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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南华简介 

一、学校规模 

南华大学位于台湾嘉义，创立于 1996年，由佛光山星云大师所创办的高等

学府，依照星云大师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之办学理念，具有人文性、

艺术性及跨领域整合等特质。自创校以来，首重通识教育及人文精神，更注重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台湾通识教育重点学校。本校群策群力创新发展，并

依循创办人星云大师的办学理念，致力将南华大学建设成极具教育发展特色的

优质高教学府，以培育具備良好三觀的學生。 

本校座落在一片古朴的田园景致中，依山建筑，渐层有次。校地面积约

670000 平方米，拥有辽阔的草原、高耸的树林。幽静典雅的校园，绿意盎然，

鸟语花香，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素有「森林大学」之美名。更处处可见保育

类稀有昆虫，自然及人文生态相当丰富，堪为推动绿能校园与环境教育之典范。 

本校历经 23年的努力耕耘，现设有管理学院、人文学院、社会科学院、艺

术與設計学院及科技学院等五个学院及通识教育中心，一共 21个本科专业、22

个硕士班、2个博士班。学校师资阵容坚强，助理教授以上专任教师占全校专任

教师的比例为 99.1%，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比例更高达 92%，师资条件根据台湾

天下杂志报导居台湾私立大学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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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学理念 

本校办学以人文化、专业化、数字化、产业化与国际化等五化平衡发展为

原则。自我定位为「迈向具有人文取向，并兼具公益与公义精神的优质教学型

大学」。其独特使命在于将「生命自觉」、「人文精神」与「公益大学理想」灌注

于教育历程之中，并以「生命力带动生命力」之精神，促进师生成长与蜕变，

全面提升学生品格、视野与专业能力，为社会培育良好公民及可造之才。鼓励

学生于在学期间修读辅系、双主修、远距教学、跨院整合学程，并于在学期间

可至海外姊妹校游学、交换学习，以开阔国际视野。 

 

三、发展特色 

➢ 以书院教育树立人文精神 

本校以发扬古代书院传统，重建人文精神是本校自创校以来的发展特色。南

华以书院教育建立大学文化城，致力培养兼具品格教育、通识教育及专业教育

之全人型人才，积极建立传统中国人文风貌及现代知识体系。每年皆以「古礼」

为大一新生举办「成年礼」活动，结合品德教育设计符合现代社会的课程，让

学生透过一系列的心灵洗礼，蜕变为负责、有自觉心的成年人。 

➢ 结合产业趋势，重视「学用合一」 

依据南华大学办学理念，本校建立一个「身、心、灵」照顾产业为主轴的教

育体系。校内各研究所的发展重点全集中在生命教育、环境与永续发展、健康

促进、银发照护与生死关怀等四个领域，以奠定扎实的学术根基。在教学方面，

以「生命自觉教育」与「学生的自觉学习」为轴心，强调对生命价值的提升与

永续发展，以及社会公义责任等。落实课程与业界结合，更建立「学用合一」

制度，让学术理论与产业无缝接轨，全面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此外，亦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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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趋势与时代脉动，打造出各系所专业的亮点。以生死关怀、养生照护、智

慧与生活、有机农业、生物科技、观光旅游休闲、非营利组织，文化创意产业

以及志工等等，作为学校未来发展重点。 

➢ 立足台湾，放眼国际，首创跨国之联合大学系统 

本校与佛光山教育体系之佛光大学、美国西来大学、澳洲南天大学以及菲律

宾光明大学，共同建立「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结合了五校优势，整合国际

高等教育资源，提供多元化的资源，开拓学生国际视野。透过「一校注册五校

选课」方式，让学生有机会获得双学位。此外，本校更可结合佛光山分布于全

球五大洲的海外道场及佛光会的据点，作为本校学生国际交流与海外学习的重

要管道，厚植学生国际移动的能力。 

 

四、国际与两岸合作交流 

为优化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学生竞争力，本校倾全校之力推动国际化，促

进国际及两岸学术合作交流之机会，本校与海外学校及学术机构签订学术交流

合作协议，合作交流频繁，已先后与南京大学、云南大学、郑州大学及西北大

学建立师生交流的合作关系，招收 985、211工程学校学生至本校交换学习，并

与大陆姊妹高校进行 3+1、4+0专班合作以及短期研修学生交换。本校鼓励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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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国际姐妹学校进行海外学习，学生们可透过交换学生，双(联)学位计划、

英语授课、专业实习、国际志工培训等计划赴海外学习，并鼓励学生参加外语

检定考试，协助学生申请奖学金，期许南华学子吸收海外学术新知，深化专业

素养，广化国际视野，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同时厚植学生国际移动能力。 

佛光山系统在全球创建 5所大学、16所佛教学院，21所美术馆、26所图书

馆、出版社、12所书局、50余所中华学校暨中小学、幼儿园，以及 300个道场，

我们结合丰沛文教资源，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学子聚集南华，共同学习与

成长。 

五、办学特色 
➢ 崭新南华 

为展现本校宏观的格局与气势，以及因应国际招生的目标，近年逐步增建硬

件建设及校园景观，近期内已完成九品莲华大道的校园景观建设。 

学校硬设备兴建了学生宿舍、教学大楼、国际会议中心、体育馆、棒球场等

新建建筑之外，更规划星云大师语录碑林、禅思草坪、林间哲学步道、亲水生

态区、植物园以及校园苗圃等景观，打造崭新且具有人文书香氛围的校园。 
➢ 追求卓越 

本校与邻近地区四所公立大学结盟，签定跨校选课合作，提供多元的学习机

会，学生可免费跨校选修一门课程，提升学生学习软实力。2013-2014年首獲台

湾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卓計畫補助新台币 6,000萬元，2015-2016年再度獲得教學

卓越計畫新台币 1 億元，所獲金額為雲林以南大學最高，强化教学研究质量，

提升学生多元能力，全力打造「南华希望工程」，将南华打造成东亚高教希望工

程的典范，促使「公益与公义大学理念」获得彻底实现，南华亦可成为东亚高

等教育办学的新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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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向国际 

为提升南华学子国际视野与增进国际移动的能力，本校致力建设国际化友善

校园环境，注重学生国际移动能力的培养，推动学生前往海外学习，本校为「佛

光山联合大学系统」一员，学生可一校注册五校选课，更有机会修读「2＋2」学

位课程，获得双学位。学生海外学习层面十分多元，学生们可透过赴海外姊妹校

交换学习、2+2双学位、海外移地学习、菁英海外游学团、海外道场实习及国际

志工等计划赴海外进行各类学习。以 2013 年暑假为例，校方甄选出十名优秀学

生，由教授带队前往英国

剑桥大学海外移地学习，

全额奖助机票、食宿等费

用，提升学生国际移动动

机并扩大国际视野。                                                                                                                                                                                                                                                                                                                                                                                                                                                                                                                                                                                                                                                                                                                                                                                                                                                                                                                                                                                                                                                                                                                                                                                                                                                                                                                                                                                                                                                                                                                                                                                                                                                                                                                                                                                                                                                                                                                                                                                                                                                                                                                                                 

六、校园生活 

本校无尽藏图书馆藏

书超过 30 万册，视听资

料超过 2 万件、纸本期

刊超过 3 仟多种，并且

逐年增加，以提供校内师

生教学、研究、学习所需，

包含人文、管理、社会、科技、艺术等領域，包括图书、期刊、视听数据、电

子资料库、舆图、报纸、博硕士論文、本校出版品等丰富的学习资源。更特别

规划创办人星云大师著作展示区及特藏专区，如傅伟勋特藏室、蒋年丰特藏室、

吕炳川民族音乐数据室…等。此外，本校亦收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所赠送

的线装书，许多为清末民初的石印本，是台湾罕见的线装书，除了有经史子集

各类，尚有一些难得一

见的研究资料。另外，

图书馆亦设置独立空间

的 K 书中心，以供学生

自修，并且于期中、期

末考试前开放 24 小时

使用。本校图书馆四楼

于 2016年 5月建置并开

放ｅ学苑，提供高功能

数字科技设备，藉以增

进、培养与活化师生的

信息素养与科技运用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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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展学生多元化的学习

领域，本校透过各项系列活动

的举办，营造出热闹活泼，具

欢欣氛围的校园，让学生专研

课业之余，可参与课外活动纾

解课业压力，并调剂身心、展

现青春的活力。每年举办的大

型全校性活动诸如新生入学

始业辅导活动、成年礼、校庆

系列活动、运动会、歌唱比赛、

系际杯球赛、师生杯球赛、毕

业典礼系列活动等。此外，亦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校内、外的服

务学习，希望学生能藉由服务的过程，累积更多的课外知识与经验。 

为提供学生优良的居住环境，本校宿舍为套房式，分两人、三人及四人套房

三种房型，房间内均提供无线及有线网络、书桌椅、书柜、衣柜、独立式舒适

床铺、卫浴设备、独立阳台…等完善的设备。除此之外，校园内还有便利商店

及滴水书坊提供学生日常所需用品及图书文具用品。 

交通方面，本校提供校车、嘉义县公交车、台西客运等车种，往返校区外围

宿舍、大林镇商圈及高铁站、火车站与客运站等地点，学生凡持本校学生证，

皆可免费搭乘校车。 

七、大陆学生照顾 

 

➢ 机场接送服务 

➢ 境外新生说明会 

➢ 课程学习辅导 

➢ 食医住行生活辅导 

➢ 文化参访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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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院系总览 

学院 系/所 学士 硕士 博士 

管理 

学院 

企业管理学系/管理科学硕士班暨博士班 B M D 

旅游管理学系/旅游管理硕士班 B M  

财务金融学系/财务管理硕士班 B M  

文化创意事业管理学系/硕士班 B M  

国际企业学士学位学程 B   

健康与运动促进学士学位学程 B   

人文 

学院 

文学系/硕士班 B M  

生死学系/硕士班/博士班 B M D 

哲學與生命教育硕士班  M  

宗教学研究所  M  

幼儿教育学系/硕士班 B M  

外国语文学系 B   

社会 

科学院 

传播学系/碩士班 B M  

应用社会学系/应用社会学系社会学硕士班 B M  

应用社会学系教育社会学硕士班  M  

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 B   

  亚太研究硕士班  M  

  公共政策研究硕士班  M  

  欧洲研究硕士班  M  

科技 

学院 

资讯管理学系/硕士班 B M  

资讯工程学系 B   

自然生物科技学系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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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系/所 学士 硕士 博士 

  自然疗愈硕士班  M  

科技学院信息科技进修学士班 B   

永续绿色科技硕士学位学程  M  

艺术 

与 

设计 

学院 

视觉艺术与设计学系/硕士班 B M  

建筑与景观学系/硕士班 B M  

产品与室内设计学系/硕士班 B M  

民族音乐学系/硕士班 B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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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申请信息 

一、申请资格 

1.须为本校大陆地区姐妹校或其它大陆高校之在学学生。 

2.须经由原所属学校推荐，依规定程序提出申请。   

二、申请期限 

秋季班(9月入学)-每年 6月 10日前。 

春季班(2月入学)-每年 12月 20日前。 

将申请材料以 E-mail方式至南华大学国际及两岸交流处 hjyang@nhu.edu.tw 

三、申请须知 

1.在台研修期间研修生须遵守台湾及双方学校的规范与纪律。 

2.学生完成研修课程后，本校将于学期结束颁发研修证明。 

四、申请文件 (以下文件均为电子文件) 

1.大陆短期研修学生申请表电子文件(以计算机打字，打印簽名掃描回传至本处，JPG檔) 

2.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电子文件(需以计算机打字Email回传至本处，WORD檔) 

3.2吋半身白底证件照电子文件(最近三个半月内、正面、半身、脱帽、白色背景，JPG檔) 

4.原所属学校之学生证扫描文件(JPG檔) 

5.大陆地区身分证电子扫描文件(JPG檔) 

6.在学证明正本扫描文件(JPG檔) 

7.在校成绩单扫描文件(JPG檔) 

 

五、修课规定 

1.每学期选课学分限制︰ 

本科生︰选课学分下限为15学分，上限为25学分。 

研究生︰选课学分下限为6学分，上限为12学分。 

2.研修课程以当学期研习系所课程为主，同学院与通识中心课程为辅。 

六、住宿须知  

交换研修生统一安排入住宿舍，住宿期间需遵守本校宿舍规范。 

七、联络信息 

南华大学 国际及两岸交流处 杨惠真 组长 

电    话︰+886-5-2721001 分机 1710  

电子邮件︰hjyang@nhu.edu.tw 

微    信︰XcherryYang  

 

mailto:hjyang@nhu.edu.tw
mailto:hjyang@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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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重要日程表 

 

项目 

2021 秋季班 

下学期(109-1) 

9月入学 

2022 春季班 

上学期(109-2) 

2月入学 

备注 

申请截止时间 6月 10 日 12月 20日  

抵台报到时间 9月初 2月中旬   

开学日期 9月中旬 2月中旬  

学期结束 1月下旬 6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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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收费标准 

项目 
新台幣 

(TWD) 
说明 

缴交 

时间 

经手 

单位 
备注 

A 
学费/ 

学期 

本

科

生 

38,250 
最少修 15 学分，可上修

至 25学分。 报到 

注册

时 

国际

及兩

岸交

流处 

 
研

究

生 

50,400 
最少修 9学分，可上修至

15 学分。 

B 

行政作业

费/学期 
4,000 

入台相关手续及证件办

理费用、行政作业费、接

送机费用、平安保险费、

在台期间国际处办理文

化交流参访等费用。 

报到 

注册

时 

国际

及兩

岸交

流处 

 

实习费/

学期 

1,000~ 

16,000 

实习费含小班教学费用、

教学器材、课程材料费

等，依各科系而订，实际

收费依学校公告为准。 

报到 

注册

时 

国际

及兩

岸交

流处 

·旅游管理学系 1,000元 

·传播学系 2,300元 

·建筑与景观学系、创意产品设计

学系、视觉艺术与设计学系、自

然生物科技学系 6,000元 

·民族音乐学系:若额外选主修需

缴交 16,000元(为一对一教学) 

住宿费/

学期 

11,100

~ 

18,700 

学校住宿费含水费、网络

费，依房型价格不一。 

电费依各人使用情形缴

交电费。 

住宿保证金新台币 2000

元于住宿时暂收，退宿时

退还。 

报到 

注册

时 

学务

处 
 

保险费/

学期 
2,500 

意外险新台币 200万 

意外医疗险新台币 20万。 

学生

自理 

视保

险公

司 

 

健康检查

费/次 

約

1,100 
学生健康检查。 

视检

查医

院 

 

生活费/

学期 

約

25,000 

依学生个人生活开销，以

每月新台幣 5000元计，

算 5个月。 

视使

用场

合 

 

书籍费用

/学期 

约

3,000 

视授课教师课程规定所

需购买教材及课本。 

视课

程而

定 

 

※ B部分:为入台后学生生活所需之费用，由学生自理，以新台币缴交。 

备注：以上费用为初步估计，仅供参考，费用会因学生个人消费需求有所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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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校校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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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大学 大陆地区短期交换研修学生 申请表 

姓名 

(中) 
国籍 

 

请贴上 

2 寸白底正面近照 

(英)须与护照同 
出生地 

 

身分证号  

出生日期 公元        年        月        日 性别 □ 男  □ 女 

联系电话 (H)                            (手机) 

户籍地址 邮编 

通讯地址 邮编 

电子邮箱  

原就读 

学校 
 QQ号码  

原学校 

院系 
                 学院                  系                      年级 

拟申请 

院系 
                 学院                  系   

紧急 

联络人 
 关系  

紧急联络

人电话 

(H) 

(手机) 

一、本人确实了解本申请表各栏及相关申请作业规定，所提供之申请数据均为合法有效文

件，  

    并同意授权贵校查证，如有不实或不符规定之情事，经查证属实即取消短期研修资格，      

    且不予退费。 

二、本人保证于南华大学研修期间，确实遵守有关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 

三、本人保证于短期研修期程结束后，必遵守大陆地区人士入台申请相关规定返回大陆所

属  

    居住地，如有逾期滞留未归等违反规定之情事，本人愿意承担所有责任，绝无异议。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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