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南大學簡介
開南大學校園座落於桃園市

桃園區與蘆竹區交界處，地理位

置優越，連結桃園國際機場、桃

園機場捷運、高鐵、臺鐵系統以

及中山高、北二高等運輸物流通

路，來開南大學唸書，交通最便

利！

本校發展以教學、學術、創

業及就業四者兼顧的方向輔導學

生。在教學方面，採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進，提供學生多元

的發展；在學術方面，鼓勵學生

實作與研究並進，積極因應當前

學術與產業需求發展，成為適性研究人才；在創業和就業方面，各系安排就業媒合、創業服務

及專習專長培訓，在校提前準備，充實應戰。本校 71 個社團 ( 系學會 )，包含自治性、學術性、

服務性、康樂性、學藝性、體能性等六大類，藉由社團生活培養興趣，開拓視野，啟發學生的「人

際資本」，並鼓勵社團突破自我，辦理跨校性或全國性活動，以提升校際間的交流。

國際交流，拓展同學視野！

開南大學與世界多所傑出大學締結姐妹校，目前在美國、英國、德國、奧地利、羅馬尼亞、

荷蘭、匈牙利、中國、日本、南韓、菲律賓、澳洲、紐西蘭 ... 等，於世界各地共有 153 所姊妹校！

108 學年度出訪的交換生人數

日本：37 人

～接軌國際，就在開南～

中國：5 人 南韓：7 人 美國：3 人 匈牙利：1 人 馬來西亞：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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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及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學業獎學金

日間部及進修部同學於該學期，獲得系級排名第一名，

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及獎狀乙紙；其餘符合系排名前百

分之三同學，則可獲得獎學金新台幣伍仟元整，詳情請

閱開南大學獎學金實施辦法。

校外運動競賽績優獎學金

凡在校生參加國際性、全國、全民運動會之教育部獲全

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核定之運動競賽成績優異者，可獲

得參仟元至參萬伍仟元獎學金，詳情請閱開南大學校外

運動競賽績優獎學金實施辦法。

非運動競賽績優獎學金
凡在校生參加國際性、全國性、區域性各項非運動競賽

成績優異者，可獲得參仟元至貳萬元獎學金，詳情請閱

開南大學校外非運動競賽績優獎學金實施辦法。

優秀青年獎學金

每年就學術成就、體育競技、人文藝術、科技發明、公

益服務、及社團成就等類分，選出六名開南優秀青年，

可獲得獎學金壹萬元，詳情請閱開南大學優秀青年選拔

暨獎學金辦法。

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 減免 60% 至 100％學雜費用。

身心障礙學生及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減免 40％至 100％學雜費用。

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孫子女

減免 60％學雜費用。

原住民學生 減免固定數額之學雜費用。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 全學年減免 12,000 元至 35,000 元。

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每學期補助 5,000 元。

【詳情請參照學務處網頁公告資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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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開南大學鄰近桃園國際機場，是桃園發展航空城的重要學區，交通十分便利

自行開車：
由南桃園交流道下交流道，並靠右行駛進入大興西路往桃園方向，接著請在大興西路與永

安路交叉路口左轉，最後在永安路與新興街交叉路口左轉進入新興街，在直行即可抵達開南大

學。

由內壢交流道下交流道，進入中壢休息站之後，請依指示駛向龍林街便道出口並向右轉行

駛出休息站，沿龍林街直駛至紅綠燈路口，右轉進入高速公路涵洞，出涵洞後立即左轉龍安街

二段 155 巷，行駛至交叉路口後直駛新興街，後續直行至開南路左轉即可抵達開南大學。

公車：
一、開南大學往返桃園車站

開南大學往返桃園車站學期間可搭乘 5086 班車入校（詳見開南交通資訊）

刷桃樂卡搭乘班車學生打 75 折買一送一 ( 每趟平均 7 元 )

二、免費公車

1. 桃園市 ( 紅線、藍線 ) 免費公車路線（皆進入開南大學校園）

2. 蘆竹區 ( 紫線 ) 免費公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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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台北地區大眾運輸

( 一 ) 搭乘 0968 亞通、葛瑪蘭聯運  圓山至本校校園

（詳見開南交通資訊）http://general.knu.edu.tw/file/index/Tinfo.htm

( 二 )9005 桃園 - 台北 101( 經北市東南區及內湖 ) 路線 ( 桃客、三重客運聯運 )：

（詳見開南交通資訊）http://general.knu.edu.tw/file/index/Tinfo.htm

( 三 )9009 桃園 - 台北 101( 經新店、景美 ) 路線 ( 中壢、指南客運聯運 )

https://www.taiwanbus.tw/information.aspx?Line=509&Lang=：

( 四 )9023 桃園 - 中山高 - 捷運劍潭站路線 ( 桃客、台北客運聯運）：

https://www.taiwanbus.tw/information.aspx?Line=8224&Lang=

以上班車可於桃園下車，轉搭桃園客運 5086 至本校

其他交通：
一、搭乘高鐵

於「桃園青埔」站下轉乘「高鐵免費快捷專車」及 206 班車（約 20 分鐘一班）於「開南大

學、八角店」下車， 循指標約 5 分鐘；或延繞至開大校園（每日往返 6 班次）。

二、搭乘桃捷

於「桃園青埔」站下，至高鐵站搭乘 206 班車於「開南大學、八角店」下車， 循指標約 5 分鐘；

或延繞至開大校園班車。

三、搭乘台鐵

於桃園火車站下車，轉搭桃園客運 5086 至本校。

四、YouBike 微笑單車

由桃園市政府規劃建置的桃園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 YouBike 正式在開南大學示範站啟用，

配置 56 台公共自行車，供師生與民眾騎乘使用，還可享受異地歸還的便利性。 本校有來自國外

超過 20 國的外籍學生，平時除了乘坐開南專車進入市區外，如今又多了 Youbike 交通管道，可

以騎到藝文特區的桃園展演中心站，或是鄰近大竹光明河濱公園站，讓學生的校外生活，更增

加不同樂趣。 租用 YouBike 需持電子票證（悠遊卡、一卡通）於官網或各站的 KIOSK 自動服務

機註冊會員，即可靠卡感應租車。

【以上資訊若有異動，請以總務處網頁「交通資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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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環境 ( 宿舍 + 餐廳 )
一、硬體設施介紹：

本校目前計有學生第一、第二宿舍，男女生綜合宿舍，第一宿舍設有公共衛浴及廁所，第

二宿舍房間內均有獨立衛浴。另各宿舍房間內均有分離式冷氣、ADSL 網路，以及電話，各樓層

也都設有洗衣間及交誼廳，學校也規劃完善、寬廣的學生餐廳，供應中西式餐點，此外中庭另

有闢建綠地，以提供優質的住宿生活。

二、宿舍管理：
宿舍內聘有專任輔導老師，為住宿生提供 24 小時服務；另成立宿舍自治幹部，每日協助輔

導老師實施各項宿舍管理工作。各樓層重要角落均裝置監視系統，宿舍大門採門禁卡辨識方式

進出，晚上十二點後實施門禁。如有特殊需求，學生仍可依規定完成外宿申請。同學若有異常

住宿情形，亦會與家長密切聯繫。

三、宿舍休閒活動：
學生住宿期間將由宿舍幹部舉辦各項活動，如 : 迎新活動、宿舍生活週、宿舍徵文比賽、宿

舍整潔及美化環境比賽、球類比賽、及歲末聯歡晚會，豐富住宿學生之夜間休閒生活。學務處

將定期邀請國內知名表演團體及校內知名社團，於顏文隆國際會議廳舉辦各項藝文活動與電影

欣賞，藉由多元的休閒活動，使學生享受更精彩的住宿生活。

四、宿舍休閒活動：

類別 規格 收費

第一宿舍 雅房 27,000 元／學年

第二宿舍 套房 33,000 元／學年

費用收費標準：請依開南大學宿舍費收費暨退費標準辦理，詳情請洽開南大學法規查詢

本校行政大樓地下室餐廳設置約 800 座位，提供佈置典雅、氣氛溫馨用餐環境。餐廳區提

供各式餐點：中、西式早點、自助餐、鍋貼、水餃、肉燥飯、滷味小吃、簡餐、台式炒飯、炒麵、

湯麵、茶飲料吧、台灣小吃、等多元餐點可供選擇。行政大樓地下室並設置『OK 便利商店』、

快速理髮提供學生更便利的生活機能。

第二學生宿舍地下室餐廳包含約 400 座位，提供早餐、簡餐、各式飯麵、麵食水餃、茶飲

料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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