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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3力，未來得利！
  第一力国际力：培育学生具备多元与包容的国际视野，与全球化时代

接轨，每年选送超过400位学生出国研修。

  第二力叙事力：培育学生以利他关怀精神，进行跨域沟通及多元形式

表达能力，每5位学生就有1位主动参与叙事力进阶课程。

  第三力AI资讯力：数位资源整合应用，加值创新与就业衔接，100%学

生接受程式设计训练，全校1/2学生具资讯证照。

注重品格教育与爱德涵养，获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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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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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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为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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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
1日，奉准升格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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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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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宜特色
产学合作 成果丰硕

人工智能技术导入医学影像、工业4.0、以及农业，可以辨识皮肤疾病，能够预测
CNC机具刀具磨耗的预测，更能准确辨识农田害虫，有效提升工厂生产效能与减低农
药用量，也能辅助医师诊断。桌游团体活动和资通讯技术开发高龄辅具与高龄智慧调
理餐包开发，促进高龄者的人际互动、营养均衡，推迟老化失智，解决经济弱势银发
族的照护问题，达到提升高龄者健康与生活质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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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台湾第一所全面推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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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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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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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志工

为展现志工静宜之服务热忱，并拓展学生国际关怀视野，本校近年来除推广「来台服
务」国际志工外，也积极选送我校学生参与「海外服务」，让学生志工能在从事服务的过
程中，了解当地环境，面对不同的挑战，服务社会；自2007年开始投入泰北偏乡进行华语
文教育服务，透过教育服务传承中华文化，并改善当地学校环境与教学资源，每年约有
8-11位学生参与，服务受益人数超过300人。另外，亦长期耕耘泰北服务，使当地居
民改善其生活，增加就业机会。

预见未来能力

智能时代必备信息能力。静宜翻转信息教育，以逻辑训练为教学重点，
培训非信息系学生亦具备撰写程序等信息能力。以信息认证3C教学
(Course,Consult,Certification)，多元化进阶信息课程，帮助学生提升
未来竞争力。

全世界都是教室

教室有多大，未来就有多宽阔。静宜创校之初，便以英文专
长闻名，英、西、日、法等多国语言的学习，不仅丰富了语言
学习的多元性，亦透过与超过700多所姊妹校连结的国际学习网
络，将学生推向世界舞台，磨练国际能力和全球视野。

用阅读写生命乐章

阅读与书写是探索自我生命的重要历程。静宜以生命教育为核
心，整合校内外中文语言资源， 透过多元教学及创作，激发学生
思考自身与社会议题，培养学生沟通、思考、表述、问题解决及
跨领域实践之未来人才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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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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台湾第一所会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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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所（其中大陆姊妹校有100多所），国际学生交换计划(lSEP)加上姊妹校总数已超过
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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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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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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个学系、23个硕士班、3个博士班、8个硕
士在职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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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培育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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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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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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企业与文化创意硕士学位学程(Master Program in 

Social Enterprise &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

社会企业与文化创意的结合，是当今社会企业促成公益永
续和创造经济产值的最佳营运模式。本学程主要在培育具
备跨领域之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生态产业及文创产业
的中高阶经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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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防治硕士学位学程(Master Program in Crime 

Prevention)

本学位学程以犯罪防治与公共安全为发展主轴，然此并非
单一学科概念，而是涉及包括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
精神科学及辅导与社会工作等多种学门之综合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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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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工程学系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

结合金融财务、大数据、信息科技等领域，培育数字时代兼具金融与科技的双专业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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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科学暨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学系 (Department of Data Science 

with Big Data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结合数理涵养、信息技能、各应用领域专业知识(金融、工业制造、医
疗、商业营运)，训练学生具备由大数据中萃取具有价值的知识与信息，以
解决问题的决策管理及跨领域整合的能力，培育数据科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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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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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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与创业管理硕士学位学程(Master Program in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创新创业硕士学位学程培养学生具备将创新的观点形塑成商业模式的能力，并且能够将理论架构转化成
产业的实务行动。透过课程内涵与实作设计，培养学生利用创意、创新观点、新兴科技，融入产品开发
与发展、组织发展，并且为社会贡献、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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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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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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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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寰宇管理硕士学位学程 (Glob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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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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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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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防治硕士学位学程
社会企业与文化创意硕士学位学程
理学院College of Science
应用化学系
食品营养学系
化妆品科学系
财务工程学系
资料科学暨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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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与创业管理硕士学位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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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寰宇外语教育学士学位学程
寰宇管理学士学位学程
寰宇管理硕士学位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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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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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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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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言自我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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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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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NT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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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112 12 2,124

希嘉 (冷气) 二人房 2,667 112 12 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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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NT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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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7

盖夏单人雅房 17,200 3,823

盖夏双人雅房 10,200 2,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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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NT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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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 112 12 2,347

思高 (冷气) 二人房 2,669 112 12 2,793

公共设备：饮水机、洗衣机、烘衣机、脱水机、公共电话、自动贩卖机、公共电梯，公共交谊厅。
寝室设备： 本栋大楼189间，住宿生543床位，身心障碍区12床位，7楼规划为学人位宿区。每间房

型设计一个客厅、三间寝室、卫浴设施、洗衣、晾衣场所。每间寝室备有二或三人份之
床、衣（物）橱、书桌（架）椅、电话、网络、亦提供冷暖气。

消防设备：灭火器、缓降梯、紧急照明、备用发电机、监视录像系统、门禁刷卡系统。
*到校后可至文兴楼购买冷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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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研修费与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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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NT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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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112 12 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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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免学费者免交) NT$51,000 RMB$ 11,334
入台证费用 NT$615 RMB$ 137
住宿费用 NT$9,000-13,500 RMB$ 2,000-3,000
住宿押金 NT$550 RMB$ 123
行政活动费 NT$3000 RMB$ 667
健康检查费用 NT$500-700 RMB$ 112-156
交换生学生基础保险 NT$900 RMB$ 200
体育基础设施使用费 NT$200 RMB$ 45
网络使用费 NT$400 RMB$ 89
MMR疫苗 NT$850-1,000 RMB$189-223

注记：
1. 以上费用皆为初步估计费用，仅供参考。
2. 汇率以1RMB = 4.5NT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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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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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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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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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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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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什么时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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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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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荟萃  气候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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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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除了来自世界各地表演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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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孔笑然/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2018年春季班
静宜大学的植物覆盖率很高，进入大学，
映入眼帘的就是榕树，生机盎然，这个
在北方不常见，所以我感到十分欣喜，三
月份，樱花步道，樱花飘香，别有一番风
味。学校的住宿环境很好，也是很关心学
生的利益的，女生四人间上床下桌，公共
区域有洗澡间和厕所，无论从隐私上还是
卫生上，都是很不错的环境。学校里我最
喜欢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图书馆外表上
看上去虽然不大，但是里面的书籍一应俱
全，每过一段时间，图书馆一楼都会有主
题展。作为一个交换生，我切身的体会到
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从细节充分可以感受到这
个社会的温暖，人们会换位思考，认真地
对待接触到的人，关心别人，善待别人。

冯文慧/中国传媒大学/2018年春季班
从海边的沙滩白浪到中部山脉的曲折绵
延，每一处风景都是独一无二的美，随手
拍照就是手机壁纸的质量，“宝岛”的称
呼实至名归。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这话
一点没错，不管什么年纪，友善和温和都

是不变的标签。校内的老师同学对我们关
怀备至，从欢迎到期中再到期末，大量的
活动不仅让我们这些交换生们彼此熟知，
更交到了很多可爱的台湾朋友，这也是我
最大的收获。走在校外的大街小巷，我们
也经常被不认识的热心人所打动，热情好
客的他们总是能带给我们极大的帮助和惊
喜。“谢谢”是每个人的口头禅，也是让
我最感动的细节。

方可 / 安徽大学/2017春季班
静宜大学的紧凑结构，让我们无论是去教
学楼、图书馆，还是去体育馆都十分方
便。学校的各种公共设施也很是齐全，值
得一提的更是随处可见的饮水机，让我这
一类爱喝白开水的学生更是觉得太人性化
了。风景自然是不用说了，在来之前，我
就在网上浏览了很多图片。直到真正来到
这，学校的景色让我流连忘返。所以，就
背上单反去尽情地感受并记录此刻的风景
吧！有时下课在伯铎楼拍朝霞云彩，也有
从体育馆健身完出门左转的惊喜花朵，青
春就是一场未知的冒险，而在静宜大学
的交换生活就是这场冒险的一次精彩转折
点。

难忘又多彩多姿的研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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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俊霖 /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2017春季班
在静宜的生活我们享受到了许多便利的
服务和温情，从台中1 0公里免费的交
通到宽敞的宿舍，从免费的热水到每天
关心着我们的区长，从老师对交换生的
关怀到台中干净的卫生环境，都让我觉
得很感动。在静宜我感觉到了和以往不
同的学习模式，很多课都需要分小组，
很多的小组报告与讨论，期中考试还有
进补，平时上课回答问题也可以适当加
分，增加了上课的积极性与活跃度，同
学之间交流讨论的也更多。这四个月说
长不长说短不短，认识的人走过的路，
都丰富了我们的经历，即将远航回归故
有的生活。

化中新 / 宁波大学/2016秋季班
在静宜大学四个多月的学习与生活，让
我最感动的是这里的人，记得刚来静宜
大学时，学校为我们交换生安排了熟习
校园学习生活的说明会，如交换生见面
说明会、图书馆资源检索的介绍、宗辅
室生活安全及活动的介绍等等。这些说
明会的安排为我们交换生即将开始在静
宜大学更好地的学习生活提供了便利。
同时，也让我们每个交换生感受到了静
宜大学人的负责、热情、周到的一面。
说到静宜大学的图书馆，不得不隆重
地介绍下。若来静宜大学读书，一定不
能错过学校的图书馆，因为它不仅是学

习的场所，更是一个有着休息、休闲等
诸多功能的地方。在这里学习，足以让
你感觉不到压力的存在，而且还会有种
轻松减压的效果。除此之外，图书馆所
具有的休闲、减压的效果功能，主要体
现在音乐欣赏室、音像室、休息室等场
所。当学习疲乏时，可以花很少的钱冲
一杯咖啡，以缓解疲劳，让你在图书馆
没有压力之忧。据说，静宜大学图书馆
是全台湾十大必去的图书馆之一。这是
我喜欢在图书馆学习的原因之一。曾经
的静宜大学已经不会再有我的身影了，
这将是永远留在我内心深处一段美好而
又难忘的经历和回忆！

虞海静 / 浙江外国语学院/2016春
季班
来到台湾静宜大学的131天交换生活，令
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里课程对于校外
教学的重视。我的系别是观光事业系，
在大陆叫做旅游管理。来到这里之后，
体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快乐，我
选的本专业的两门课程都涉及到校外教
学，我还选了几门大四的课程，发现这
里的老师对于将要毕业的学子都是充满
期望与期待，在上课的过程中教授的不
单是专业知识，更多渗透的是今后为人
处世的道理，也令我大受启发。在生活
方面，静宜的环境很好，无论是教学环
境还是寝室的生活环境，处在这个美丽
的校园中总会让人有心旷神怡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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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 交流生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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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流程

1. 符合申请资格者，先向原属学校提出交换之申请。
2.  获荐学生登录静宜网站进行网上申请(http://alcat.pu.edu.tw/oia_china/index.php)并将相应电子版申请材
料提供至原属学校。

3.  原属学校于截止日前，由各合作院校交换生项目负责师长完整填写、并提交电子版名单及申请材料，
发送至mfwu@pu.edu.tw，同时协助确认获荐学生已完成网上申请。

4.  静宜相应院系对交换生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将通知交换生项目负责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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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事先考虑该学期是否
合适提出研修申请。)

交流生及研修生申请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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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

1. 研修申请表(在线填写)

2. 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 (word檔-内容请务必完整填写)

3. 在学证明 (jpg檔- 彩色扫描文件，三个月内开立，务必盖有校章) 

4. 历年成绩单扫描文件(jpg檔)

5. 兩吋证件照 (jpg檔-白底)

6. 身分证正反面 (jpg檔)

7. 研修计划书 (word檔-陈述申请此科系之原因及规划)

8. 各校交流生及研修生名册 (word檔)

上述电子檔分别以『学生姓名』为文件夹分类。

录取

以邮件通知各姐妹学校，录取之交流/研修名单。



静宜大学 国际暨两岸事务处（大陆事务组）

电话：886-4-26328001 分机11580-11582
传真：886-4-26526602
E-mail: pu11630@pu.edu.tw
43301台湾台中市沙鹿区台湾大道7段200号
#200, Sec. 7, Taiwan BLVD., Shalu Dist., Taichung, Taiwan 43301
静宜大学：https://www.pu.edu.tw/
国际暨两岸事务处大陆事务组：https://mainlandchina.pu.edu.tw/
微博：https://www.weibo.com/jingyidaxue?is_ho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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