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台湾师范大学
秋季班交流生入学申请简章

台湾师范大学简介
台湾师范大学成立于 1946 年，前身为
台湾省立师 范学院，为培育台湾教育
优秀师资的主要摇篮。本校有三个 校
区：本部、公馆校区(理学 院)及林口
校区。
学院包括： 教育、文学、理学、
艺术、音 乐、科技与工程、管理、运
动与休闲、国际与社会科学等 9 大学
院，合计 56 个系所 2016 年英国高教
调查中心 QS 公布，台湾师范大学在全
球 4 万多所大学中，近几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从 2016 年 310 名上升至 2017 年
289 名，
跻身世界前 300 大，
自 2013 年至今连 续 5 年进步，
名次跃升了近 200 名，
全台湾 12 所顶尖大学中唯一具人文艺术的综合大学，教育领域列世界第 22 名，体
育休闲领域全球排名第 7 名，艺术与人文领域排名全球第 136 名国际学生比例指标
表现由去年 247 名，跃进到今年 156 名，显示师大致力推动国际化的成果。其中
国际化指标全台湾第一，学术声誉指标为全台湾第四，显示本校致力提升研究教
学质量及国际化的成果，受到国际肯定台师大是世界顶尖华语教学基地，近年来
国际学生人数不断增加，
外籍校友更遍布全球，
不乏世界名人。2010-2017 年台湾
教育论文被 引用率全球第一，其中本校贡献最高，且本校在顶尖大学计划补 助
期间科学教育学术发表更上层楼，本校科学教育领域被引用次 数为全球第一，
亦蝉连台湾博硕士论文被引用率第一的学校。
营造国际化学习环境，是本校引以为傲的重点特色之一。目前本校不但已与
芬兰奥卢大学、美国 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等校签有 31 个双联学制合作协
议；更 与 40 个国家合作，缔结高达 306 所姐妹校，例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
迪逊分校、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与日
本早稻田大学、筑波大学等。

选择台师大理由
1. 国际学生与台湾师大学生共同上课，达国际交流目的
目前约有 80 个国家的国际生就读，一年计约 6,000 人次，加上逾千名修读 学位的国际学生，使得校园宛如小型联合国。
在本校，国际生与 本地生能进行密切的文化交流、语言学习与生活互动，无形中营 造丰富的全球化环境。

2. 设施臻于完备 理念与时俱进
学生可经常使用各式各 样的功能性学习空间如文荟厅的交谊空间、教发中心的学习开 心室、信息中心的计算机教室等、
图书馆的smile多元学习区与 团体讨论室等。学生亦可预约使用英语自学聊天室增强会话沟通 能力；时段性免费使用体育
馆及运动设施锻炼体能，如奥林匹亚 标准游泳池、田径场、重量训练室、韵律教室等。图书馆藏书更 是全国大学第三大，
并率先拥有全国大学第一台自动借书机等先进设备

3. 跨三个顶尖大学的学习环境
2015 年更结合台湾大学 及台湾科技大学，共同成立台湾大学联盟，三校学生不但可以跨 校选课，还能共享图书馆、计算机、
无线网络、商家折扣及就业 辅导等资源。台湾师大共有九大学院 56 个系所，提供多元选修的学习资源。2014 年 8 月实施
的专责导师制，聘 任具学科、辅导双专才，专责辅导学生。

4. 厚植就业竞争力 广受雇主青睐
为落实多元人才培育的愿景，本校将「培育跨领域人才，提 升就业竞争力」列为校务发展重点，并建构学生职涯发展模式。
在教学与 职涯衔接方面，强调教学要从「教什么」转变为学生该「学什么」， 推动「延揽产业师资协助教学」、「职涯衔
接」、「企业名人讲座」 以及「企业参访」等计划，协助学生在学习过程即能 获得职能与就业力，精进所学即所用。

西瓜節

本校各项节庆特色活动
人文季
本校是国内人文研究发展重每
年秋冬之交，由文学院所 有学
系和各相关学生社团共同合办
的人文季，推出一系列的专题
演讲、 英语话剧、歌唱比赛等
节目，让校园充满浓浓人文气
息。

艺术节
本校艺术学院是国内历史最为 悠
久之艺术教育殿堂，许多著名大师
都曾在本校任教。从 1994 年起，
每年春夏之交、台师大艺术学院都
会举办最富青春气息、最有创意的
艺术节，融合美术、音乐、设计、 表
演等不同艺术形式，呈现台师大艺
术创作的崭新气息。

六月五日，是台师大的生日，也 是特
有的西瓜节。男生会在这天送 西 瓜
给 女 生 ， 借 用 西 瓜 英 文
「watermelon」来比拟为「我的美 人」
以表达情意。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意义：
送红西瓜代表爱慕，送黄 西瓜代表友
情，近年学生更发挥创 意，延伸发展
不同种类的瓜语，例 如：苦瓜象征爱
得好苦、胡瓜代表胡里胡涂爱上你...形
成本校学生 活动之特色。

體育季
由本校运动与休闲学院、体育室等
共同推出迷你马拉 松、水上运动
会、铁骑活动等体育 季活动，最
能展现师大人的健康活 力形象。
成果展「体育表演会」，每场次节
目开演前，体育馆大门等候入场的
人龙长达 三、四百公尺。

教育学院

国际与社会科学学院

理学院

教育学系

华语文教学系

数学系

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

应用华语文学系

物理学系

健康促进与卫生教育学系

东亚学系

生命科学系

人类发展与家庭学系

国际华语与文化组

地球科学系

社会教育学系

政治学研究所

化学系

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

大众传播研究所

资讯工程学系

特殊教育学系

国际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所

科学教育研究所

教育政策与行政研究所

社会工作学研究所

海洋环境科技研究所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欧洲文化与观光研究所

光电科技研究所

人图书信息学研究所
信息教育研究所

学习科学学士学位学程

文学院
国文系
英语学系
历史学系
地理学系
台湾语文学系
翻译研究所
台湾史研究所

艺术学院
美术学系
设计学系
艺术史研究所

科技与工程学院

音乐学院

图文传播学系

音乐学系
表演艺术研究所
流行音乐产业硕士专班

机电科技学系

民族音乐研究所

电机工程学系

表演艺术学士学位学程

工业教育学系
科技应用与人力资源发展学系

运动与休闲学院

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系
体育学系
运动休闲与餐旅管理研究所 全球经营与策略研究所
运动竞技学系
管理学研究所

A.申请资格 Applicant Qualification
一、 来校访问学生来校研习以一学年为限。(每学期需重新申请)
二、 须有在学学籍之学生身分
三、 其所属学校须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1. 与本校或各学院系所签订学术交流协议之姊妹校(或学院 系所)。
2. 如非姊妹校(或学院)，该校须为教育部认可之学校，或经 项目签请核准者。

B. 必备文件 Required Documents
1. 申请书 1 份与二寸照片 2 张
2. 护照(有照片页)复印件一份
3. 推荐信两封
4. 留学计划书一份(英文或中文书写)
5. 大学或研究所成绩单英译本一份
6. 研究计划书一份(如适用)
7. 学生证或在学证明一份
8. 申请报名费 100 美元(700 人民币)

C. 如何申请 How to Apply
学期别

开课时程

开放申请时程

Quarter

Term Time

Application Period

秋季班 Fall Semester

Sep. - Jan.

1st March -30h April

春季班 Spring Semester

Feb. - Jun.

1st September - 31st October

D.申请流程 Application Progress
STEP 1: 欲就读之系所
STEP 2: 送交申请书
STEP 3: 系所审核 (Screened by Faculties)
STEP 4: 学校单位审核 (Screened by Office of Academic and related
offices) STEP 5: 学院核发入学许可函 (Admission Announcement)

台湾师范大学 2018 秋季班来校交流生说明
2018 年台湾师范大学交流生收费一览表
弊别 : (人民币 RMB)
费用明细

7,500

学 费

4,800

杂费

说

人民币

计算机使用费

110

平安保险

60

接机费

230

入台证

150

行政处理费

4000

住宿费

6,700

外籍生学生筛检费

180

申请入学报名费

700

明

一. 学分说明:
1. 每学期选修学分数以 20 学
分为限，另选修外系课程学
分数不得高于访问系所课程
学分数。
2. 学生依选课如依选有落差或
想调整,在二周内可换科系修
课。
二. 住宿说明:
1. 本学期已 4 个月计算(约 129
天) 住宿房型: 师大会馆 4
人房上下铺(3 张书桌.独立卫
浴.冷气,吹风. 公共局域网络)
2. 住宿期间提供一套寝具(棉被.
床包.枕头)由学员自行负责宿
舍环境清洁,若需更换寝具建
议可自行携带或购买

合计

24,430

3. 住宿期间皆有免费 WIFI 可供
学生使用
4. 住宿期间请自备盥洗用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