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學年度
赴國外校級協議學校交換

校內申請甄選說明
2020.09.14 - 2020.11.11

The World Is Waiting
Just Explor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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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申請資訊1
本校校級交換學生申請與甄選事宜係依「東吳大學校級交換學生計畫
實施辦法」備註1辦理。本次公告甄選交換研習期間為110學年度(110年8月
1日至111年7月31日)，可推薦學生前往協議學校進行一學期交換或一學
年之研習。開放交換研習學校請參照「東吳大學110學年度交換研習開
放學校申請一覽表」備註2。

申請時程 109年9月14日(一)起至11月11日(三)12:00止

申請資格
1 交換研習年級
學生提出申請及前往交換研習期間應具有本校正式學籍。提出申
請當學期不得為休學狀態(註：大學部學生交換研習時期可為延修
第一年)，並符合其他擬申請協議學校之規定。

2 外語檢定
請參照「東吳大學110學年度交換研習開放學校申請一覽表」
之「外語檢定資格」。
應提供於110年1月31日前仍為2年內有效之外語檢定成績單，
或110年1月31日前仍為3年內有效之日語檢定成績單備註3。

3 不列入審查條件
大學部學生累計班排名未達85%以內；碩博士班於入學後成績
總平均未達80分；
操行成績未達80分；
有校規懲處紀錄者。

4 其他
從未赴國外協議學校交換延修之申請者優先錄取。
審查評分標準請參考國際處網站「赴外/陸交換」專區。

備註1  請參照國際處網站「法規表單」→「國際交流相關」→「東吳大學校級交換學生計畫實施辦法」。網址：http://icae.scu.edu.tw/zh-hant/node/71
備註2  「東吳大學110學年度交換研習開放學校申請一覽表」請於109年9月14日起至國際處網站「赴外/赴陸交換」→「赴國外交換」專區逕行下載。惟請注意，一覽表之開放學校及申請資格等，隨時皆有變動可能性，請

務必留意最新公告及更新資訊。
備註3  受新冠肺炎(COVID-19)影響，本次外語檢定除所提正式規定成績可申請外，亦接受大學階段任一時間且符合所申請學校資格之語檢成績，惟換算語言檢定成績時，將酌予扣分。另，如獲推薦情況下，對方學校要求

提出規定年限之語言檢定，仍須於對方學校申請期限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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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申請方式2申請者應於申請時程內完成線上表單，並依照表單所須提交文件完成
上傳作業。

         申請表單網址：
         http://icae-exchange.scu.edu.tw/files/87-1025-365.php

線上申請

文件上傳

以中、外(英或日)文撰打之自傳、讀書計畫及交換動機文件，各約
在2,000字以內備註5。
中文在學證明。
中文及英文歷年成績單備註6。
(中文歷年成績單須註記截至108-2歷年學業總平均及108-2累計班排名百分比；若
申請學校要求GPA者，英文歷年成績單須註記4分制GPA。)
外語檢定成績單
(於 110 年 1 月 31 日前仍為 2 年內有效之外語檢定成績單，或110 年 1 月 31 日前
仍為 3 年內有效之日語檢定成績單。)
其他有利審查備審文件
(推薦信、檢定或證照文件、競賽獎狀、課外活動或實習證明及幹部經歷證明。)

有意申請之學生可選擇至多6所學校，但需註明志願先後，並上傳下列文
件後完成線上申請步驟備註4：

紙本繳交
完成線上申請後，須列印出來線上表單並送交所屬學系、院簽核後，於
109年11月11日(三)12:00前，送達國際事務中心(外雙溪教校區寵惠堂
A313室或城中校區2110室)，逾期不予受理備註7。

備註4  學生可依各協議學校開放交換期間選擇申請第一學期或第二學期。推薦交換資格經由國際交流委員會審定，並以推薦學生一學期交換為原則並保留修改交換研習期間之權利。
備註5  除「自傳」無格式限制外，中、外文「讀書計畫」及「交換動機」撰打，請務必以規定格式及字數完成。格式表單下載：http://icae.scu.edu.tw/zh-hant/outbound-exchange/itnl/apply
備註6  因中文歷年成績單須以截至108學年度第2學期為基準，經確認後，該文件須於109年10月1日後方可申請，請同學務必注意。如因個人疏忽提交不符合規定之成績單，將視同無效文件。
備註7  自本學年起，赴國外校級交換申請無須提交備審文件紙本(上述文件上傳所有資料) ，僅提交由學系、院簽核完畢之「線上申請表」紙本；惟請注意，如推薦信為彌封，仍須連同紙本申請表一併繳交。另，學系、院於

簽核時，若需審閱備審文件，請申請學生依其規定辦理，但紙本文件送本中心時，仍僅以簽核完畢之「線上申請表」紙本及「彌封推薦信」為主。



學生赴國外協議學校

研習注意事項

有關各大學簡介、英語或其他外語授課課程及該校其他規定等，請申
請學生參考「東吳大學110學年度交換研習開放學校申請一覽表」及各協
議學校網頁。學生獲本校推薦後，協議學校就本校推薦學生名單、其授
課課程及其他規定，仍保留隨時調整之權利，請密切注意各協議學校相
關網頁。

學分抵免原則：

注意一

注意二

學生應於協議學校開學後之兩週內，應將當地聯絡方式、選修科目之
中、外文名稱、授課大綱及學分數以電子郵件通知學系與完成國際處國
際事務中心「赴外交換選課與連絡方式回報」線上表單，俾轉知教務處
及學生所屬學系備案，日後作為查核或抵免學分之依據。學生應確認所
屬學系與國際事務中心收到上述之通知；未如期完成上述通知者，應自
負全責。

注意三

學生於交換期間修讀之科目學分，得依「東吳大學辦理學生抵免
學分作業要點」之規定申請抵免。其抵免方式及學分數，悉依本
校相關規定辦理。(註：在協議學校修讀之科目學分不保證可全數
抵免。) 

學生交換結束，至遲應於開學一週內完成抵免程序。學士班交換
生擬於交換結束辦理抵免之後立即畢業，但未依上述期限完成抵
免程序，則須註冊延長修業一學期，其修課、繳費依「東吳大學
學則」之規定辦理。

若因參加交換計劃而衍生學分抵免等問題，導致發生未能如期畢
業之情事，學生應自負全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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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四

學生非因不可抗力之重大事故，不得中斷在協議學校之交換研習，如
有違反，日後在校期間(含後續就讀碩、博士班之在學期間)不得申請相
關之交換計畫。

注意五

本校學生以交換學生身份赴各該協議學校研習出發前，除因與交換協議
之境外大學校院另有約定者外，依當學年度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繳費。
出境研習期間免繳交該協議學校之學費，但應自行負擔有關簽證、保險
、生活、書籍、旅行及其他支用。

注意六

本次交換學生相關之獎補助，請另見國際處網站：
「法規表單」→「校內獎補助」及「校外獎補助」查閱相關辦法。



PART 申請表單3



線上申請步驟
赴國外校級交換甄選

STEP 1 STEP 2 STEP 3

簡單3步驟  完成你/妳的交換夢

● 先行閱讀國際處網站「赴
國外交換」專區訊息，掌握
最新資訊。

登入「東吳大學110學年度
赴國外校級交換甄選申請
表單」網站開始填鍵。

●

● 準備各項備審資料並撰打
自傳、讀書計畫及交換動
機文件。

填鍵個人資料、確認志願
學校和其預計抵免課程，
並完成備審資料上傳。

●

資料
蒐集

表單
填鍵

紙本
繳交

● 確認線上表單內容無誤送
出，並列印「線上申請表」
後送所屬學系、院簽核。

簽核完畢之紙本申請表及
彌封推薦信，送交至兩校
區國際事務中心。

●



表單填寫
注意事項

東吳大學110學年度
赴國外校級交換甄選線上申請表單

重要小貼士

NO.1
線上申請表單開放日期自109年9月14日(一)起至109年11月11日(三)12:00止。
NO.2
表單送出後不得更改，請填鍵真實個人資料，尤其務必核對「英文姓名」、「出生年
月日」、「手機電話」及「Email」是否有誤。
NO.3
完成線上表單送出後，請記得印列正確格式之「紙本申請表」，如無法列印者，請
與赴外交換承辦人聯繫。



重要變革
NO.1
自本學年度起，赴國外校級交換甄選申請，無須額外填寫紙本「協議學校研習申請表」之抵免學分資訊，僅
在線上一併完成填寫即可。
NO.2
填寫方式請務必依照「國外學校科目名稱+學分數→申請抵免本校之科目名稱+學分數」方式填寫。
範例： Marketing Strategy-5ECTs→行銷學-3學分
如經查閱欲交換學校網站未能取得課程參考資訊，請也務必填寫「經查詢該校網站未能取得課程及學分
資訊，故暫不填寫」，但仍須與所屬學系確認學分抵免方向及注意事項。



文件上傳及表單送出

No.1

No.2

No.3

                    僅接受PDF檔上傳，請勿以JPG檔、WORD檔或其他格式檔案上傳。經查如不符合格式
文件，將視同無效，並不予補件。

自傳、讀書計畫及交換動機等文件，請務必於轉檔前、後留意排版是否有誤差或得以順利開啟，
以避免委員文件審查時困擾。

確認「個資聲明」、「告知聲明」及「文件檢核」後，按下                                                      進入列印步驟。



列印正確申請表

1

2

3

STEP 1 2 3 

按下申請按鍵後，進入系統建檔記錄表單，
請再次核對無誤後，按下      所示的「確認資
料」。

1
進入下一畫面後，勿點選「返回」，請直接
按下        所示「列印」，進入正確列印畫面。2

正確的紙本線上申請表列印出來後，一定會有
如       所示的「填寫順序:(編號)」。如所印出來
的紙本未有該資訊，就不是符合規定的文件。

於該頁面按滑鼠右鍵，即可選擇         所示的「列

印」。

4

3

4



赴外交換受新冠肺炎(COVID-19)
影響之注意事項

新冠肺炎(COVID-19)自2020年疫情爆發後，學生赴外研習除學生自身赴外意願外，赴外所屬國家之簽證及入境政策，亦使赴外交換有其
不確定性。如學生欲申請110學年度赴外交換，請務必審慎評估以下基本事項，以避免後續交換申請作業上之困擾。

能接受在疫情狀況尚未完全解除情形下赴外交換?

能額外花心思確實了解在疫情狀況下，赴外交換國家之入境及防疫政策?

能接受赴外交換學校因疫情關係而中止交換或延後交換之情形?

現階段教育部針對各大專校院學生赴外研習未有禁止之情況，惟學校端須提供學生相關評估資訊及要求學生審慎評估赴外之必要性。過往在說明會
已告知赴外交換需徵求家人之同意，在疫情狀態尚未完全解除情況下，更應與家人共同評估及確認是否如個人期待申請赴外交換。

在疫情發展未能完全解除前，各國仍有針對境外人士於簽證及入境上之限制。目前本校校籍協議學校針對2021-2022的交換仍屬開放，但其簽證辦
理及入境政策仍須以各國當下之最新評估狀態為主，故欲申請交換學生要隨時更新訊息，以避免個人學涯規劃受影響。

依照108-2至109-1辦理本校學生赴外經驗，各協議學校會依照當下疫情及政府管制之情形，於學生赴外交換前停止接受交換生。雖本校仍會盡力
協助學生與對方學校確認後續事宜，但如無法接受中止交換之同學，應審慎評估是否申請。



東吳大學110學年度赴國外校級交換甄選申請說明會

The World Is Waiting Just Explore It
場次三│外雙溪校區
時間│109年9月30日12:00-13:00
地點│綜合大樓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

場次一│外雙溪校區
時間│109年9月25日12:00-13:00
地點│第一教學研究大樓─普仁堂

場次二│城中校區
時間│109年9月29日12:00-13:00
地點│第五大樓5211會議室

各場次報名請掃QR CODE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網站│http://icae.scu.edu.tw/
承辦人│國際事務中心李景根組員
E-mail│rheinli@scu.edu.tw
TEL│02-2881-9471分機5369

The World Is Waiting
Just Explore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