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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宜大学 2019 年秋季学期 

交流生/研修生 项目 申请指南 

(一) 学校概况 

学校地址 43301 台中市沙鹿区台湾大道 7 段 200 号 

学校简介 1920 年美国主顾修女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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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盖夏姆姆来到台湾，开始积极投入复校的事宜，1987 年秋

季，迁至台中市沙鹿区现址，新校区广阔近达三十甲，软硬件

建设俱足，有行政大楼、图书馆、学生活动中心、宿舍及各学

院大楼，另有室内温水游泳池、综合球馆、羽球场等运动设

施。静宜大学实践「志工静宜」校园核心价值之服务学习课程

为全国指标学校，更是台湾唯一『国际学生交流计划(lSEP)」

的会员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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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宜大学有 6 学院、22 系(所)、1 个独立研究所、2 个博士

班、7 个硕士在职专班、2 个学位学程、4 个教学中心及 12 个

学术研究中心；学生人数约 12,000 人，另有境外学生约

1,200 人；校地面积达 30 余公顷。 

学校特色  连续十一年获教育部教学卓越计划奬励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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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所台湾区会员。 

 亚洲第一所成立『CUDA 教学中心』的大学。 

学校网址 http://www.pu.edu.tw/ 

  

http://www.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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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格与名额 

资格 正式在籍全日制本科生、硕士生均可申请。 

名额  名额 学费 学分上限 

免学费交流生 依合約規定 免 本科生：21 学分 

研究所：15 学分 付费研修生 每校 15 名 NT$51,000 

备注 为顾及教学质量及设备之有效使用，本学期仅收所有姊妹校总

共 10 名推荐申请大众传播学系之交流生及研修生，以本校先收

到申请材料者优先录取（以校为单位，非为在线报名数据的填

写），额满为止，请尽量选择大众传播学系以外之专业，以使能

够顺利至静宜大学研修。 

交流期限 2019 年 9 月-2020 年 1 月(具体入学时间以邀请函为准) 

 

(三) 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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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5 月中下

旬通知交换生项目负责师长审核结果。 

申请截止日 2019 年 05 月 01 日(星期三) 

注意事项 1. 需通过学校国际暨两岸事务部门的申报，不接受非校方的个

人申请 

2. 申请者到校后，皆须进行健康检查并施打 MMR 疫苗！ 

3. 所选科系必须与原校所修专业相关，在选填志愿前请先上静

宜网页详读各系所介绍：http://www.pu.edu.tw/。 

  

http://alcat.pu.edu.tw/oia_china/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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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请材料 

向贵校申请通过后，请登录 http://alcat.pu.edu.tw/oia_china/index.php 

在线申请，并备齐以电子文件提供予贵校承办单位，申请材料如下： 

 审核与办证所需(皆为电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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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word 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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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吋大头照片 ( jpg 檔-白底) 

6. 身分证正反面 ( jpg 檔，请务必扫描清楚) 

7. 研修计划书(陈述申请此科系之原因及规划) (word 檔) 

8. 各校交流生及研修生名册 (附件一，word 文件) 

上述电子檔分别以『学生姓名』为文件夹分类。 

★★请注意，来台后，将统一安排进行健康检查(约 NT$500)并施打麻腮风三联

疫苗(MMR 疫苗-约 NT$900)，已施打过者亦同！此外，亦将统一投保基本保

险(补助意外医疗与住院)。 

相关规定 A. 上述电子檔大小需为 512kb 内。 

B. 照片规定：最近 6 个月内所拍摄直 4.5 公分，横 3.5 公分，脱

帽、未戴眼镜、不遮耳、五官清晰不遮盖，人像自头顶至下颚之

长度不得小于 3.2 公分或超过 3.6 公分，白色背景之正面半身薄

光面纸彩色照片，且不得修改或使用合成照)。 

C. 填写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时，注意以下要点： 

a. 红色标示之字段务必填写！ 

b. 照片必须符合规定，若不符规定，遭退件就得重拍。 

c. 申请表请以繁体中文填写，英文名栏请填写罗马拼音名，与护

照、通行证或其他正式文件同(请注意姓、名的前后顺序请与通

行证相同)。 

d. 申请表本职栏请务必填写清楚『学校名称+系所名称+学生』，

并请注明入学『年+月』。 

e. 申请表之父母亲信息，请务必详填姓名及生日(年月日) 

D. 请确保所提交个人身份证件的真实及有效性，特别应留意、并确

认身份证件在交换期间长期有效。 

 

http://alcat.pu.edu.tw/oia_china/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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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设置及选课 

可申请之

科系 

1.科系相关介绍： 

http://www.pu.edu.tw/chi/language.php 

 (以上连结包括：外语学院、人文暨社会科学学院、理学院、管理

学院、信息学院之信息) 

2.若欲了解各系所开课程，可参考上个学期开立之课程，查询方式

如下： 

a.点选课程查询网页： 

http://alcat.pu.edu.tw/2011courseAbstract/main.php?PHPSE

SSID=168065847b831f92c89fa4e5ba39d4d3 

b.左上角『学期别』字段，请点选『107 学年度 1 学期』 

c.点选『开课单位』后，按查询，即可查得该科系于上个学期所

开立的课程。 

选课 每学期选课的相关流程，通常于 2019 年 5 月底开始，录取后通过

Email 联络指导相关同学完成。 

选课限制

及 

学分要求 

1.结合申请者科研或专业学习背景，在全校开设课程的专业领域内

均可选课(第一阶段选课无法跨专业选课)，详细信息以选课手册

为主。 

2.不设定选课总学分的下限要求，具体取决于派出院校对于交换学

习期间的选课及学分要求。 

3.本科生学分上限为：21 学分，硕士生上限为 15 学分 

 

  

http://www.pu.edu.tw/chi/language.php
http://alcat.pu.edu.tw/2011courseAbstract/main.php?PHPSESSID=168065847b831f92c89fa4e5ba39d4d3
http://alcat.pu.edu.tw/2011courseAbstract/main.php?PHPSESSID=168065847b831f92c89fa4e5ba39d4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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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费用信息 

项目 新台币 人民币 

学费(免学费者免交) NT$51,000 RMB$ 10,855 

入台证费用 NT$615 RMB$ 130 

住宿费用 NT$9,000-13,500 RMB$ 1,915-2,875 

住宿押金 NT$550 RMB$ 120 

行政活动费 NT$3000 RMB$ 640 

健康检查费用 NT$500 RMB$ 110 

交换生学生保险 NT$900 RMB$ 192 

体育基础设施使用费 NT$200 RMB$ 43 

网络使用费 NT$400 RMB$ 85 

MMR 疫苗 NT$900 RMB$ 192 

生活费用参考（仅供参考，花费将因个人生活习惯而异）： 

a. 膳食费：每月约 1000 元人民币； 

b. 交通费：公交/捷运（持学生证乘车，台中公交车 10 公里内免费）； 

c. 书籍费：依课程不同而异，在大部分课程团体购书均可享有折扣。 

*上述汇率以 1:4.7 计 

(七) 校园生活 

保险 静宜大学所有在学学生皆需购买学生保险，此保险针对意外医疗及

住院可进行理赔申请；若需其他保障内容，抵校后可额外购买。 

入学报到 交换生应按照《入学须知》规定的时间报到注册，如有放弃资格

者，应至少提前一星期由校方告知（mfwu@pu.edu.tw）。接机安

排也将在入学须知中公布。 

校园生活

FAQ 

http://www.mainlandchina.pu.edu.tw/apply/super_pages.php

?ID=apply6 

 

(八) 联络人信息 

大陆交流生业务联络人 

姓名：吴明芳 

电邮：mfwu@pu.edu.tw 

电话：886-4-26328001 分机11582 

QQ号：2328457255 (加入时请告知您的姓名) 

*以上信息如有变动，以官方最新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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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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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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u.edu.tw 

静宜大学国际暨两岸事务处：http://www.mainlandchina.pu.edu.tw/main.php 

 ******************************************************************************

静宜大学致力于营造多元的的校园环境，学生应该尊重校内不同的种族、文化认

同、身心障碍及宗教信仰的个人或群体。静宜大学是一所天主教大学，肩负保存

天主教认同的使命，基于此办学宗旨，选择就读之学生应尊重本校此一核心特

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