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學年上下學期交換生徵選簡章 

 

 申請條件: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或臺灣獎學金受獎生。 

二、出國就讀時為大二(含)以上學生，但不含應屆畢業生及延修生。 

三、學業、操行成績優良(學業總成績達全班前 40%，操行總平均為 80 分以上)。 

四、依交換學校所要求之各項資格。 

 報名所需資料 

一、報名表。 

二、短期學習計畫書（中文）。 

三、家長同意書。 

四、歷年成績單（中文）。 

五、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語言測驗成績、優良事蹟、社團經驗等）。 

六、教師推薦函一份。 

七、國際交換學生交換學習切結書。 

 徵選方式 

一、國際事務處公布交換學生甄選公告，國際合作組受理學生的報名申請。 

二、依據本辦法及甄選公告進行學生報名申請資料審核，程序如下。    

(一)學業成績審核。 

 

(二)操行成績審核。 

 

(三)短期學習計畫審核。 

 

(四)其它有利審查之資料審核。 

 

 



 交換學校規定 

一、 德國，共 2 所 

交流學校 名額 交換時間 語言能力 研修費用 備註 

因戈爾斯塔特大學 

Fachhochschule 

Ingolstadt 

2 October-Febru

ary 

 1. 學生需自行負擔教材費、住

宿費、食費、旅費、交通費、

簽證費、保險費等所有費用。 

 

2 March-July 

柏林科技大學 

Beuth Hochschule 

Fur Technik Berli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2 October-Febru

ary   

1. 建議 B1 

2. 提供免費德文語

言課程(共 52 小

時，3ECTS)。 

1. 住宿費:約€250–400/月。 

2. 生活費用:€570-930/月。 

3. 需支付每學期約€310 的

Semester Contribution。 

4. 學生需自行負擔教材費、住

宿費、食費、旅費、交通費、

簽證費、保險費等所有費用。 

Fact sheet 

2 April - July 

 

二、 日本，共 4 所 

交流學校 名額 交換時間 語言能力 研修費用 備註 

明治大學 

Meiji University 

1 September-Fe

bruary 

1. 提供免費日文

語言課程。 

1. 住宿費:約 ¥48000- 63000/月。 

2. 生活費:約¥125,000/月 

3. 必要支出: ¥18,000(學生保險

和國家保險)。 

4. 學生需自行負擔教材費、住宿

費、食費、旅費、交通費、簽

證費、保險費等所有費用。 

Fact sheet 

 April-July 

愛媛大學 

Ehime University 

2 September-Fe

bruary  

1. 提供免費日文

語言課程。 

1. 住宿費:約¥13000-18000/月 

2. 學生需自行負擔教材費、住宿

費、食費、旅費、交通費、簽

證費、保險費等所有費用。 

 

2 April-August 

靜岡大學 

Shizuoka University 

2 September-Jan

uary  

1. 提供免費日文

語言課程(每週

2 小時)。 

1. 學生需自行負擔教材費、住宿

費、食費、旅費、交通費、簽

證費、保險費等所有費用。 

 

2 April -August 

長崎大學 

Nagasaki University 

2 September-Ma

rch 

1. 根據系所有不

同語言能力條

件(請參考 In 

formation sheet 

P10.P11) 

1. 住宿費:請參考 Information 

sheet P10、P11 

2. 3.學生需自行負擔教材費、住

宿費、食費、旅費、交通費、

簽證費、保險費等所有費用 

Informatio

n sheet 

2 April - 

September  

 

http://cc.kuas.edu.tw/cgi-bin/downfile/B/4120503833_tmp1A.pdf/Fact_Sheet_Beuth_NEU_2017.pdf?HTTP_COOKIE=%20key%3D%24841A186C.a0995870@kuas.edu.tw%3Aa0995870%3Acc.kuas.edu.tw%3Atw&fake=Fact_Sheet_Beuth_NEU_2017.pdf
http://www.meiji.ac.jp/cip/english/prospective/co7mm90000000461-att/co7mm900000004fa.pdf
http://www.liaison.nagasaki-u.ac.jp/download/172/koukan_youkou.pdf
http://www.liaison.nagasaki-u.ac.jp/download/172/koukan_youkou.pdf


三、 越南，共 5 所 

交流學校 名額 交換時間 語言能力 研修費用 備註 

芹苴大學 

Can Tho University 

2 September-Jan

uary 

 1. 學生需自行負擔教材

費、住宿費、食費、旅

費、交通費、簽證費、

保險費等所有費用 

是越南湄公河三

角洲最大的國立

大學，也是評比

最佳的越南大學

之一學生人數近

6 萬人。  

2 March-July 

胡志明技術師範大

學 

Hochiminh City 

University of 

Technical Education 

2 September-Jan

uary 

 1. 學生需自行負擔教材

費、住宿費、食費、旅

費、交通費、簽證費、

保險費等所有費用 

是越南教育和培

養全國技術教師

的第一所大學。 2 March-July 

峴港百科大學 

University of Da 

Nang 

2 September-Jan

uary 

 1. 學生需自行負擔教材

費、住宿費、食費、旅

費、交通費、簽證費、

保險費等所有費用 

峴港百科大學位

於越南熱門旅遊

城市峴港市中

心，是越南中部

著名的高等學

府。 

 

2 March-July 

順化師範大學 

The Hue University 

of Danang-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 September-Jan

uary 

 1. 學生需自行負擔教材

費、住宿費、食費、旅

費、交通費、簽證費、

保險費等所有費用 

在越南中部地

區，此大學第二

大間的大學，順

化大學為越南最

重要的教育中心

之一。 

2 March-July 

蓮花大學 

Hoa Sen University 

5 September-Jan

uary 

1. IELTS 5.5 或同等

英文能力證明。 

1. 住宿費:251-350 美元(市

郊)/351-500 美元(城市)。 

2. 需繳交交換學校學費(根

據學生選課課堂數，

200-300 USD / course.)。 

3. 學生需自行負擔教材

費、住宿費、食費、旅費、

交通費、簽證費、保險費

等所有費用。 

 

5 March-July 

 

 

 



四、 法國，共 1 所 

交流學校 名額 交換時間 語言能力 研修費用 備註 

法國巴黎馬恩河谷

大學 

University Paris-Est 

Marne-la-Vallee 

2 September-Jan

uary  

1. B1 

(有些系所需要

B2)。 

2. 提供免費法文

語言課程(每周

3 小時，

3ECTS)。 

1. 住宿費:約 300 € - 406 €；保

證金 233€。 

2. 學生需自行負擔教材費、住宿

費、食費、旅費、交通費、簽

證費、保險費等所有費用。 

Informatio

n sheet 

2 January-June 

 

五、 美國，共 1 所 

交流學校 名額 交換時間 語言能力 研修費用 備註 

美國密蘇里大學堪

薩斯分校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 

5   1. 需繳交交換學校學費，請參

考備註-UMKC 學費。 

2. 學生需自行負擔教材費、住

宿費、食費、旅費、交通費、

簽證費、保險費等所有費用。 

UMKC 學

費 

5  

 

六、 中國，共 1 所 

交流學校 名額 交換時間 語言能力 研修費用 備註 

湖南科技大學 5  無 1. 學生需自行負擔教材費、住

宿費、食費、旅費、交通費、

簽證費、保險費等所有費用。 

 

5  

 

 注意事項 

一、 通過校內初選之後，僅代表獲得校內薦送資格，同學需待姐妹校核發的入學

許可後，才是正式錄取為交換生。 

二、 出國前應先在本校完成註冊手續，並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學分費; 涉及學

生宿舍、役男出境申請請洽辦本校學生宿舍、學務處生輔組。 

三、 交換期間不需進行本校任何選課動作(關於選課及學分承認相關問題請與所

屬系所進行確認)，於交換期間請務必遵守對方學校選課規定。 

四、 交換學生於交換學校完成註冊手續後，即視同為該校學生，應遵守該校一切

規定，不得做出有損兩校校譽行為。 

五、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實際狀況依交換學校為主。 

http://cc.kuas.edu.tw/cgi-bin/downfile/B/785909114_tmp1A.pdf/UPEM_Information_Sheet.pdf?HTTP_COOKIE=%20key%3D%24841A186C.a0995870@kuas.edu.tw%3Aa0995870%3Acc.kuas.edu.tw%3Atw&fake=UPEM_Information_Sheet.pdf
http://cc.kuas.edu.tw/cgi-bin/downfile/B/785909114_tmp1A.pdf/UPEM_Information_Sheet.pdf?HTTP_COOKIE=%20key%3D%24841A186C.a0995870@kuas.edu.tw%3Aa0995870%3Acc.kuas.edu.tw%3Atw&fake=UPEM_Information_Sheet.pdf
file:///C:/Users/user/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UMKC-%20summary%20of%20our%20intensive%20English%20program%20(2).doc
file:///C:/Users/user/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UMKC-%20summary%20of%20our%20intensive%20English%20program%20(2).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