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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東海大學交換學生推薦甄試總簡章 

一、 宗旨 

本校為鼓勵學生赴國外進修，拓展國際視野，特舉辦交換學生推薦甄選。 

二、 申請資格 

1. 本校學士班修業、碩士班(不含在職專班)、博士班及轉學生修業滿一學期，且符合交換學校規定

條件者。但外國學生、僑生及陸生以不申請交換回所屬國家為原則。(2018 年赴國外就學期間需

未符合畢業資格)。 

2. 日間學士班學生勞作每學期成績達 70 分以上，研究所及進修學士班學生操行每學期成績達 85 分

以上者。 

※ 前項領有教育部、本校及其他政府機關提供之獎學金之外國學生、僑生及陸生，出國交換期間需

依照獎學金發放單位規定受領或停止受領獎學金。 

三、 報名方式及日期 

1. 請至網站公告之連結完成線上報名後，將報名表件紙本繳交至國際處。 

2. 繳交報名表件：應繳交之表格文件請參考項目『四、報名文件說明』 

3.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7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截止 

4. 報名繳費：每人新台幣 500 元整 

（報名繳交文件時一併領取繳費單至出納組繳交報名費；報名費為不可退費項目） 

※以上程序必須全部完成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四、 報名文件說明 

申請文件，除「教師推薦函」由本處拆封影印及「語言檢定證明」收取影本外，其餘請準備 1 份正

本、2 份影本，共計 3 份。 

報名文件請參考【長期交換、雙聯學位計畫】甄選報名表，除規定項目外需另繳交推薦函一份，繳交

文件列表如下： 

1. 申請表 （請於本處網站「表格下載區」下載 1-1-甄選報名表，中、英只須擇一填寫） 

2. 歷年學業成績單 

3. 歷年班排名證明 (請至註冊組列印歷年名次證明書) 

4. 擬申請學校的具體研修計畫含個人自傳  

(依照申請組別，請撰寫中、英或中、日各五百字，請以第一志願撰寫，不需繳交多份) 

5. 語言能力檢定證明 (語言檢定請準備影本 3 份，附於申請資料上，國際處需查驗正本) 

英文檢定證明：托福 iBT 或 雅思為主、多益、英檢等其他證明，書審時會斟酌給分。 

日語檢定成績證明影本（應含「合格証明」及「成績」共 2 頁） 

6. 系所主任或任課教師推薦函乙份（請於本處網站，「表格下載區」下載） 

7. 個人參加國際教育交流相關活動及德、智、體、群、美優良表現之相關證明。 

 

※若申請校內甄選時未達姊妹校規定之語言標準，需於甄選通過後補交相關語言檢定證明，若於申請

交換計畫時無法提供，推薦資格將取消。 

※上述文件請依序排放，請勿裝訂成冊，因報名人數眾多，國際處恕不協助影印及列印，未確實按照

規定繳交申請資料者，恕不接受申請。 

 

https://form2.thu.edu.tw/92478


2017.08.30 更新 

2018  東海大學全球姊妹校長期交換計畫總簡章   page 2  of 7    

五、 面試及評審標準 

1. 面試日期：2017 年 10 月 11 日至 18 日擇日舉行（確定之面試日期將另行公告於本處網站）。 

2. 面試地點：請參考國際處網站公告地點為準。 

3. 評審標準： 

 口語表達能力 

 個人特質及申請動機 

 國際觀 

請注意：通過初步書面審核者，方能進行面試，面試名單將於截止申請後一周內公告於國際處網站。 

4. 其他：面試需要向任課教師請假的同學，可請至國際處領取事假證明單，作為向任課老師請假

的憑證，請假事宜請務必事先告知授課教師。 

六、 放榜及錄取資格說明 

1. 放榜日期：錄取正取及備取名單，預訂於 2017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於國際教育合作處網

站公佈，不另通知。正取生請於 10 月 25 日（星期三）前至國際處領取學習保證金繳款單。 

2. 交換學生之派遣應配合台灣及各國政府公共衛生安全相關政策辦理之。 

3. 獲選學生必須參加相關規定活動，例如行前培訓課、服務學習、返國後心得分享等。缺席或違

反者將取消推薦資格或不予退還學習保證金。 

七、 報到及錄取資格相關規定 

1. 錄取同學需於 10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4 時前，親至本處繳交下列文件： 

（逾期未繳交下列文件及費用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名額將由候補同學遞補之）： 

(1) 錄取資格確認書 

(2) 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3) 學習保證金新台幣 10,000 元收據正本 (請先領取繳費單後，至出納組繳交) 

2. 學生若放棄錄取資格，請於 10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前繳交「錄取資格放棄聲明書」。 

 

※以上文件請從國際處網站 表格下載區下載，填寫完畢後再繳交至國際處。 

八、 錄取資格及分發注意事項 

1. 錄取學生應備齊規定文件並繳納保證金新臺幣 1 萬元，由本校具函推薦，經交換學校審核通過後

始為交換學生；繳交規定文件後復放棄者，自該次甄選錄取名單公告之日起一年內不得參加交換

學生甄選。 

2. 交換學生應確保出國進修期間依規定完成本校註冊及繳納學雜費；不具學籍、休學或已畢業者取

消錄取資格。 

3. 因故無法如期前往錄取之交換學校，得簽具放棄書，並不得保留錄取資格，恕無法延後至下一學

期入學或申請保留。 

4. 錄取學生不得要求更換交換學校，本處無替同學爭取交換學期或更換交換學校之義務。 

5. 錄取學生僅通過本校推薦資格，並不代表獲得姐妹校錄取。所有錄取同學都必須繳交申請資料，

經過姐妹學校第二階段審核，如未通過姐妹校之審核及接受，交換生資格即取消。 

6. 本處有權依各交換姊妹校之要求及其特殊狀況，進行錄取者之學校重新分發作業。 

九、 學費及獎學金說明 

1. 所有學生返國後不論抵免學分與否，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學分費或學雜費。 

2. 交換學生於交換期間需繳內本校全額學雜費（延畢生亦同），不需繳交換學校學雜費。 

3. 本計劃不提供獎學金獲得之保證，「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或其

他獎學金申請，請自行至國際處網頁查詢，另行向本處提出申請。 

http://oiep.thu.edu.tw/down/archive.php?class=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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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本佛教大學、北星學園大學交換者，需繳交東海大學 30 棟宿舍費，不需繳交姐妹校住宿費。 

十、 交換學生應履行義務 

1. 參加本處舉辦之行前說明會，以了解赴外進修之注意事項。 

2. 完成交換學校註冊手續即視同該校學生，應遵守本校、交換學校及當地國一切規定，不得做出有

損兩校校譽或觸犯兩國法律之行為。 

3. 非經本校及交換學校同意，不得縮短或延長交換進修時程。 

4. 抵達交換學校三週內，應以電子郵件或傳真等方式向本處繳交出國報告單及交換學校之註冊單、

選課單。 

5. 交換期間結束後，最遲請於下學期開學第一週至國際處報到，並於加退選課程結束日前完成學分

抵免手續。 

6. 交換結束返國一個月內，應繳交心得報告乙份，本處得視需要於本校網頁公開，公告期二年。 

心得報告注意事項： 

(1) 請以中文撰寫、3,000 字以上，並附生活照片（JPG 檔）。 

(2) 以電子檔傳送至本處（oiep@thu.edu.tw）。 

(3) 未於交換課程結束返國規定期間內繳交「姐妹校交換學習心得報告」3,000 字以上者，保

證則不予退回。 

(4) 春季學期結束交換者，請於 9 月 20 日前繳交報告；於秋季學期結束交換者，請於 3 月 31

日前繳交報告。 

7. 交換期間每學期至少修習一門課程，並於交換結束後兩個月內依規定辦理課程及學分採認事宜。

※若應屆畢業生，請洽詢註冊組確認當學年度應屆畢業需辦理學分採認截止期限，若逾期完成學

分抵免，則需依照學校規定，辦理註冊就學事宜。 

8. 協助本校推動國際交流相關事宜，如經驗傳承、活動宣傳、接待、導覽等。 

 

注意事項： 

1. 日本地區申請於 2017 年四月交換入學的同學，務必留意姊妹校申請截止日期以及「2017 日本交

流協會短期交換留學獎學金」申請時間，並備妥申請資料繳交至國際處，未於指定時間內完成

申請程序，一概不受理申請。 

2. 尚未回覆確定明年度交換名額的姊妹校，待確定後另公告於本處網頁。 

十一、 保證金 

1. 學生於履行第六條各項義務後，保證金不計利息全額退還；未履行者，不退還保證金。 

2. 完成繳件至交換學校後取消赴外者，以未完成履行義務論，不予退還保證金，且不得再參加交換

生甄選。但因重大特殊事故經核准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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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姊妹校交換計畫列表 – 亞太地區 

國

家 
學  校 名額 交換期間 申請資格 

日 

本 

 

 

 

 

 

 

 

國際基督教大學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1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3.0/4.0 以上 

 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2 以上 

 托福 iBT79 分以上 

昭和女子大學 

Showa Women’s University 
2 

2018 秋季或春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僅限女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日語課程：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3 以上 

 大學課程：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2 以上 

東海大學 

Tokai University 
2 

2018 秋季或春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一般課程：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3 以上 

 International Program:托福 iBT 61 以上；

IELTS 5.0 分以上 

千葉大學 

Chiba University 
3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不含研究所學生) 

 International Liberal Arts Program: 日本語能力

檢定證明 N2 以上或托福/雅思等能上英

語授課課程相關證明 

 Japanese Studies Program: 日本語能力檢定證

明 N2 以上 

橫濱市立大學 

Yokohama City University 
1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一般課程：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2 以上 

 International Program:托福 iBT 61 以上；

IELTS 5.5 分以上 

島根大學 

Shimane University 
2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3 以上 

沖繩國際大學 

Okinaw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3 
2018 春季開始 

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3 以上 

琉球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5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URSEP: 托福 iBT 61 以或 IELTS 5.5 分以上 

 STRP: 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2 以上 

桃山學院大學 

St. Andrew’s University 
2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3 以上 

龍谷大學 

Ryukoku University 
2 

2018 年春季或秋季開始 

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4 以上 

北星學園大學 

Hokusei Gakuen University 
3 

2018 年春季或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2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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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學  校 名額 交換期間 申請資格 

 

 

 

 

 

 

日 

本 

大分大學 

Oita University 
5 

2018 年春季或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NIHO : 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2 以上 

 IPOU: 托福 iBT61 分或 IELTS 5.0 分以上  

群馬大學 

Gunma University 
2 

2018 年春季或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2 以上 

關西外國語大學 

Kansai Gaidai University 
2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3.0/4.0 以上 

 除日語課程外皆以英文授課，需具托福 

PBT 550 以上/CBT 213 以上/iBT 80 以上 

山口大學 

Yamaguchi University 

5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一般學部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一般課程：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4 以上 

 International Program:托福 iBT 61 以上；

IELTS 5.0 分以上 

 未具檢定證明者需通過山口大學 J-CAT 語

言測驗 (http://www.j-cat.org/) 

10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國際綜合科學部 

武藏野大學 

Musashino University 
1 

2018 年春季或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4 以上 

西南學院大學 

Seinan Gakuin University 
2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一般課程：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4 以上 

 International Program:托福 iBT61 以上；

IELTS 5.0 分以上 

關西學院大學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3 

2018 秋季或春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Japanese Track：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2

以上 

 Modern Japan Track:托福 iBT 71 以上 

櫻美林大學 

J.F. Oberlin University 
2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一般課程：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2 以上 

 International Program:托福 iBT 61 以上；

IELTS 5.0 分以上 

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 

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2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0/4.0 以上 

 一般課程：日本語能力檢定證明 N2 以上 

 International Program:托福 iBT 79 以上；

IELTS 6.0 分以上 

韓 

國 

延世大學 

Yonsei University 
1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托福 iBT 79 分或 IELTS 6.0 分以上 

梨花女子大學 

Ewha Womans University 
2 2018 秋季或春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僅限女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具修讀大學課程之語言能力(韓文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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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學  校 名額 交換期間 申請資格 

嶺南大學 

Yeungnam University 
5 2018 秋季或春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具修讀大學課程之語言能力(韓文或英文) 

馬

來 

西

亞 

拉曼大學 

Uni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3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修讀外文系或英語教學學系課程需具有托

福 iBT76 分或 IELTS 6.0 分以上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印 

尼 

主來臨基督教大學 

Maranatha Christian University 
2 

2018 秋季開始 

僅限一學期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托福 iBT61 分或 IELTS 5.0 分以上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3.0/4.0 以上 

 交換學生需至少修習 1 門印尼語課程 

2018 年姊妹校交換計畫列表 – 歐美地區 

國家 學  校 名額 交換期間 申請資格 

美 

國 

天普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2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托福 iBT 79 分或 IELTS 6.0 分以上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3.0/4.0 以上 

密利克大學 

Millikin University 
3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每年 8 月~12 月，1 月~5 月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托福 iBT 76 分或 IELTS6.0 以上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3.0/4.0 以上 

洛克海文大學 

Lock Have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 
2018 秋季開始 

僅可交換一學期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托福 iBT 79-80 分或 IELTS 6.0 分以上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北帕克大學 

North Park University 
1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托福 iBT 80 分或雅思 6.5 以上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3.0/4.0 以上 

密西根大學弗林特分校

University of Michigan–Flint 
5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每年 8-12 月，1-5 月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托福 iBT 65 分或雅思 5.5 以上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法 

國 

企業領導者管理學院 

EDC Paris Business School 
2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托福 iBT 76 分以上或 IELTS 6.0 以上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3.0/4.0 以上 

雷恩商學院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1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托福 iBT 76 分以上或 IELTS 6.0 以上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德國 

哥廷根應用科技大學 

PFH Privat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4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托福 iBT 70 分或 IELTS 5.0 分以上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3.0/4.0 以上 

 另提供德語課程 

明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Münster 
2 

2018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托福 iBT 76 分以上或 IELTS 6.0 以上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3.0/4.0 以上 

漢堡科技大學 2 2018 秋季開始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理工學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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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學  校 名額 交換期間 申請資格 

Hambur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一學期或一學年  托福 iBT 76 分以上或 IELTS 6.0 以上 

 具有德語檢定成績 A1 Level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捷克 
布拉格大都會大學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rague 
3 

2018 秋季或春季開始 

一學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托福 iBT65 分以上或 IELTS 5.5 以上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2.5/4.0 以上 

自費研修 (Study Abroad) 

自費交換學生需同時繳交東海及姊妹校學雜費，為減輕學生負擔，本處為學生爭取，自費研修生除了繳交姐妹

校學雜費外，只要再繳交本校雜費。請學生自行斟酌經濟的負擔再做選擇。 

美國 
北帕克大學 

North Park University 
不限 

2017 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每年 8-12 月，1-5 月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托福 iBT 80 分或雅思 6.0 以上 

 學業成績 GPA3.0 以上 

 北帕克大學提供成績優異學生獎學金減

免自費     研修的學雜費支出 

 一學期學費約 13,420 美金，住宿 2500 美

金。 

澳洲 
臥龍崗大學 

University of Wollongon 
不限 

2017 年春季或秋季開始 

一學期或一學年 

每年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托福 iBT 79 分(寫作至少 20 分、閱讀 18

分、聽力 17 分及口說 16 分) 

 雅思 6.0(閱讀與寫作至少 6.0)以上 

 學業成績 GPA2.7 以上 

 一學期約 9,934 澳幣，另提供每周 480 澳

幣的英語課程。 

 

** 全球地區可申請學校及開放名額，若姊妹校有提供資訊將會陸續更新，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