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
東吳大學新生第一哩

2020年9月8、9日

東吳國際GO ‧

世界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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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協議簽署現況

本校與35國計333所高等學府，如：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德國

明斯特大學、大陸清華大學及復旦大學等訂定學術交流協議、學生交流協
議或簽訂雙聯學制。（註：詳細協議列表請至國際處網站「境外交流」專區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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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截至2020年7月30日止之協議簽署狀況



109學年度
東吳大學新生第一哩

2020年9月8、9日

東吳國際GO ‧ 世界做朋友！

講者：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
國際事務中心 李景根組員
兩岸事務中心 余孟儒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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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東吳大學新生第一哩

東吳國際GO ‧ 世界做朋友！

大綱

01 國際處國際交流現況

02 交換生了沒～國際 /大陸
申請交換時程說明及注意事項
境外研修獎補助
交換學生經驗分享

03 機會來了~
短期營隊 / 海外研修專題

國際與兩岸事務志工

志工及營隊經驗分享

04 特別加碼～異國零食鮮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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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赴國際 /大陸交換研習

何謂「交換學生」?
經本校選派為有合作關係之境外大學院校交換學生者。

經所屬學系推薦並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大學院校（含研究所）研究或
修讀科目學分者（至少1學分）。
上述皆依「東吳大學學生出境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辦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辦理。

一對一交換研習
赴大陸 / 國際

雙聯學制
赴國際

其他研修類型
赴國際

學
生
赴
外
管
道 5

學生赴國際／大陸交換研習

一對一交換研習 雙聯學制 其他研修類型

校級→由國際與兩岸學術
交流事務處(簡稱「國際處」)
統一辦理公告、甄選，對象
為全校學生。

院、系級→由各學院、系
自行辦理公告、甄選。

本校以國際學術合作方式與境外
大學合作授予各級學位或雙學位、建
立認可雙邊課程機制、共同或分別頒
授學位。「東吳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
聯學制實施辦法」第二條及第五條之規定

由各學院、系自行辦理公告、甄
選。

團體研修→由日文系、
德文系辦理公告、甄選。

自費研修→校級協議校
由國際處辦理公告、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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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赴國際交換機會

聰明小提點
赴校級國際交換申請僅於
每學年第一學期辦理。
赴校級國際交換流程：

1 2 3

9月-10月

甄選收件

11月

資料彙整
與審查

12月

推薦名單
公告

交換申請，可填選6個志願。

學生提出申請時，請務必
繳交符合規定期限之語言
檢定證明。

備註：學生提出校內申請與赴外交換之學期，皆須為「在學學生」身分 7

校級赴大陸交換機會

聰明小提點
赴校級大陸交換申請僅於
每學年第二學期辦理。

赴校級大陸交換流程：

1 2 3

3月

甄選收件

4月

資料彙整
與審查

5月

推薦名單
公告

交換申請，可填選6個志願。

少數大陸學校申請截止時間
較早，其校內甄選日程另訂
之。備註：學生提出校內申請與赴外交換之學期，皆須為「在學學生」身分 8



如何成為交換學生
通往交換的兩道重要關卡及四大要點

第
一
關
卡

第
二
關
卡

通過校內甄選

通過交換
學校審查

9

填寫交換申請線上表單

繳交簽署後之申請表紙本

如獲校內審查推薦資格
繳交保證金5,000元與確認書

其他相關規定請詳閱本校
「東吳大學校級交換學生計畫實施辦法」

交換申請應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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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國際/大陸交換甄選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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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赴大陸之大學部學生 

(未達班排名 85%、操行成績未達 80 分，或有校規懲處紀錄者，不列入審查) 

評分項目 說明 

歷年在校成績：50% 

1. 累計班排名為前 85% 

2. 學業成績計算方式：歷年平均成績 x45%+(1-累計班排名百分

比)x100x55% 

自傳、交換動機與讀書計畫：40% 交換動機與讀書計畫一校一份，請針對各校具體描述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10% 

1. 推薦函(至多兩封) 

2. 檢定/證照(發證時間 5 年內，包含非前述「語言檢定」語種之語言檢定) 

3. 競賽獎狀、課外活動/實習證明(近 3 年，附官方證明) 

4. 幹部經歷證明(近 3 年，附官方證明) 

備註： 

1. 每位同學至多可申請 6 個志願，每個志願以 1 校 1 學期為單位。 

2. 從未赴大陸/國際協議學校交換研修之申請者優先錄取。 

3. 總成績相同時，以在校成績高者優先安排志願序，再者以交換動機與讀書計畫、自傳、其他有利審查文件之

分數順序安排。 

赴國際/大陸交換甄選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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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赴國際之大學部學生 
(未達班排名 85%、操行成績未達 80 分、外語檢定非規定時間內有效成績，或有校規懲處紀錄者，不列入審查) 

評分項目 說明 

歷年在校成績：40% 
1. 累計班排名為前 85% 

2. 學業成績計算方式：歷年平均成績 x45%+(1-累計班排名百比)x100x55% 

自傳、 

交換動機與讀書計畫：30% 
交換動機與讀書計畫一校一份，請針對各校具體描述 

語言檢定：20% 

應檢附之語言檢定種類與門檻，請依當學年度公告之「交換研習學校一覽

表」為準。若須檢附英語檢定者，成績須為 2 年內有效；若須檢附日文檢定

者，成績須為 3 年內有效。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10% 

1. 推薦函(至多兩封) 

2. 檢定/證照(發證時間 5 年內，包含非前述「語言檢定」語種之語言檢定) 

3. 競賽獎狀、課外活動/實習證明(近 3 年，附官方證明) 

4. 幹部經歷證明(近 3 年，附官方證明) 

備註：(1) 每位同學至多可申請 6 個志願，每個志願以 1 校 1 學期為單位。(2) 從未赴大陸/國際協議學校交換研

修之申請者優先錄取。(3)總成績相同時，以在校成績高者優先安排志願序，再者以交換動機與讀書計畫、自傳、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之分數順序安排。 



申請交換資訊

Meant to project an 
image of professional 
and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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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處網站

全校首頁
最新消息

交換期間每學期預估費用

學生獲推薦資格後，須繳交5,000
元整保證金（履行交換學生各項義
務後於返台後申請退還。）

交換學生皆須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
團體研修及雙聯學制之學雜費及相
關資訊請另洽主辦之學院、系。

其它如他校住宿、教科書、保險、
交通、生活費及旅遊等相關費用，
一學期基本花費約為新台幣20-30
萬元（視國別及地區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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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獎補助

相關法規查閱請至

國際處網站

法規表單

15

教育部學海系列─選送學生出國研修獎助 承辦人：國際事務中心李景根組員

本校執行教育部補助之「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
補助要點」，學生可申請「學海飛颺計畫」與「學海惜珠計畫」。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短期交換留學生獎學金 承辦人：國際事務中心李景根組員

得獎者獎助準備金每月日幣8萬元(至多可領取六個月)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 承辦人：國際事務中心陳語婕助理

請詳閱「東吳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學生赴國外研習補助要點」

相關獎補助

相關法規查閱請至

國際處網站

法規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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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氏基金會「東吳優秀國際人才」培育計畫 承辦人：國際事務中心李景根組員

東吳大學學生赴陸港澳地區研習及學術交流補助 承辦人：兩岸事務中心林佳蓉組員

請詳閱「東吳大學戴氏基金會『東吳優秀國際人才』培育計畫獎助學金設置要點」。

請詳閱「東吳大學學生赴陸港澳地區研習及學術交流補助要點」。

請詳閱「陸生赴外研習及學術交流補助執行重點」。

東吳大學陸生赴外研習及學術交流補助 承辦人：兩岸事務中心陳玉美專員
兩岸事務中心吳羽柔組員



赴大陸交換經驗分享-
北京外國語大學
分享人：

德國文化學系延 黃亮瑀(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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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交換經驗分享-
北京外國語大學
分享人：

經濟學系畢 張鉯茹(9/9)

18



赴國際交換經驗分享-
法國IESEG管理學院
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韋大學
分享人：

經濟系 盧芷婕

19

20

中場休息時間─
異國零食鮮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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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營隊
資訊

國際處每年皆辦
理多項赴國際之
短期營隊或研習
課程，歡迎有興
趣之同學，留意
本處網站
「最新消息」。

承辦人：李景根組員

校內分機 5369 21

107 學年度赴國外交流之短期營隊及研習課程一覽表 

性質 單位 活動名稱 

1 營隊 日本西南學院大學 
Four-Week Intensive  

Japanese Language Program 2018 

2 營隊 德國科隆商學院 Cologne Business School Summer Program 

3 營隊 日本東北大學-2 梯次 Tohoku University Japanese Program (TUJP)  

4 營隊 匈牙利考文紐斯大學 Corvinus Summer School 2018 

5 營隊 法國雷恩商學院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Summer 

Programme 2018 

6 營隊 韓國仁荷大學 INHA SUMMER SCHOOL 

7 營隊 
德國柏林經濟與法律應

用大學 
HWR Berlin Summer School  

8 營隊 德國蒂賓根大學 Tübingen-Berlin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9 營隊 韓國建國大學-2 梯次 Konkuk University SUMMER Program 

10 營隊 韓國崇實大學 Soongsil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11 營隊 韓國漢陽大學-2 梯次 Hanyang University ERICA Summer School 

12 營隊 韓國中央大學-2 梯次 CAU 2018 International Summer Program 

13 營隊 波蘭華沙經濟大學 Summer University Warsaw 2018 

14 營隊 UMAP(亞太大學交流會) 2018 UMAP Discovery Camp in Thailand  

108

大陸營隊
資訊

國際處每年皆辦
理多項赴大陸之
短期營隊或研習
課程，歡迎有興
趣之同學，留意
本處網站
「最新消息」。

承辦人：林佳蓉組員

校內分機 5375 22

107 學年度赴大陸交流之短期營隊及研習課程一覽表 

性質 單位 活動名稱 

1 營隊 煙台大學 首屆海峽兩岸大學生「齊魯文化」研習夏令營活動 

2 營隊 復旦大學 2018 年暑假江南行夏令營活動 

3 營隊 吉林大學 吉林大學─第十七屆臺灣學生「北國風情」冬令營 

4 營隊 東北師範大學 2018 海峽兩岸大學生「未來教育者研習營」 

5 營隊 哈爾濱工業大學 第十六屆小衛星學者計畫冬令營活動 

6 營隊 
清華大學 第十二屆「中華文化：傳統與現代」兩岸三地大學生主題交

流營活動 

7 營隊 北京外國語大學 2019 北京之春‧台灣大學生外語教學研習營 

8 營隊 西安交通大學 第二屆兩岸青年賽艇文化研習營 

9 營隊 東北師範大學 2019 海峽兩岸大學生 18 夏令營 

10 營隊 蘭州大學 2019 年金城講堂暑期班活動 

11 營隊 海南大學 2019 年暑期琼台青年領袖論壇活動 

12 營隊 淮陰師範學院 兩岸大學生運河文化體驗營 

13 營隊 上海交通大學 2019 年夏季學期課程 

14 營隊 中國人民大學 2019 年國際暑期學校 



大陸營隊
資訊

國際處每年皆辦
理多項赴大陸之
短期營隊或研習
課程，歡迎有興
趣之同學，留意
本處網站
「最新消息」。

承辦人：林佳蓉組員

校內分機 5375 23

107 學年度赴大陸交流之短期營隊及研習課程一覽表 

性質 單位 活動名稱 

15 營隊 中國人民大學 第十二屆「兩岸學子‧彩虹計畫」活動 

16 營隊 上海交通大學 Summer School of Economics 2019 活動 

17 營隊 上海交通大學 Summer School of Martial Arts 2019 活動 

18 營隊 上海財經大學 2019 上海經貿文化研習營暨卓越商界領袖培育 

19 營隊 廈門大學 第十五屆海峽兩岸大學生閩南文化研習夏令營活動 

20 營隊 西安交通大學 2019 年「手拉手心連心，華夏同胞情」研習營 

21 營隊 蘭州大學 2019 年兩岸大學生「絲綢之路」草原考察夏令營 

22 營隊 合肥工業大學 第十三屆大學生徽文化研習營 

23 營隊 北京理工大學 2019 台灣學生赴北理暑期電子設計實踐營 

24 營隊 浙江大學 2019 年「兩岸一家親」武術文化交流活動 

25 營隊 東南大學 2019 年海峽兩岸青年領袖長三角經濟文化研習營 

26 營隊 
山東大學 

(威海校區) 

2019 年齊魯文化與民族精神體驗營活動 

27 營隊 東北大學 2019 年海外經濟管理學者講習營活動 

28 營隊 華中師範大學 第十六屆湖北‧武漢台灣周活動 

大陸營隊
資訊

國際處每年皆辦
理多項赴大陸之
短期營隊或研習
課程，歡迎有興
趣之同學，留意
本處網站
「最新消息」。

承辦人：林佳蓉組員

校內分機 5375 24

107 學年度赴大陸交流之短期營隊及研習課程一覽表 

性質 單位 活動名稱 

29 營隊 南京大學 2019 年蘇臺大學生歷史文化遺產探尋之旅-傳統手工藝篇 

30 營隊 大連理工大學 第十一屆「浪漫之旅」海峽兩岸文化研習營 

31 營隊 安徽大學 新時代海峽兩岸大學生社團骨幹研習營 

32 營隊 華南理工大學 2019 兩岸大學青年學生嶺南文化體驗營活動 

33 營隊 吉林大學 第五屆臺灣學生「北國風情」暑期研習營活動 

34 營隊 中央財經大學 2019 台灣大學生北京企業文化行 

35 營隊 暨南大學 2019「粵台學子中華情」暑期交流活動 

36 營隊 蘭州大學 2019 年文化遺產友好使者研習營 

受新冠肺炎(COVID-19)影響，108學年度赴大陸交流短期營隊多數暫停辦理，故提供107學年
度辦理活動供參考，歡迎同學之後多加留意國際處網站訊息，踴躍報名參加。



承辦人：黃敏淳 組員
校內分機 5364
E-mail: minchun@scu.edu.tw

精選國際知名學府
專業語言/專業課程

修讀本課程，暑期間1週東吳聯合授課，完成3-5週海外研

修，得抵免全校性選修3學分。 25

短期營隊介紹

海外研修專題
MAKE YOUR DREAM COME TRUE

承辦人：黃敏淳 組員
校內分機 5364
E-mail: minchun@scu.edu.tw

海外研習─
鄭和下西洋與區域發展

26

海外研修專題
MAKE YOUR DREAM COME TRUE

移地教學介紹

預計110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全校性選修3學分



承辦人：吳羽柔 組員
校內分機 5376
E-mail: skfbl3571@scu.edu.tw 27

海外研修專題
移地教學介紹

109學年度第2學期開設，全校性選修3學分

MAKE YOUR DREAM COME TRUE

國際與兩岸事務志工

甄選時間

每學年第二學期
開放申請，相關
資訊可於國際處
網站「最新消息」
查詢。

志工任務 志工福利

免出國即可與
境外學生成為學
伴深度交流。

志工訓練(例：
攝影課程、實用
英語…等) 。

短期營隊活動

協助接機、入住
宿舍、採買，協助
辦理境外生活動(如
校園導覽、歡迎會、
健行、歡送會等)。

協助境外生所需
學業及生活上之照
顧。

28



赴大陸營隊經驗分享

分享人：

社會工作學系延修生 楊書夢

29

國際與兩岸事務志工經驗分享

分享人：

英文學系四年級 賈昊罡

30



Q & A

31

感謝聆聽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