏图书馆SmartSearch』及『语言学习资源网』，希望
借着这些服务，满足本校师生教学的需求，提升知识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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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研修费与生活费

优美完善的住宿环境
本校宿舍有希嘉学苑、盖夏学苑、思高学苑及静宜会馆，共四

栋，提供学生完善的生活设备与优美的住宿环境。

(1) 希嘉学苑 (地址：台中市沙鹿区台湾大道七段200号)                                    汇率以1RMB=5NT计算

學生宿舍房型及價位表 

房型 / 床位数 宿舍费
(RMB/学期)

财产保证
(期末退还)

钥匙保证金
(期末退还) 

总额
 (RMB/学期)

希嘉 (冷气) 四人房 1,800 100 10 1,910

希嘉 (冷气) 二人房 2,400 100 10 2,510

公共设备：自习室、健身房、公共电视间、饮水机、盥洗室、洗衣机、烘衣机、脱水机、晒衣场、
信箱区、 公共电话、自动贩卖机、公共电梯、公共资讯站（可上网搜寻资讯）。
寝室设备：共2,483个床位，每间寝室备有床、衣（物）橱、书桌（架）椅、电话、网路。
消防设备：灭火器、紧急照明、备用发电机、监视录影系统。
*到校后可至文兴楼购买冷气卡。

(2)盖夏学苑 (地址：台中市沙鹿区台湾大道七段208号)                               汇率以1RMB=5NT计算

學生宿舍房型及價位表 
房型 / 床位数 台币(NTD/学期) 人民币(RMB/学期)

盖夏套房 19,200 3,840

盖夏单人雅房 17,200 3,440

盖夏双人雅房 10,200 2,040

公共设备：活动中心、电视、饮水机、洗衣机、烘衣机、脱水机、电话、自动贩卖机。
寝室设备： 本栋大楼有14间套房，76间雅房，床位共计166床。每间寝室备有床、床书桌（椅）、衣

橱、电话。
消防设备：灭火器、逃生梯，防火巷、紧急照明灯、夜间门禁、铁门（窗）、监视录影。

(3) 思高学苑 (地址：台中市沙鹿区台湾大道七段200号) 汇率以1RMB=5NT计算

學生宿舍房型及價位表 

房型 / 床位数 宿舍费
(RMB/学期)

财产保证金
(期末退还)

钥匙保证金
(期末退还)

总额
(RMB/学期)

思高 (冷气) 三人房 2,000 100 10 2,110

思高 (冷气) 二人房 2,400 100 10 2,510

公共設備：飲水機、洗衣機、烘衣機、脫水機、公共電話、自動販賣機、公共電梯，公共交誼廳。
寢室設備： 本棟大樓189間，住宿生543床位，身心障礙區12床位，7樓規劃為學人位宿區。每間房

型設計一個客廳、三間寢室、衛浴設施、洗衣、晾衣場所。每間寢室備有二或三人份之
床、衣（物）櫥、書桌（架）椅、電話、網路、亦提供冷暖氣。

消防設備：滅火器、緩降梯、緊急照明、備用發電機、監視錄影系統、門禁刷卡系統。
*到校後可至文興樓購買冷氣卡

(4) 靜宜会馆 (地址：台中市沙鹿区台湾大道七段121号) 汇率以1RMB=5NT计算

學生宿舍房型及價位表 

房型 / 床位数 宿舍费
(RMB/学期) 

财产保证金
(期末退还)

钥匙保证金
(期末退还)

总额
(RMB/学期)

静宜会馆 四人房 2,700 100 10 2,810

公共设备：饮水机、洗衣机、烘衣机、脱水机、自动贩卖机、公共电梯、公共会议厅等。
寝室设备： 本会馆共计2栋大楼，提供男生396个床位。每间房型设计为四人套房(附卫浴设施、阳

台)；每间寝室备有四人份之床、衣（物）橱、书桌（架）椅、桌灯、电话、冰箱、网络
点、冷气。

消防设备：灭火器、缓降梯、紧急照明、备用发电机、监视录影系统、门禁刷卡系统及管理员。

一学期预估所需学费与生活费如下:         

花费项目 新台币(NTD) 人民币(RMB)
学杂费 / 学期 51,000 10,200
住宿费 / 学期 9,000-13,500 1,800-2,700
入台证申请费 800 160
行政活动费 3,500 700
健康检查费用 560 112
交换生团体保险 900 180
体育基础设施使用费 200 40
床组费 2,000 400
伙食费/月 5,000 1,000

注记：
1.以上费用皆为初步估计费用，费用会因学生的需求不同而增加或减少，仅供参考。
2.汇率以1RMB = 5NTD计算
3.免学费交换生不需缴交第一栏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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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且多元的服务
家族学习伙伴

静宜为每一位前来交换/研修的陆生安排一个家族，家族成员有来自欧美日韩非等地之
交换生外，还有本校二至三名志愿者共同组成。学习伙伴除可以彼此互助学习外，热
情的台湾学伴陪你熟悉陌生的大街小巷，活泼的外籍交换生加强你的日常外语对谈，
让你很快地融入静宜这个大家庭，丰富你在台的研修学习及生活。

国际友谊大使(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BUDDY，简称IFB)

为强化交换/研修生与静宜之连结，快速地融入在台的学
习生活，本处特别设置了「国际友谊大使」，以
协助前来本校研修之学生。 IFB精心为每学期
前来的研修的学生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如接
机、说明会、文化之旅及期末欢送会等活动，
为你研修的生活注入多姿多彩的色彩。

接机安排

开学前，为让每位交换/研修生能顺利来到静宜
大学，本校安排团体接机服务，让初到台湾的
你，不用担心人生地不熟，不仅安全地抵达学
校，更为你的交换/研修生活写下第一页美好
的回忆。

新生说明会

为使你在开学前，就能了解做为一位交换/研修生在学与生活的应注意事项，特别办理
说明会，会中说明学校可使用资源、住宿规定、选课相关信息、认识所属系所及哪里
有好吃，好玩的地方等，让你在未开学以前，就能掌握静宜的课业与生活。

学伴相见欢

在学期初，本处办理学伴相见欢活动，提供家族成员们第一次见面的机会，让你很快
地认识你的家族学习伙伴，透过互动小游戏的进行，卸下大家的心墙，在欢乐的过程
中，与学伴有更深层的了解及互动，增进彼此情谊，展开在台研修生活。

多元的文化交流活动

为使交换/研修生们尽快融入校园，熟悉台湾风土人情，本处办理一系列文化交流活
动，丰富你的研修生活。为使了解台湾传统原住民文化，安排寓教于乐的文化游乐园
区活动，透过轻松的表演方式，让你体验原住民文化的服饰与习俗；搭乘缆车，让你
饱览日月潭的风光美景。于期中考前，安排学伴们及交换/研修生一同至休闲农场，
透过休闲场域的阳光绿地，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在此氛围下进行团体的大地游戏与
BBQ，从升火、烹食等过程中，以互助合作的方式完成，更能珍惜彼此辛苦过后的成
果，微风轻拂，聊天声此起彼落，活动过程中，有欢乐、有汗水，藉此拉近彼此的距
离，让交换/研修生和学伴们满脸欢笑，也进一步加深各个家族的感情。  

期末欢送会

在学期即将进入尾声时，为了让所有的交换/研修生们在静宜的学习生活有个完美的句
点，特举办Farewell Party 期末欢送会，当天将有来自各国交换生带来的才艺及传统民
俗表演，并回顾一学期以来的活动点滴，带你回到最初踏上台湾时的心情。大家享用
着美味的餐点，伴随着优雅的乐声，随着音符的流动，也将在静宜大学研修的这一学
期划下完美的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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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歌剧院

被誉为世界九大新地标的台中国家歌剧院，位于台中市西屯区七期重划区，是一大型
公有展演空间，由曾获普立兹克奖的日本建筑师伊东豊雄设计。「壶中居」歌剧院正
面造型犹如曲线的酒壶，观众如酩酊般陶醉于节目的精彩，夜晚随灯光投射展现出优
雅与温暖．是表演艺术的摇篮，更是中台湾文化生活翻新的起点。

秋红谷广场

不论甚么时节，漫步在秋红谷广场都是个赏心悦目的享受！位于台中市台湾大道旁，
是台中地区特有的凹型市民休闲绿地，占地3公顷多的秋红谷公园，适合散步、约会、
运动，白天有舒服的绿意；夜晚有着精采万变的不夜灯火，开放迄今迅速成为台中最
火红的景点之一。

高美湿地（高美野生动物保护区）

高美湿地位于清水大甲溪出海口南侧，面积广达1,500公顷，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是
国内少数几处雁鸭集体繁殖区之一。曾在高美湿地栖息的鸟类有多达120余种，为重要
之生态保育区。目前已逐渐取代大肚溪口，成为喜好赏鸟人士的新兴赏线。

勤美 诚品绿园道

由知名建筑师陈瑞宪与郭旭原将大楼重新改装设计，为了让这栋建物能与周遭的绿意
融合，坚守尊重自然的理念，决定让四周的绿意往墙面上延伸，打造一座让植栽与建
筑共生的都市立体花园，也代表台湾荣获素有不动产届奥斯卡奖之称的「2010年全球
卓越建筑奖」。

台中樱花季

台中市是樱花之都，当赏樱活动已成为全民运动后，一年初始，赏樱的游程最为让人
期待。台中市近年培植樱花树苗有成，每到樱花盛开季节，粉色红花妆点了大台中地
区，众人无不争相欣赏樱红与花香，尤其樱花绽放时娇嫩艳丽、花香处处的绝妙景
色，向来是众人珍赏的自然美景之一，吸引许多游客前往赏花。

台中爵士音乐节

台中爵士音乐节已连续举办12年，每年一到10月份，偌大的市民广场就涌进成千上
万的乐迷及观光人潮，现场除了来自世界个的表演团队，还有丰富多元的异国美食及
文创摊位。每一个跳动的音符、摇摆的节奏，渗入城市骨干，城市的生命与情感记忆
着，享受爵士音乐悠闲惬意的氛围。

台中国际花毯节暨新社花海活动

天气转凉，进入深秋的时节，又是新社花海节缤纷登场的时候了！广达3 0公顷的花海
景观，展现「数大便是美」的视觉震撼，另外，还特别规划的2公顷精致花毯，营造细
腻的浪漫缤纷意象，让花迷一饱眼福；这场万众瞩目的花之盛会。

相关介绍与照片摘自：台中观光旅游网

人文荟萃  气候宜人

大陆地区  l  交流生及研修生申请资讯21 22



王寻 / 铜仁学院 / 2015春季班
初来乍到，新鲜和好奇，不言而喻。经过
一两个星期的适应，慢慢的融入台湾的生
活模式，学习、观光和生活并行，变得尤
为重要。就学习而言，总体感觉，上课模
式相差无几，但不同老师也有不同层次和
上课特色，尤其看重团队合作，各取所
长，充分发挥团队优势，从而得到最大的
成功。说到游玩，真是一言难尽，来到传
说中的宝岛台湾，怎么能错过吃喝玩乐；
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心去感受，
用自己的脚去丈量，去发现属于你自己的
台湾吧。在台湾的收获，点点滴滴，每每
感动，远远超乎我的想象。无穷的新鲜感
和意想不到的惊喜，充实着我在台每一天
的生活。有很多事情值得留恋，有很多的
瞬间无法忘怀，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张和雅 / 赤峰学院 / 2015春季班
初到台湾时，静宜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机
场接机的IFB干部们，他们穿着统一的红色
衣服，面带笑容，让我们对这座城市没有一
点陌生感，让我们觉得静宜真的很亲切。在
一段简单的整理与适应后，我们迎来了崭新
的学习生活。专业课、教程课、体育课、通
识课，每一门课对我来说都有着满满的回

忆，每一位老师也都让我感到父母般的温
暖。多元文化的台湾，有着多元文化的风
景，一路走走停停，每一个地方都有着它
的不同。在台湾这段日子，我想我最大的收
获，就是友谊了，在这短暂的128天里，我
们都一起经历过好多，我想大家能够在这里
相遇是一种缘分，我会永远把曾经在一起的
欢乐留在心底。台湾，让我成长，让我爱。

薛洋 / 西北工业大学 / 2015春季班
一百二十八天的时间不长不短，时间长得足
以让我感受到台湾的文化，结识一群志同道
合的朋友，学到一定的专业知识；时间短得
我对以上的感觉好像还是只停留在最层面
上，多想再深一层感受台湾的风情。到一个
新的环境中，总会让自己迈出很大的一步，
不管是因为自己有一些很挑战的想法，还是
环境改变所带来的。台湾暖暖的风土人情我
早就有耳闻，来到台湾之后被太多太多的小
温暖感动。从一下飞机，IFB工作人员帮助
我们搬行李，游玩途中遇到各种好心人帮忙
介绍景点，随处都可以听到：谢谢，不会，
晚安，等打招呼的声音，让温暖成为一种常
态。时间太窄，指缝太宽，时间就这样一点
一点地溜走，我们应该出去看看，增长见
识，开阔胸襟。

多日娜 / 周口师范学院 / 2014秋季班
时光荏苒，转眼都到了快要离别的时
候，四个多月的时间短暂而美好给我留
下了太多的回忆与不舍。在静宜，通过
跟老师的交流，我了解到很多专业方面
有趣的知识，了解到在某一领域达到专
业水平时的那种成就感，这里报告很多
时候是小组共同准备的，这就锻炼了大
家团结合作的能力。如果要我对这次台
湾之行做一个评价的话，我可以用“不
虚此行”这四个字来形容。的确，不同
的生活环境让我有了很多不同的体验，
也使得我在思想观念方面有了很多的改
变，在台湾悠闲清静的短短的四个多月
里，我经历了许多事，遇到了很多人，
也让我有很多新的体悟。这次台湾之旅
对我来说不单单只是一个学习专业知识
的机会，更是一个深刻了解自己，寻找
自己的过程。

朱雯洁 /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 2014

秋季班
9月中旬我抱着一颗极好奇又期待的心踏
上了台湾这块土地，我所在的静宜大学
占地面积并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静宜大学图书馆的图书资源在台中
排第一，台湾排第三，每个楼层都有自
习小单间和小组讨论室，供学生学习讨
论之需。而体育馆也是非常完善，体育

馆内的健身房一学期只需缴80人民币，
不限次数健身，我是其中的受益者，因
为我每周都会健身一次。在台湾交换
的三个月以来，我遇到了许多可爱、真
诚、热心的人，许多温暖人心的事情，
每天都在上演。我想台湾的风景纵然秀
丽、美食纵然琳琅满目、静宜的环境纵
然舒适，但最让我不舍的应该是我在台
湾遇到的老师、同学、朋友、善良的陌
生人们，这段经历会成为我难忘的一笔
回忆和珍贵的财富。

张超逸 / 上海财经大学 / 2014秋季班
还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到处都充满着新
鲜感，而现在这种新鲜感依然在，但却又
多了一丝情感-熟悉。半年的日子早已把
这里当成了自己生活的地方，也把这里当
成是自己第二个家。在台湾的半年让我最
庆幸的是认识了很多朋友。不管是一起来
交换的大陆交换生，还是静宜大学可爱的
学伴，还有那些一起上课的朋友，我们
都成为了关系很好的朋友。台湾人给我最
大的感受就是-热情，不用说是遇到什么
麻烦，就算是小小的问路，不管知道或者
不知道都会很热情的帮助你，排队时不管
前面发生什么都会耐心排队，没有一丝抱
怨。每当我看到这些情景，就会不自然的
嘴角上扬，就会更深一层的感受到这个城
市的温暖。

难忘又多彩多姿的研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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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 交流生及研修生皆无专业上之限制，只要是本校提供之系所皆可。
● 请向贵校港澳台办申请办理

申请材料

向贵校申请后，请登录 http://alcat.pu.edu.tw/oia_china/index.php在线申请并备齐以电子文件数据提供予
贵校承办单位，姐妹学校提供之申请材料如下：
1. 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 (word档-内容请务必完整填写)

2. 研修申请表 (在线填写后，请储存)

3. 在学证明 (jpg档-彩色扫描档件，三个月内开立，务必盖有校章) 

4. 历年成绩单扫描文件(jpg档)

5. 二吋大头照片 (jpg档- 白底、未戴眼镜、不遮耳)

6. 身分证正反面 (jpg档)

7. 研修计划书(陈述申请此科系之原因及规划) (word档)

8. 麻腮风三联疫苗(MMR疫苗)接种证明(扫描档-须含疫苗名称、接种日期、接种单位或医师签章。)

9. 各校交流生及研修生名单(请盖校印或单位章，并请选出贵校交流生代表负责人)

录取

以邮件通知各姐妹学校，录取之交流生及研修生名单。

修课规定

1. 本科生学分上限为：21学分，硕士生上限为：15学分。
2. 至少需修习所属系所一门课以上。
(由于课堂设备及教室容量皆有限制，并非所有想选修之课程都能选修上。)

交流生及研修生申请须知

夏日大学

静宜夏日大学办公室
Email: pusummer@pu.edu.tw
QQ: 2758391674
电话：+886-4-2632-8001，分机:11585
静宜夏日大学：http://summer.pu.edu.tw/index.php/index

Summer School

许自己一个不一样的暑假，趁年轻把握台湾游学机会

暑假短期课程、掇菁撷华、个个精彩

体验台湾温暖人情味、探访台湾文化知性之旅

取得证书、国际证照、提升国际移动力

一举数得、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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