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 

Oi! 

Aluu! 

Salut! 

東吳大學111學年度 

校級赴國外交換研習申請 
110年10月4日(週一)18:00-19:30 

Jambo! 

線上說明會 

會議連結：https://reurl.cc/vgqa5k 

https://reurl.cc/vgqa5k


什麼是交換生？ 

• 經所屬院系推薦並經本校核准至
境外大學院校研習並修讀學分者 

• 經本校選派至具合作關係境外大
學院校研習並修讀學分者 

依據「東吳大學學生出境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辦法」第二條第一款之規定 



本校交換研習計畫 

校級交換 

由國際處統一辦
理公告、甄選，
對 象 為 全 校 學
生。 

院系級交換 

由各院系自行辦
理公告、甄選，
對象限定為所屬
院系學生。 

若有意申請院、系及交換生，請諮詢所屬院系承辦人。 



即日起至110年11月19日(週
五)12:00截止收件；約12月
底公告獲推薦名單。 

111學年度校級赴外 
交換生申請時間 



每位申請人可填選 6 個志願 

100 所優質大學 

每學期逾160 個名額 



通往 

01 
完成校內
申請程序 

按照國際處公告時

間及資訊完成申請 

02 
獲東吳大學
推薦資格 

通過校內甄選 

03 
提名至      

交換學校 

根據各協議學校要

求準備提名文件 

04 
獲交換學校  

錄取 

通過交換學校審查，

獲錄取通知/入學許可 

第1關：校內審查 第2關：交換學校審查 

如何成為交換學生？ 



校級赴國外交換申請審查標準 

• 操行成績未達80分或有校規懲處紀錄者，不列入審查。從未赴外協議學校交換研修之申請者優先錄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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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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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酌予給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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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須
於對方學校申請期限提交。 

身分/ 
項目 歷年在校成績 自傳、交換動機與

讀書(研究)計畫 外語檢定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大學部 
學生 40% 

• 累計班排名為前85% 
• 學業成績計算方式：

歷年平均成績
x45%+(1-累計班排
名百比) x100 x55% 

30% 
交換動機與
讀書計畫一
校一份，並
針對各校具
體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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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語檢定：成績單
須為 2 年內有效。 

• 日文檢定：成績單
須為 3 年內有效。 

10% • 推薦函(至多2封) 
• 發證時間5年內

之檢定/證照 
• 近3年之競賽獎

狀、課外活動、
實習、幹部經歷
等官方證明。 碩博班 

學生 30% 

• 於入學後成績總平均
在80 分(含)以上 

• 入學後成績總平均計
算方式：(50% 制)x2  

40% 20% 10% 



校級赴外交換學校列表 
詳細列表請詳國際處網頁 

http://icae.scu.edu.tw/zh-hant/outbound-exchange/intl/2022-2023schools


完成線上申請後，請
查收E-Mail確認，並
印出簽核單送陳系主
任、院長簽核後，於
截止日前送交國際處e
國際事務中心。 

準備各項備審資料，
填寫線上申請表並完
成附件上傳。 

仔細閱讀國際處網頁
「赴外/陸交換專區」
訊息。 

資料蒐集 填寫線上表單 紙本繳交 

如何申請？ 

Step 1 Step 2 Step 3 

線上表單網址：
https://forms.gle/yaerMiZM4TMA2zy57 

掃我報名 

https://forms.gle/yaerMiZM4TMA2zy57


須登入Google 帳戶方可
填寫，教學科技推廣組
可協助申請免費校園版
google版帳號(G Suite) 

線上表單填寫 



志願選填重點說明 
1 

2 

3 

4 

至多填選6個志願，每1志願包含交換學期及交換學校。 

欲申請1學年交換者，請至少填選2個志願。申請作業
仍以推薦赴外交換「1學期為原則」，並根據志願選
填及每學年員額情況安排。 

外語檢定及各項條件應符合各校要求。 

志願序填寫請務必依循「111學年度校級赴外交換
學校一覽表」之各校標準，避免無效志願產生。 

http://icae.scu.edu.tw/zh-hant/outbound-exchange/intl/2022-2023schools
http://icae.scu.edu.tw/zh-hant/outbound-exchange/intl/2022-2023schools
http://icae.scu.edu.tw/zh-hant/outbound-exchange/intl/2022-2023schools
http://icae.scu.edu.tw/zh-hant/outbound-exchange/intl/2022-2023schools


• 填寫方式請務必依照「交換學校課程名稱及學分→擬抵免本校課程及學分」方式
填寫。範例：Marketing Strategy, 5ECTs→行銷學，3學分。 

• 每校選修課程不限1門。 
• 如經查閱欲交換學校網站未能取得課程參考資訊，可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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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學部學生赴境外交換學生返校後至少須抵免1學分。如欲交換學校學分係以
ECTs採計學分，2個ECTs約等於本校1學分。 

• 欲抵免課程資料，請務必與所屬學系完成確認，以避免衍生學分抵免問題，導致
未能如期畢業。 

修讀課程填寫及學分抵免說明 



中文在學證明 

 
中、英文歷年成績單 

中/外文自傳 

1 

2 

3 

外語檢定證明 4 

中、外文交換動機 5 

6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7 

要準備哪些資料上傳線上表單？ 

中、外文讀書計畫 



交換動機及讀書計畫填寫說明 
每一志願交一份中/外文交換動機及讀書計畫，並請下載使
用國際處網頁相關文件檔案格式。 

• 表頭欄位確實填入，
並從空白處開始繕打
內容，篇幅可自行延
伸。 

• 建議針對各校先做功
課、具體撰寫交換動
機和讀書計畫，可與
自己的興趣、專業、
學涯規劃連結。 



• 檔名請取「申請人姓名_
在學證明」。 

• 請勿上傳註冊證明或學生
證掃描檔。 

• 可至兩校區成績單自動申
請投幣機申請。 

文件上傳重點１ 

• 檔名請取「申請人姓名_成績單」。 
• 中、英文歷年成績單請合併為一PDF檔案上傳。 
• 須註記截至109-2之歷年總平均及累計班排名百分
比，舊生建議可於10月中後再申請成績單。若為新
生、休學、轉學無前學年在校成績者，可以入學(新
生)、休學前、轉學前成績計算。 

• 申請學校如有要求GPA者，英文歷年成績單須註記4
分制GPA。  

在學證明 中、英文歷年成績單 



檔名請取「申請人姓名_中文
自傳」，無特定格式或表
格。 

• 檔名請取「申請人姓名_外文自傳」，無特定格
式或表格。 
 

中文自傳 英文或其他外文自傳 

文件上傳重點２ 



• 分別上傳4個合併檔案，檔名請取「申請人姓名_中文交換動機」、「申請人姓名_中文
讀書計畫」、「申請人姓名_外文交換動機」、「申請人姓名_外文讀書計畫」。 

• 請以國際事務中心制式表單繕打，並請依「申請志願」為單位依序排列，合併為單一
PDF檔上傳。 
 

 
 

中文/外文交換動機、讀書計畫 

文件上傳重點3 



• 請將所有語檢文件影本依序排序完成並掃描至同一PDF檔案後上傳。檔名請取「申請人
姓名_外語檢定證明」。 

• 已參加考試，但未收到成績單者，可檢附網路成績證明。申請截止日前未能提供網路成
績證明者，恕不受理申請。 

• 受新冠肺炎(COVID-19)影響，外語檢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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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酌予給分。另，如獲推薦後，申請學校要求
提出規定年限之語言檢定，須於對方學校申請期限提交。 
 

 
 

外語檢定證明 

文件上傳重點4 



• 有利審查文件係指資料如推薦函、發證時間5年內之檢定或證照、近3年之競賽獎狀、課外
活動、實習、幹部經歷等官方證明等。 

• 檔名請取「申請人姓名_推薦函」、「申請人姓名_檢定或證照」、「申請人姓名_獎狀、活
動證明」、「申請人姓名_幹部經歷證明」。 

• 推薦函至多檢附2封；可參考國際處網頁格式下載使用。彌封之推薦函可免拆封，請將信封
封面併入掃描檔，並連同用印後之線上申請表紙本繳交至任一校區國際事務中心承辦人。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文件上傳重點5 



焦煥昇111學年度赴國外校級交換生申請表確認信 

焦煥昇申請表單.pdf 

焦煥昇同學您好： 
您已完成111學年度赴國外交換線上申請表單，請查收附件申請表
pdf檔，並於申請截止日前送陳學系主任、學院院長簽核後，送交
國際事務中心余孟儒專員(分機5369)，感謝。 
 
國際事務中心余孟儒 謹上 

andreyu@gm.scu.edu.tw 

線上表單
完成後 

• 外雙溪校區：A314辦公室 
• 城中校區：2110辦公室 



線上表單
完成後 

檢查 

列印 

簽核 

繳交 



獲本校推薦資格後，尚須透過國際事務中心向申請之
學校辦理提名推派作業，最終由申請學校決定是否錄
取。 

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獲本校推薦資格或
已獲申請學校錄取者，仍可能因各地疫情及防疫政策
導致交換研習暫停，屆時將配合各協議校交換生招收
政策辦理。 

各協議校 

完成申請後 

東吳 
提名 

申請資料須經本校「國際交流委員會」審查。通過校
內甄選後，須填簽交換研習確認書(含家長簽章)，並
至出納組繳交5,000元臺幣保證金，以確認並保留獲
推薦資格。 



 事前充分準備，訂定自己的
交換研習目標與計畫。 

 完整的風險評估 (包含學分抵
免的狀況、各地疫情與境管
政策、當地生活的安全、費
用規劃預估等)。 

赴外交換申請
小叮嚀 

Well  
Prepared! 



赴外交換申請
小叮嚀 

 與家人妥善溝通，勿讓家人
擔心。 

 培養獨立自主、解決問題的
能力。 

 照顧自己的健康與課業。 

 提升自己的國際觀。 

Get 
Ready! 



返校時感恩分享 
心得報告記得交 

交換時健康平安 

入境隨俗學習愉快 
出發前準備周全 

申請時主動積極 

獲推薦後迅速配合 

赴外交換小叮嚀 

未獲對方錄取時
接受放下 



赴外交換有哪些獎補助可申請？ 
教育部學海系列-選送學生出國研修獎補助 
• 約1至3月公告受理 

• 約3至5月受理申請 

戴氏基金會「東吳優秀國際人才」培育計畫獎助學金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學生赴外研習獎補助 

• 每學年分兩次受理申請：4-5月、9-10月 

教育部「高教深耕-扶助攻頂計畫」-學生赴外研習獎助學金 
• 約3至7月受理申請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短期留學生獎學金 

• 約4至6月公告受理 

相關法規及公告請查國際處網站法規及表單 



預祝大家申請順利 

赴國外校級交換承辦人：國際事務中心余孟儒專員 

andreyu@gm.scu.edu.tw (02)2881-9471分機5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