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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总览

报名资格和办法
学士班

硕士班

现于大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北及辽

应届毕业生入学学士班时户籍所在地、非应届毕业生现在户

宁8省市设有户籍之大陆地区人民，参加当年该8省市之普通高等

籍所在地，为大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北

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以下简称高考)取得成绩，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及辽宁8省市大陆地区居民，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使具备报考

者，使具备报考学士班(不含二年制学士班)资格:
◎硕士班资格:
◎学士班资格
1.持大陆地区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证(明)书。
2.持香港或澳门高级中等学校毕业证(明)书或具报考学士班同
等学力资格。
3.具台湾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等学校毕业或具报考学
掃一掃二維碼圖案，關注我吧！

士班同等学力资格。
4.具外国高级中等学校毕业或具报考学士班同等学力资格。
※特别注意：高考成绩未达该省市本科二批分数线者，各招生学

1.持台湾认可名册所列大陆地区高等学校或机构之学士学位
毕业证(明)书及学位证(明)书。
2.具符合台湾采认规定之香港或澳门大学校院学士学位或具
报考硕士班同等学力资格。
3.具台湾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校院学士学位或具报考硕
士班同等学力资格。
4.具符合台湾采认规定之外国大学校院学士学位或具报考硕
士班同等学力资格。

校不予审核。
◎报名方式：一律网上报名，报名网址：
◎报名方式：一律网上报名，报名网址：
http://rusen.stust.edu.tw
靜宜大学国际暨两岸事务处
电話：886-4-2632-8001分机11580或11581
傳真：886-4-2652-6602
邮箱：fmleu@pu.edu.tw;ywho@pu.edu.tw;mfwu@pu.edu.tw
43301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7段200号
(200, Sec. 7, Taiwan Boulevard, Shalu Dist., Taichung City 43301 Taiwan)
靜宜大学：http://www.pu.edu.tw
靜宜大学国际暨两岸事务处：http://www.oia.pu.edu.tw
靜宜大学陸生招生信息网：http://www.mainlandchina.pu.edu.tw/main.php
新浪微博：www.weibo.com/jingyidaxue
QQ：1504773425

http://rusen.s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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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宜大学相关视频介绍：
静宜大学大陆招生宣传片-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1MT
c1NDk2.html?from=s1.8-1-1.2

形象短片--校园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xMj
M0OTY1Ng==.html

形象短片--服务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xMj
M2MTcxNg==.html

形象短片--教学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xMj
M2MTE2OA==.html

形象短片--人物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xMj
M2MjQwOA==.html

学习是旅行 静宜即国际
大陸地區學生赴台就讀指南

鼓励学生在4年的大学生涯里，至少寒暑假出国游学1

前往河南开封展开培植女青年的工作，同时创办「静宜女中

次，并留学当交换生1次。静宜大学积极与海外高校交流合

」。当时盖夏姆姆除带领所属修女参加火车站急救医疗工作

作，目前共有近400所海外姐妹校，供学生出国游留学选择

之外，并把停课的静宜校园辟为临时难民营，收容受到战火

。此外，静宜大学为国际交换学生计划(ISEP)组织台湾首位

波及的中国难民，提供医疗与照顾。

且唯一的会员学校，此组织拥有350多所海外伙伴会员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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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静宜女子英语专科学校」，奠定

，学生可享国外会员学校免学费、免住宿费、免膳食费的超
优质优惠，大幅减轻出国读书的经济负担。

跨国双联学制

产学合作、科技研发 成果丰硕

秉持「全人陶成、专业领航」之办学理念，以「志工

研究方面，设立「国际加龄产业研发中心」、「文化

静宜」为校园核心价值，是全国第一所全面推展「服务学习

美食资源规划与研究中心」、「生命教育中心」、「化妆品

」课程兼具反思教育的大学，更获颁「大专办理志愿服务-

产业研发中心」、「大数据研究中心」、「生医数学研究中

服务学习绩优学校」。专业的志工训练课程佐以多元化小区

心」、「台湾研究中心」等，发展多项特色领域研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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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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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

究」。在「个案教学与研究中心」及「企业伦理教学与研究

阅读与书写 全台中文语文创意研发基地

中心」的机制下，近年来成立「社会责任与企业伦理」研究
社群组织，持续累积研究能量，协助两岸华人社会发展「社

静宜大学为全台推动「全校型中文阅读书写课程革新

会责任与企业伦理」。为全国最早成立化妆品科技教育的学

推动计划」之基地，持续办理「阅读．书写．经典创意教学

术机构，也是全国第一家具有GMP化妆品示范工厂认证大

今天静宜大学的良基。1989年7月1日奉准升格为「静宜女

本校积极与国外姐妹校建置「跨国双联学制」，学士

工坊」、「阅读书写课程教师暨TA社群研习」等教师研习

学。教师研发之化妆品，更荣获2016首尔国际发明奖金牌

子大学」；1993年因男女教育机会均等之考虑，更名为「

班与硕士班学生可申请至法、德、美、英等地之大学就读，

活动，鼓励大学校院提升学生书写及表达能力，透过蕴涵社

奖与专利特别奖。

静宜大学」，并开放招收男学生。为纪念盖夏姆姆创校之艰

除了学杂费减免，还有机会申请到姐妹校高额奬学金，最高

会共同情感及价值之文学文本，开拓其对于生命关照、社会

辛，故延用其中文名字「陆静宜」为校名。

可荣获一年＄11,500美金奬学金，同时获得静宜大学姐妹

关怀、族群与世界之宏观视野，并强化教师教学质量。

天主教大学的教育特色在于强调「全人陶成」与「追

校的双学位，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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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第二专长，首创全台四年双学位

己人生的意义。静宜大学秉持「进德、修业」之校训，以「
培育具有国际观、专业就业能力及利他思维之社会公民」为
教育目标，以学生学习的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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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之陶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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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涵以塑造「
注重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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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更以创新性的构想发展教学性研
究计划，独特性的建构适合之教与学模式，朝向「发展特色
研究之教学卓越」国际综合大学迈进。

静宜大学是全国首创「四年双学位」学程制，学生在
大学四年之中，不需另外缴交学分费，即能修习校方安排之
双学系课程，毕业之后即可取得学士双学位，提升就业竞争
力。

iDO培力基地
以「推动学习创新」、「展示创意教学」及「创新创
业学生团队培育」为三大主轴，集结本校潜力知青、激荡社
会服务热情、提供微型创业后勤支持的开放空间。本校师生
可尽情发想、讨论、实作、模拟具利他精神的社会创新创业
计划，充分运用基地资源，发展创意社会行动。

盖夏图书馆

全备的校园生活

静宜大学的知识中心，是为本校创办人-盖夏姆姆而命名，

提供学生优良的学习环境，除研修课程外，丰富的校园及学生社

1953年设立于台中复兴路阳校区，1988年迁馆至沙鹿新校区，

团活动，充分发掘学生的各项潜能。运动设施方面，室内体育馆拥有

2005年扩建完成。为使用者精心设计的阅览空间总面积共

全新健身房、羽球场、篮球场、桌球室、舞蹈室及韵律室，多座室外

21,931平方公尺，含: 地上10楼、地下2楼、阅览席位2,299座

网球场、排球场及篮球场等，还有室内温水游泳池，供学生锻炼体魄

。除了图书库、参考室、期刊室、研究小间及自习室之外，并有

。餐厅方面有三座餐厅外，还有营养美味的食营系团膳供订购。更有

数字学习中心、视听中心、信息素养教室、校史数据室、音乐欣

卫生保健组（健康中心）、邮局、消费合作社、敦煌书局等，提供学

赏室及艺术中心等，2015年进行局部空间改造，增设了主题书

生完善生活与娱乐机能。此外，本校校门口公交车便捷完善，更有

展示区、阅读沙龙、讨论室及四个各具特色的小书房。

162公交车行驶校园与台中清泉岗机场之间，持本校学生证（与悠游

现有馆藏资料含：图书、期刊、视听数据及电子资源等已超

卡公司合作）即可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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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获2015年「全台十大非去不可图书馆之一」
国际图书馆联盟(IFLA)「1001个此生必去图书馆之一」

优美完善的住宿环境
本校学生宿舍希嘉学苑、思高学苑及静宜会馆，提供学生完善的
生活设施和优美的住宿环境，目前提供大一学生申请优先住宿。

全备的校园生活╱优美完善的住宿环境

有她们服务的使命，于1920年由盖夏姆姆带领五名修女，

服务学习 注重品格教育与爱德涵养

志工静宜 利他精神╱产学合作 提升就业竞争力

二十世纪初，美国主顾修女会体认到贫穷战乱的中国

全台唯一国际交换学生计划会员学校
首创411游留学计划

不一样的静宜╱桥接寰宇

不一样的静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