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 

106 學年度下學期校級國際暨兩岸交換學生甄選簡章(1060915 更新) 

一. 報名資格 

1. 以專科部高年級(出國交換當學期需至少為專科部四年級，等同大學一年級)；二技三、四年

級；四技二年級以上(含)之日夜間部學生；研究所學生(一年級下學期才可出國交換)，且出國

期間仍具本校在學身份者。然若各交換學校針對申請學制有特殊規定，則依其規定辦理。 

2. 品格端正、積極參與課外活動、校內外志願服務。 

3. 成績及語言能力規定： 

(1) 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需達 75 分以上。 

(2) 申請當學期及歷年操行成績總平均需達 80 分以上，且在校期間不得有小過(含)以上之懲

處記錄，缺曠課列入甄選審核資格。 

(3) 須通過交換學校上課語文之語檢規定。 

(4) 其他第二外語能力檢定則依各交換學校規定行之。 

4. 轉學生至少須於本校就讀滿一學期且符合報名資格之各項規定方可申請 

5. 上述之報名資格，國合處保有最終修改之權利。 

 

二. 甄選時間 

線上報名申請作業，即日起至 9 月 25 日(一)，23:59 截止、逾時不候。 

 

三. 申請組別及交換國家 

1. 英語組－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瑞典、韓國、泰國、法國諾曼第管理學院、菲律賓、 

       孟加拉、蒙古、比利時阿德維爾德大學根特學院、立陶宛、匈牙利、義大利 

2. 法語組－法國、比利時 

3. 德語組－德國、奧地利 

4. 西語組－西班牙、智利、墨西哥、祕魯、巴拉圭 

5. 日語組－日本 

6. 華語暨東南亞語組－越南、中國大陸、馬來西亞 

*備註：  

 各語組簡章載述之規定與內容，姊妹校保有最終修改之權利。如有更新之訊息將會公告

於國合處網站上。 

 目前開放研究所交換名額之學校－美國西來大學、法國諾曼第管理學院、捷克克拉羅夫

大學、韓國淑明女子大學、釜山外國語大學、漢陽大學、泰國及大陸姐妹學校。 

 

        

四. 線上報名： 

1. 報名表單 https://goo.gl/forms/1AEzDDFOkwzcKI4I3 

※語言檢定成績證明最晚需於面試前提出(可接受線上查詢成績) 

2.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導師意見欄，簽妥後須掃描上傳 PDF。 

注意: 請同學自行確認報名資料之正確度，報名截止後如資料不完整，將不得列入面試名單， 而
成為面試候補名單。 

 

https://goo.gl/forms/1AEzDDFOkwzcKI4I3


五. 評選標準及甄選流程： 

1. 書審(40%)：學業成績(20%)、操行成績(20%) 

2. 面試(60%)： 

(1) 依書審成績高低，通知各組錄取名額 1.5 倍之考生參加面試(例：德文組滿額錄取 10 個名

額，則通知書審成績前 15 名考生參加面試)。 

(2) 面試暫訂於 10 月 2 日~10 月 6 日當週，確切時間地點將另公佈於本處網頁。 

※面試時間若與課堂衝堂，依現行規定僅能請「事假」，特此提醒。 

(3) 書審及面試加總即為總成績，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高低排名。 

3. 依志願撕榜分發 

(1) 各組依甄選總成績之高低排定名次，經本處公佈後，依規定時間內參加撕榜，撕榜未到

視同放棄。 

(2) 撕榜確切時間地點將另公布於本處網頁。 

 

六. 錄取及遞補 

錄取結果經公告後，錄取同學須依規定時間內繳交《交換意願切結書》或《放棄聲明書》至本

處，逾期或未繳交者，視同放棄。 

 

七. 獎助學金(請務必詳閱)： 

1. 依《文藻外語大學交換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凡具交換生資格，每名由校內預算定額補助

學雜費新台幣一萬元整之獎助金；延修生、研究所在職生及進修部學生補助金額以每學期不

超過繳交之學雜(分)費三分之一為原則。 

2. 申請赴日本姐妹校之交換生，如有錄取且達「日本交流協會短期交換獎學金」申請門檻，得

由本校優先推薦申請該獎學金。 

3. 赴日本姐妹校之交換學生除申請「日本交流協會短期交換獎學金」之外，也可同時向本處申

請「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但若確定獲得「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者，不得再重覆領取「學

海飛颺獎學金」或其他同為教育部來源補助之獎學金。 

 

八. 學分抵免： 

依《文藻外語大學學生國際交流學籍及學分抵免處理要點》，學分抵免方式由所屬各系(所)自行

審核。 

*備註：現行學分抵免方式為「非包裹式抵免」，故欲申請赴非主修語系或主修領域之國家學校

研修交換者、應自負海外研修科目無法抵免或延畢之風險，務請於出國交換前洽詢各系所並確

認之。 

 

九. 注意事項 

1. 依《文藻外語大學學生國際交流學籍及學分抵免處理要點》，交換學生出國期間不須辦理休學，

但仍應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以保留學籍；延修生則需於出國前繳交欲抵免科目之學分費，以

保留學籍，但返國後得依實際抵免之學分數辦理退費或依規定另補繳學分費。因未繳學費而

被註銷學籍導致學分無法抵免及任何相關情事，須自行負責。 

2. 除因不可抗力情事，且附具體證明，《交換意願切結書》 一經繳交後即不得任意放棄交換資

格或縮短交換期；無故放棄或於繳交《交換意願切結書》後又放棄者，本處得視情節之嚴重

性，處以申誡以上之懲戒，且不得參加下一學期交換生甄選計畫。 



3. 各校交換生協議條件不一，依各校學術交流協定為準，各校得視狀況有修改交流條件之權利

(如學費金額、獎學金、住宿等條件)，交換生不得異議。如交換學校修改交流條件而交換生

欲放棄，可不受懲戒處分，惟仍應於出國前正式通知本處並繳交《放棄聲明書》。 

4. 本處與各系所國際交流老師將輔導交換生與各姊妹校聯繫申請入學證明，但交換生須自行辦

理出國手續、簽證、機票、住宿等，如無獨立處理上述事務之能力者，請勿申請。此外，不

是每個交換學校都會安排接機、住宿，如果交換學校無法安排，交換生須自行前往學校報到

及處理校外租屋事宜。若交換學校提供收費之接機服務，交換生如需此服務須自行付費。 

5. 具役男身份同學出國前須依法完成役男緩徵手續，並於交換計畫結束後返校繼續就讀，不得

滯留國外。如有違反情況，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本處亦得視情節之嚴重性，做適當懲處。 

6. 在姊妹校交換之學生須嚴格遵守文藻以及姊妹校校規，以保持文藻良好聲譽，違者將視情節

輕重依校規懲處以及追回全額獎助學金。 

7. 交換學生若於交換期間遭遇不可抗力之重大變故，且可附具體證明者，欲提前回國，須先告

知並徵得國合處及交換學校同意。若研習期間未滿，無正當理由即提前返國者，本處得視情

節之嚴重性，處以申誡以上之懲戒，並追償全額補助款。另外，領取教育部獎學金者須簽訂

「行政契約書」，如未滿就讀期限亦須償還全額獎助款。  

8. 各學制學生擔任交換生以兩次為限，唯不得申請赴相同國家研修，且兩次研修期程相加不得

超過一年；此外，若甄選人數若超過所申請語組可錄取之面試名額時，將優先考量其他未曾

出境交換之學生。 

9. 交換生於交換計畫結束後，須按規定返回原就讀系科繼續就讀，不得延長在交換學校的交換

時間，佔用交換生名額。並且不可於當地直接申請下一年度之交換生，需返國後再行申請。 

10. 交換學生出國前須參加國合處舉辦之「行前說明會」，交換學生出國前須參加國合處舉辦之「行

前說明會」，若缺席當天會議，請於規定時間(會後三天內)自行完成閱讀行前手冊及相關注意

事項，並前來國合處完成一萬元補助獎學金之申請作業。若未在規定時間(會後三天內)完成

以上程序，將影響補助作業。 

11. 交換計畫結束返國後，按規定繳交線上成果報告、線上返國報告書及成績單(研修證明)等相

關文件至國合處。 

12. 返國後得應國合處或各系安排參加「國際交換心得發表會」。 

13. 如未遵守上述規定，本處得視情節之嚴重性，做適當懲處，或追回獎助學金。其他未盡事宜，

本處得依校規辦理之。 

 

 上述之規定及條文，國合處保有最終修改之權利，並可依實際狀況予以增刪、修訂或變更

本甄選簡章內容。 

 

 

 

 

 

 

 

 

 

 



英語組： 

1. 英國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渥夫漢普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olverhampton 

雅思 5.5 以上。 

若未達到此語檢規定，本處將視學生之整體條件予以
推薦。 

*未達英語檢定標準學校可能限制選課科目 

一學期 不限 

注意事項 

1. 學期：第一學期(秋季) 

9/19-9/23 2016 新生訓練周 

9/26 開始上課 (含耶誕及新年假期) 

1/9-1/13 2017 期末考周 

第二學期(春季) 

1/16-1/20 2017 新生訓練周 

1/23 開始上課 (含復活節假期) 

5/15-5/19 期末考周 

2. 須繳對方學費。2016-2017 學費為一學期£3250 

3. 交換生需住宿，宿舍自費，每周£75-99 

4. 學校網址：http://www.wlv.ac.uk/ 

伯明翰城市大學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雅思 6.0 以上，最少不得低於雅思 5.5。 

*未達英語檢定標準學校可能限制選課科目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英語成績未達課程標準者須上 6 週 Pre-sessional courses 

2. 提供學生宿舍，詳細訊息請見：

www.bcu.ac.uk/student-info/accommodation/the-coppice/overview 

3. 每月生活費約 200-350 英鎊(視個人情況而定) 

4. 免費接機服務 

坎布里亞大學 

University of 

Cumbria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雅思 6.0 以上，各科不得低於 5.5。 

一學期 1 

一學期 

(自費生) 
不限 

注意事項 

1. 自費學生每學期學費為 3500 英鎊 

2. 提供語言課程。 

3. 提供宿舍，須學生自行申請，每周約 88 英鎊。 

4. 每學期生活費 3000 英鎊(視個人情況而定)。 

5. 不提供接機。 

6. 學校網址：http://www.cumbria.ac.uk/Home.aspx 

拉夫堡大學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雅思 6.0 以上，各科不得低於 5.5。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待確認，請同學與國合處及國合老師保持聯繫。 

學校網址：http://www.lboro.ac.uk/ 

 

 

http://www.wlv.ac.uk/
file:///C:/Users/wenzao/Desktop/Stella/交換生/106-2/www.bcu.ac.uk/student-info/accommodation/the-coppice/overview
http://www.cumbria.ac.uk/Home.aspx


2. 美國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布納維斯塔大學 

Buena Vista 

University 

1. 建議程度為托福BTP550或 iBT79，或至少BTP500

或 iBT 59 分以上之成績證明。 

2. 交換生入學時必須參加英語分班測驗 

一學期 5 

注意事項 

1. 交換生入學時須參加新生訓練。宿舍可於新生訓練兩天前入住。 

2. 免繳對方學費，但須付國際學生費 US$ 600。學校提供筆記型電腦出租，
費用為每學期 US$100。 

3. 交換生需住宿舍(自費，含膳食。收費預估 US$4652)。申請宿舍費用為
US$200(非押金，不退回)。 

4. 細節以學校公告為主 網址：http://www.bvu.edu/ 

西來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West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1. 提供托福 iBT 69 或雅思 5.5 以上之成績證明者，得

免考英語分班測驗或免修該校 ESL 課程，可選修
一般大學課程。 

2. 未具或未達以上之英檢程度者，需參加該校英語分
班測驗，並依其成績修習 ESL 課程或符合該程度
之課程。 

一學期 10 

注意事項 

1. 學期： 

Spring: Jan-May,  

Summer: June - August 

Fall: August to December 

2. 費用： 

(1) 至少需選修 12 學分(3 學分/1 科目)，每一學分費 409 美元。 

(2) 文藻學生可減免學費一學期 2000 美元，其餘學分費仍須另外繳費。 

(3) 須付其他相關規費如國際學生申請費用(100 美元)、行政費(420 美元)

及學生保險(890 美元/學期)等。 

(4) 可自費申請宿舍(依所申請獲分配的房型不同，價錢也不同)，並需另
繳交50美金(申請費用)及 150美金(押金)等費用。三人房含供餐約 2680

美元/學期。 

(5) 需備有相當於 25,000 美元之銀行存款證明 

3. 申請者須年滿 18 歲。 

4. 學校網址：http://www.uwest.edu/site/ 

 

聖多瑪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Houston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1. 須提供托福 iBT 79 或雅思 6.5 以上之成績證明。 

*不得以大學英檢或其他英檢替代。 

2. 限非「國事系」學生申請。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學期： 

Fall (2017): August 22 – December 5-10 

Spring (2018): January 19 – May 8-16 

2. 費用：免繳對方學費。 

3. 國事系與此校另有簽定系所交換計畫，國事系學生請逕依系所甄選時程提
出申請。 

http://www.bvu.edu/
http://www.uwest.edu/site/


4. 該校每學期修課學分上限為 12 學分，大學部課程參考網址： 

5. 可申請學校宿舍，25 歲以上不提供住宿，住宿學校須完成相關疫苗注射 

6. 該校入學相關資訊可先參考：

http://www.stthom.edu/Public/index.asp?page_ID=2977 

7. 學校網址：http://www.stthom.edu/Public/index.asp?page_ID=4767 

馬里蘭聖母大學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須提供托福 500 以上之成績證明或同等網路測驗以
上之成績證明。 

*不得以大學英檢或其他英語檢定代替。 

一學期 1 

注意事項 

1. 限女性。 

2. 免繳對方學費。 

3. 交換生只得選修 Women’s College 所開設之課程。 

4. 可申請宿舍(須自費)，住宿相關介紹：

http://www.ndm.edu/student-life/residence-life/ 

5. 須自行負擔其他相關費用：如國際學生費用(約 750 美元)、書籍、學生保險、
交通、醫療、行政規費、簽證費用等，至少約 4500 美元。(以上費用僅供
參考) 

6. 學校網址：http://www.ndm.edu/gateways/international-students/ndm.edu/ 

 

3. 加拿大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紐芬蘭大學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托福成績 79 分以上 

(讀、寫不得低於 20 分；聽、說不得低於 17 分)或 

雅思 6.5 以上(讀、寫不得低於 6) 

一學期 3 

注意事項 

1. 學期:Fall: September-December 

         Winter: January-April 

2. 費用:免對方學費 

3. 住宿：1947-2591 加幣/每學期+申請費 

4. 宿舍膳食費：2500 加幣/每學期 

5. 書籍費：500 加幣/每學期 

6. 醫療險：207 加幣/每學期(必須透過學校購買) 

麥迪森海特學院  

Medicine Hat 

College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托福成績 79 分以上 

(讀、寫不得低於 20 分；聽、說不得低於 17 分)或 

雅思 6.5 以上(讀、寫不得低於 6) 

一學期 4 

注意事項 

 

 待確認，請同學與國合處及國合老師保持聯繫。 

 學校網址：https://www.mhc.ab.ca/ 

 

 

 

4. 澳洲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國際旅館管理學院 

International 

須提供雅思 6 或托福 iBT70 分以上之成績證明。 

*大學英檢(CSEPT) 280 分以上也可申請。 
一學年 無上限 

http://www.stthom.edu/Public/index.asp?page_ID=2977
http://www.stthom.edu/Public/index.asp?page_ID=4767
http://www.ndm.edu/student-life/residence-life/
http://www.ndm.edu/gateways/international-students/ndm.edu/
https://www.mhc.ab.ca/


College of Hotel 

Management 

注意事項 

1. 第一學期須修課，至少須選修 4 門課，至多 8 門課，每一門課 2900 澳
幣。第二學期為支薪實習，薪水取決工作內容及能力。 

2. 學校安排宿舍(自費)，提供接機。 

3. 須自行負擔其他相關費用：如書籍、制服、學生保險、交通、醫療、行
政規費、簽證費用等。 

4. 網址: http://www.ichm.edu.au/ 

5. 選擇 ICHM 之學生需透過 Skype 與 ICHM 老闆進行面試，通過才算正
式被錄取，請審慎考慮。 

 

5. 瑞典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達拉那大學 

Dalarna University 

須提供托福 iBT 90、雅思 6.5 以上之同等成績證明。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課程介紹：http://www.du.se/en/Education/erasmus/  

3. 提供宿舍(自費)：http://www.du.se/accommodation  

4. 春季班開學為 1 月。 

5. 學校網址：http://www.du.se/en/welcome  

 

6. 韓國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培材大學 

Pai Chai 

University 

無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需自付保險及社會福利費用，6 個月約 15 萬韓幣。 

3. 提供宿舍(自費)：約 43 萬~66 萬韓幣 (以上費用僅供參考) 

4. 春季班開學為 3 月。 

5. 學校網址：http://www.pcu.ac.kr/english/ 

韓國天主教大學 

Catholic 

University of 

Korea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無 一學年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提供宿舍(自費)，可申請 2 人、3 人或 4 人房。費用因房型而異，約介於$79

萬~$125 萬韓幣/4 個月(此價格僅供參考)。 

3. 申請學生簽證時，需提供至少 1 萬美元或 1000 萬韓幣之財力證明。 

4. 需自付學生保險費用(必要)、書籍費(約 100 美元/一學期)及餐費(約 500~600

美元/月)，上述費用僅供參考。 

5. 學校網址：http://www.catholic.ac.kr/~cukintl/eng 

淑明女子大學 

Sookmyung 

Women’s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須提供托福CBT 213/IBT 79以上之成績證明或大學英
檢(CSEPT) 310 分以上也可申請。 

*若未達到此語檢規定，本處將視學生之整體條件予以
推薦。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限女性。 

2.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分數達 85 分。 

http://www.ichm.edu.au/
http://www.du.se/en/Education/erasmus/
http://www.du.se/accommodation
http://www.pcu.ac.kr/english/
http://www.catholic.ac.kr/~cukintl/eng


3. 研究所目前只有商管專業為英語授課之課程。(若確認錄取為交換生，研究
生須於申請前自行聯繫教授) 

4. 免繳對方學費。 

5. 可申請雙人房宿舍(自費)：26 萬韓幣/月，詳細資訊請見
http://e.sookmyung.ac.kr/contents/contents.jsp?cmsCd=CM0333。 

  *若欲申請個人住宿，請於申請時提出。 

5. 經錄取者，申請時須提供 US$5,000 以上銀行存款證明。 

6. 可安排接機，但需付費。 

7. 生活費約 US$4,000/學期。 

8. 提供韓文課程(一門課 3 學分)。 

9. 學校網址：http://e.sookmyung.ac.kr/  

1.  

釜山外國語大學 

Bus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無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於本校至少須就讀一年以上才可申請。 

3. 韓語課程針對各國留學生分為 5 個層次（等級）授課，無需繳納學費。但
韓國語文化教育院語言中心的課程一年 4 個學期，若欲利用假期修習，10

周 120 萬韓元。 

4. 提供留學生宿舍（2 人間，獨立衛浴，宿舍用網線須自備，需自費約 735,000 

KRW/semester），學校亦可協助留學生於學校附近尋找公寓。 

5. 在韓國滯留期間需要加入韓國保險，若在臺已加入海外留學保險者，請出
示英文保險證明就可免除加入。外國人登陸 I 證辦理為 3 萬韓元。 

6. 提供免費接機。 

7. 學校網址：http://www.bufs.ac.kr/html/00_main/  

嶺南大學 

Yeungnam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TOPIK 二級以上或大學英檢(CSEPT)240 以上。 

*若未達到語檢規定，本處將視學生之整體條件予以推
薦。 

一學期 5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提供學校住宿安排(2 或 4 人間)，一學期約美金$600。 

3. 在韓國滯留期間需要加入韓國保險(一年約美金$200)，若在臺已加入海外
留學保險者，請出示英文保險證明可免除加入。需要辦理外國人登錄證。 

4. 春季班開學為 3 月。 

5. 提供免費接機。 

6. 學校網址：http://www.ln.edu.hk/cht/ 

韓南大學 

Hannam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無 一學年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可申請宿舍(自費)：國際館(位於學校周邊)，3 人房/93 萬韓幣(6 個月)，含
水、電、管理、煤氣費。 

  *電費和煤氣費若超過學校規定用量，超出部分由學生自付。 

3. 交換學生學分修讀上限 21 學分/一學期，其中 12 學分為必修「韓國語學
堂課程(含聽、說、讀、寫等)」，每周一~五早上至中午上課；其餘時段才
可再選修一般課程。 

4. 相關費用(僅供參考)：生活費 30 萬~40 萬韓幣/月(例如:餐費 2500~5000/

http://www.hanyang.ac.kr/english/
http://www.ln.edu.hk/cht/


餐；教材 10,000~30,000 韓幣/本；交通(大田) 公車、地鐵 1400 韓元/次 

5. 學校網址：http://int.hnu.kr/cn/ 

啟明大學 

Keimyung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無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校內除醫學院類之外的課程皆能選修 

3. 提供宿舍(2 人/4 人間)，需申請 

4. 有學伴 

5. 春季班開學為 3 月 

6. 提供大邱機場、大邱火車站、東大邱巴士站接機 

7. 須提供乙肝及肺結核檢定表 

8. 學校網址：http://www.kmu.ac.kr/english/index.jsp 

韓國東西大學 

Dongseo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無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待確認，請同學與國合處及國合老師保持聯繫。 

    學校網址：http://www.dongseo.ac.kr/kr/ 

 

釜山天主教大學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usan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無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待確認，請同學與國合處及國合老師保持聯繫。 

學校網址： 

https://www.univerzities.com/south-korea/catholic-university-of-pusan/ 

 

 

7. 泰國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曼谷大學
Bangkok 

University 

須提供托福 500 分以上、雅思 5、多益 750 或大學英
檢(CSEPT) 260 以上之成績證明。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研究所目前只有傳播藝術及商管專業為英語授課之課程。 

3. 可申請校外宿舍(需自費)或自行租屋，宿舍網址: 

http://www.buic.bu.ac.th/index.php/campus-life-creative-campuses/accommodati

on-students-apartment  

4. 【春季班開學為十二月/一月】 

5. 學校網址：http://www.bu.ac.th/th/inter/ 

基督教大學 

Christian 

University of 

Thailand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TOEIC 450 或大學英檢(CSEPT) 180 以上之成績證明 一學期 5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該校目前僅提供觀光相關課程，每學期 15 學分。 

3. 安排校內住宿，每學期約美金$300 元。 

4. 學生須於抵達後購買泰國保險，約美金$250 元。 

5. 學生須繳交學校活動費美金約$200 元。 

http://www.kmu.ac.kr/english/index.jsp
http://www.dongseo.ac.kr/kr/
https://www.univerzities.com/south-korea/catholic-university-of-pusan/
http://www.buic.bu.ac.th/index.php/campus-life-creative-campuses/accommodation-students-apartment
http://www.buic.bu.ac.th/index.php/campus-life-creative-campuses/accommodation-students-apartment
http://www.bu.ac.th/th/inter/


6. 秋季班開學為八月。 

7. 學校網址：http://www.christian.ac.th/English/  

 

8. 法國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諾曼第管理學院 

École de 

Management de 

Normandie 

 

1.須提供托福 iBT 79 或雅思 6.0 以上之成績證明(同等

程度之大學英檢亦可受理)。 

＊研究生須提供托福 iBT 88 或雅思 6.5 以上之成績證

明 

2.不需具備法檢成績。(但有法檢成績者為佳) 

3.限非「國企管系」、「國交所」學生申請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國企管系、國交所」與此校另有簽定系所交換計畫，國企管系暨國交所

學生請逕依系所甄選時程提出申請。 

2. 免繳對方學費。 

3. 選送之交換生於該校修習以英語授課之課程(非法語授課)，以商管類課程為
主，優先建議修過商管類課程或具基礎者申請。 

  *交換生除修習英語授課課程外，若欲另選修該校以法語授課之課程，至少
需具備 DELF B2 以上之程度或本校出具之法語程度證明，特此提醒。 

4. 無提供住宿，需自行校外租屋，但會由學校提供基本租屋清單以供參考。 

5. 英語課程參考網址：http://www.ecole-management-normandie.fr/formations/ 

Courses_in_English-17/courses_in_english.html 

6. 學校網址:http://www.ecole-management-normandie.fr 

 

9. 比利時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比利時阿德維爾

德大學根特學院 

Artevelde 

University 

College Ghent 

 

TOEIC 785 分以上、TOFEL iBT72/ITP543 以上之同等

成績證明 
一學期 3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英語授課，不提供交換生法語課程 

3. 此學校為商學院，申請者須有基礎商業管理知識，否則不予受理 

4. 提供宿舍，需自費，也可於校外租屋，月租約 350 歐元 

5. 生活費約 1000 歐元/月(視個人情況而定) 

6. 春季班開學為 2 月 

7. 租屋訊息：
https://www.arteveldehogeschool.be/en/accomodation-and-facilities 

8. 交通指引：https://www.arteveldehogeschool.be/en/useful-links 

9. 學校網址：https://www.arteveldehogeschool.be/en/artevelde-business-school 

 

10. 孟加拉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水仙國際大學 

Daffodil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TOEIC 450 或大學英檢(CSEPT) 180 以上之成績證明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英語授課 

2. 每學期至少選修 4 門課(每門課 3 學分)。 

http://www.christian.ac.th/English/
http://www.ecole-management-normandie.fr/formations/Courses_in_English-17/courses_in_english.htmlhttp:/www.ecole-management-normandie.fr/formations/Courses_in_English-17/courses_in_english.html
http://www.ecole-management-normandie.fr/formations/Courses_in_English-17/courses_in_english.htmlhttp:/www.ecole-management-normandie.fr/formations/Courses_in_English-17/courses_in_english.html
http://www.esbc.fr/
https://www.arteveldehogeschool.be/en/accomodation-and-facilities
https://www.arteveldehogeschool.be/en/useful-links
https://www.arteveldehogeschool.be/en/artevelde-business-school


3. Campus Hostel 費用：70 美金/月 

4. 一學期生活費約 1000 美金(視個人情況而定)。 

5. 提供接機。 

6. 學校網址：http://daffodilvarsity.edu.bd/ 

 

11. 蒙古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全球領導大學 

Global Leadership 

University 

無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選送之交換生於該校學習以英語授課之課程，另可選修蒙古語課程。學
生一學期至少研修 12 學分。 

3. 學校安排附近飯店住宿(需自費)。 

4. 學校網址：http://glu.edu.mn/  

 

 

12. 菲律賓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馬尼拉雅典耀大

學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TOFEL (Paper based test) 550 

TOFEL (Internet based test) 79 

IELTS 6.0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春季班開學為十二月/一月。 

3. Exchange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take a minimum of 12 units and a maximum  

of 15-18 units. Most subjects have 3 (American) credits or 6 ECTS. 

4. 大學部學生不得選修研究所課程。 

5. 提供宿舍(需自費)。 

5. 6. 學校網站：http://www.ateneo.edu/  

 

 

13. 芬蘭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于韋斯屈萊應用

科技大學 

JAMK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CEF B1(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以上之同等英檢成績證明。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不提供宿舍，需自行在外租屋。 

3. 每月生活費約 750 歐元(視個人情況而定)。 

4. 春季班開學為十二月/一月。 

5. 學校網址：https://www.jamk.fi/en/ 

 

14. 立陶宛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維爾紐斯大學 

Vilnius University 

無 一學年 2 

注意事項 

http://daffodilvarsity.edu.bd/
http://glu.edu.mn/
http://www.ateneo.edu/
https://www.jamk.fi/en/


1. 免繳對方學費。 

2. 提供宿自費約 90 歐元/月。 

3. 每月生活費約 750 歐元(視個人情況而定)。 

 

學校網址：https://www.vu.lt/en/studies/exchange-students 

 

 

15. 匈牙利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布達佩斯城市大

學 

Budapest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無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待確認，請同學與國合處及國合老師保持聯繫。 

學校網址：http://www.metropolitan.hu/en/ 

 

 

16. 義大利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米蘭新美術學院 

Nuova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Milano Italia 

無 一學期 1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不提供宿舍，需自行在外租屋。 

3. 每月生活費約 900 歐元(視個人情況而定)。 

4. 春季班開學為十二月/一月。 

5. 學校網址： http://www.naba.it/en 

 

 

法語組： 

17. 法國 

學校名稱 其他外語語檢條件 研習時間 名額 

天主教高等教育

學院(ICES) 

Institut catholique 

d'études 

supérieures 

法語 B1 程度語言檢定證書或教師推薦信 一學期 6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提供交換生語言中心免費法語課程。 

3. 生活費: 700 歐/月，可申請宿舍(校外)約 350 歐/月，需另繳兩個月押金、

保證金約一到兩個月租費用。學校可提供住宿申請資訊，依學校提供之住
宿資料為準。 

4. 需自付學生保險(約 250 歐)、社會保險(約 50 歐)，費用僅供參考。需預備
國際保險(向台灣保險公司申請) 。 

5. 該校無提供接機，但是星期一~五提供免費火車站接駁。 

6. 學校網址：http://www.ices.fr/index2.php?p=eng_accueil 

7. 國際學生專頁：
https://ices.fr/l-international/come-and-study-in-france-welcome/ 

艾克斯-馬賽 

第一大學 

Université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法語 B1 程度語言檢定證書 (TCF B1:350 以上

Delf B1 : 70) 
一學期 1 

https://www.vu.lt/en/studies/exchange-students
http://www.metropolitan.hu/en/
http://www.naba.it/en
http://www.ices.fr/index2.php?p=eng_accueil


d’Aix-Marseille I 

AMU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提供交換生語言中心免費法語課程。 

3. 交換生僅能選修該藝術文學語言人文科學學院(Arts, Lettres, Langues et 

Sciences Humaines,ALLSH)開設之課程。 

4. 生活費約 700 歐/月。可申請宿舍(自費)，約 350~400 歐/月(費用僅供參
考) ，需另繳兩個月押金、保證金約一到兩個月租費用。 

5. 自付學生保險(約 250 歐)、社會保險(約 50 歐)，費用僅供參考。需預備國
際保險(向台灣保險公司申請) 。 

6. 學校網址：http://www.univ-amu.fr/ 

7. 藝術文學人文科學學院網址：
http://dri.univ-amu.fr/fr/etudiants-entrants-programme-dechange-allsh 

8. 國際學生專頁：
http://dri.univ-amu.fr/fr/etudier-a-amu/etudiants-programme-dechange 

 

18. 比利時 

 

德語組： 

19. 德國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新魯汶大學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UCL 

Application Deadline: 

May 15 

法語 B2 程度語言檢定證書 一學期 3 

互惠條件及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提供交換生語言中心免費法語課程。 

3. 交換生僅能選修該校哲學藝術文學院( Faculté de philosophie, arts et lettres)開
設之課程。 

4. 需預備國際保險(以台灣保險公司申請)。 

5. 生活費約 800 歐/月，需另繳兩個月押金、保證金約一到兩個月租費用。 

6. 可申請宿舍(自費)。詳細住宿資訊敬請參考：
http://www.uclouvain.be/en-logement.html 

*http://www.uclouvain.be/en-77335.html(租屋配對網站) 

7. 學校網址：http://www.uclouvain.be/ 

8. 哲學藝術文學院 :http://www.uclouvain.be/319588.html 

9. 國際學生專頁：http://www.uclouvain.be/359527.html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美因茲大學 

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ät  

Mainz 

B1 級德語檢定考試通過尚可等級。 
一學期 2 

一學年 2 

注意事項 

1. 只接受四技三年級以上及二技四年級同學申請。(五專、二技三年級不受
理) 

2. 免繳對方學費。 

3. 提供宿舍（自費），費用依所分配之宿舍房型而異。 

→ http://www.studierendenwerk-mainz.de/index.php?id=preise&L=1 

4. 開學前將提供約三週左右語言課程 

→ http://www.issk.uni-mainz.de/41.php#Erasmus 

5. 提供 uddy System: 

http://www.univ-amu.fr/
http://dri.univ-amu.fr/fr/etudiants-entrants-programme-dechange-allsh
http://www.uclouvain.be/en-logement.html
http://www.uclouvain.be/en-77335.html
http://www.uclouvain.be/
http://www.studierendenwerk-mainz.de/index.php?id=preise&L=1
http://www.issk.uni-mainz.de/41.php#Erasmus


→ http://www.studierendenwerk-mainz.de/index.php?id=220&L=1 

6. 學校網址：http://www.uni-mainz.de/ 

德國美因茲大學 

翻譯學院 

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ät Mainz 

FTSK in 

Germersheim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德語檢定 B2+以上 
一學期 

一學年 
4 

注意事項 

Solid Knowledge on German culture + literature is required! 

For German Studies only! (Kurse nur am Arbeitsbereich Germanistik) 

校區地點： Germersheim (ca. 120 km south of Mainz) 

注意：需線上與對方學校面談，對方學校保留最終決定權。 

網站：http://www.fb06.uni-mainz.de/ 

萊比錫大學 

Universität Leipzig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B1 級德語檢定考試通過尚可等級。 
一學期 3 

一學年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提供宿舍（自費），費用依所分配到的宿舍而異。 

   → http://www.studentenwerk-leipzig.de/wohnen 

3. 開學前將提供約三週左右語言課程，可於申請入學時提出申請(需自費)。 

4. 提供 Buddy System: 

Academic buddies: → http://www.zv.uni-leipzig.de/studium/studium-inter   

national/allgemeine-informationen/zu-beginn-des-studiums/meine-fakultaet.htm

l 

  Social buddies: → http://www.studentenwerk-leipzig.de/wohnen/tutoren 

5. 學校網址：http://www.uni-leipzig.de/ 

西薩克森應用科

技大學 

Westsächsische 

Hochschule 

Zwickau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B1 級德語檢定考試通過尚可等級。 一學期 4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但須付國際學生雜費約 116 歐元(2012 年秋季費用僅供參
考)。 

2. 提供宿舍（自費），分別為 Eckersbach(約 158 歐/月)和 Zentrum(約 178 歐/

月)，需另付押金 260 歐 (2012 年秋季費用僅供參考)。 

→ https://www.fh-zwickau.de/index.php?id=wohnheime0 

3. 得依學校安排擔任中文課助教。 

4. 學校網址：http://www.fh-zwickau.de/ 

天主教艾希特英

格斯塔大學 

Katholische 

Universität 

Eichstätt-Ingolstad

t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B1 級德語檢定考試通過尚可等級。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提供宿舍（自費）→ http://www.ku.de/en/international-office/incoming- 

students/where-to-live-in-eichstaett-ingolstadt/ 

3. 開學前將提供約三週左右語言課程，可於申請入學時提出申請(需自費). 

4. 提供 Buddy System 

5. 學校網址：http://www.ku.de/en/home/ 

康斯坦斯應用科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http://www.studierendenwerk-mainz.de/index.php?id=220&L=1
http://www.uni-mainz.de/
http://www.fb06.uni-mainz.de/
http://www.studentenwerk-leipzig.de/wohnen
http://www.zv.uni-leipzig.de/studium/studium-
http://www.studentenwerk-leipzig.de/wohnen/tutoren
http://www.uni-leipzig.de/
https://www.fh-zwickau.de/index.php?id=wohnheime0
http://www.fh-zwickau.de/
http://www.ku.de/en/international-office/incoming-


 

 

20. 奧地利 

學大學 

Hochschule 

Konstan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B1 級德語檢定考試通過尚可等級。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安排校內住宿，費用依不同住宿地點而不同，約 240-450 歐元/月，住宿
相關訊息請參閱: http://www.seezeit.com/EN/Wohnen/Konstanz/ 

3. 課程以德文/英文授課，課程相關訊息請參閱: 

http://www.htwg-konstanz.de/Study-Options.1062.0.html 

4. 春季班開學為三月。 

5. 學校網址：http://www.htwg-konstanz.de/ 

德國慕尼黑應用

語言大學 

SDI – 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 

Sprachen 

(München)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德語 A2 以上程度 
一學期/一學年 

(自費生) 
不限 

注意事項 

1. Selection by academic performance +interview 

2. 學校網址: http://www.sdi-muenchen.de/ 

3. International Office SDI:  

http://www.sdi-muenchen.de/hochschule/info/auslandsamt/welcome-center/ 

4. 住宿相關訊息請參閱: 

http://www.studentenwerk-muenchen.de/internationales/das-servicepaket-fuer

-internationale-austauschstudierende/ 

 

Free Mover: 學費請詳見 http://www.sdi-muenchen.de/en/fak/gebuehren/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喬安內姆高等學

校 

FH JOANNEUM 

GRAZ  

Gesellschaft mbH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B2 級德語檢定考試通過尚可等級。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限傳藝系學生申請並須符合上述德文語檢規定。 

2. 免繳對方學費。 

3. Fact Sheet (2016-17) 

http://www.fh-joanneum.at/global/show_document.asp?id=aaaaaaaaaaiwgwm

&download=1 

4. 住宿費用: 250-400 歐元/月，參考網址: http://housing.oead.at/en/ 或
housing-graz@oead.at。 

5. 交換生抵達後需繳交學生會費 18.70 歐元，並需購買奧地利健康保險，費
用約 52.68 歐元。 

6. 提供學伴接機安排。 

7. 學校網址：http://www.fh-joanneum.at/ 

維也納大學 

University of 

Vienna,  

Language Center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無    (no language requirements) 
一學期/一學年 

(自費生) 
不限 

注意事項 

1. Selection by academic performance +interview 

2. 學校網址: https://sprachenzentrum.univie.ac.at/ 

3. Course Inf.: 

http://www.htwg-konstanz.de/Study-Options.1062.0.html
http://www.htwg-konstanz.de/
http://www.sdi-muenchen.de/
http://www.sdi-muenchen.de/hochschule/info/auslandsamt/welcome-center/
http://www.studentenwerk-muenchen.de/internationales/das-servicepaket-fuer-internationale-austauschstudierende/
http://www.studentenwerk-muenchen.de/internationales/das-servicepaket-fuer-internationale-austauschstudierende/
http://www.sdi-muenchen.de/en/fak/gebuehren/
http://www.fh-joanneum.at/global/show_document.asp?id=aaaaaaaaaaiwgwm&download=1
http://www.fh-joanneum.at/global/show_document.asp?id=aaaaaaaaaaiwgwm&download=1
http://housing.oead.at/en/
mailto:或housing-graz@oead.at
mailto:或housing-graz@oead.at
https://sprachenzentrum.univie.ac.at/


 

 

西語組： 

21. 西班牙 

學校名稱 其他外語語檢條件 研習時間 名額 

薩拉曼卡大學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無 一學期 不限 

注意事項 

1. 交換生於該校語言中心修課，需繳對方學校語言課程學費。 

2. 只接受四技及五專生申請。 

3. 費用參考：課程每 10 周為一季，1685 歐元。(參考網址: 

http://cursosinternacionales.usal.es/index.php/es/cursos-de-lengua-y-cultura/item

/270-precios-2014) 

4. 住宿安排暨費用，請參考網址：
http://cursosinternacionales.usal.es/index.php/en/alojamiento 

*註：交換生第一個月需由學校安排寄宿家庭(費用另計)，期滿後可自行決
定續住寄宿家庭或另行租屋。 

5. 學校網址：http://www.usal.es/web-usal/ 

卡斯提亞拉曼查大
學 

Universidad de 

Castilla-La Mancha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1.西文檢定 DELE B1(含)以上 

2.FLPT 筆試 150 分(含)以上及口試 S2(含)以上  
一學期 5 

ESPACU 自費生無需西檢成績 
一學期 

(自費生) 
5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校學雜費。(ESPACU 自費生須付學費) 

2. 生活相關資訊(含 housing 及預估費用)請參考網址：
http://www.uclm.es/english/students.asp (可自行點閱「housing」或「Cost of 

Living in Castilla-La-Mancha: a rough guide」瞭解。) 

3. 學校網址：http://www.uclm.es/  

阿維拉天主教大學 

Universidad 

Católica Santa 

Teresa de Jesús de 

Á vila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1.西文檢定 DELE B1(含)以上 

2.FLPT 筆試 150 分(含)以上及口試 S2(含)以上 

上述語檢成績二擇一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校學雜費。 

2. 於本校至少須就讀一年以上才可申請。 

3. 住宿資訊：
https://www.ucavila.es/rrii/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

9&Itemid=14&lang=es 

4. 生活相關資訊：
https://www.ucavila.es/rrii/downloads/Guia%20Internacional%20final%202013.

pdf 

5. 學校網址：https://www.ucavila.es/ 

馬帝爾天主教瓦倫
西亞聖文森大學 

Universidad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1.西文檢定 DELE B1(含)以上 

2.FLPT 筆試 150 分(含)以上及口試 S2(含)以上 
一學年 3 

https://sprachenzentrum.univie.ac.at/deutschkurse/semesterkurse/ 

4. Living cost: http://www.studyinaustria.at/ 

http://cursosinternacionales.usal.es/index.php/en/alojamiento
http://www.usal.es/web-usal/
http://www.uclm.es/english/students.asp
http://www.uclm.es/
https://www.ucavila.es/rrii/downloads/Guia%20Internacional%20final%202013.pdf
https://www.ucavila.es/rrii/downloads/Guia%20Internacional%20final%202013.pdf
https://sprachenzentrum.univie.ac.at/deutschkurse/semesterkurse/
http://www.studyinaustria.at/


Católica de 

Valencia San 

Vicente Mártir 

上述語檢成績二擇一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校學雜費。 

2. 於本校至少須就讀一年以上才可申請。 

3. 住宿資訊：學校無宿舍，須在外面租屋。 

4. 生活相關資訊：
http://www.ucv.es/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student-studying-at-ucv/why-

with-us  

5. 學校網址：http://www.ucv.es/ 

瓦拉多利大學  

La University de 

Valladolid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1.西文檢定 DELE B1(含)以上 

2.FLPT 筆試 150 分(含)以上及口試 S2(含)以上 

上述語檢成績二擇一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校學雜費。 

2. 於本校至少須就讀一年以上才可申請。 

3. 住宿資訊：學校無宿舍，須在外面租屋。 

4. 生活相關資訊： http://relint.uva.es/ES/cities.asp 

5. 學校網址：http://relint.uva.es/ultimas/ultimas.asp 

 

22. 智利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聖多瑪斯大學
Universidad Santo 

Tomas 

1.西文檢定 DELE B1(含)以上 

2.FLPT 筆試 150 分(含)以上及口試 S2(含)以上 

上述語檢成績二擇一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校學雜費。 

2. 可協助接機、提供校外住宿資訊(需自費)。 

3. 生活費建議：平均 800~1000 美元/月(含膳食 190 美元/月；住宿 350 美元或

以上/月；交通 70 美元/月；其他花費 110 美元或以上/月)，以上費用僅供參
考。 

4. 學校網址：http://www.ust.cl/ 

 

 

23. 墨西哥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阿納瓦克大學
Universidad 

Anáhuac México 

Sur 

1.西文檢定 DELE B1(含)以上 

2.FLPT 筆試 150 分(含)以上及口試 S2(含)以上 

上述語檢成績二擇一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校學雜費。 

2. 可協助接機、提供校外住宿資訊(需自費 200-250USD)。 

3. 生活費建議：平均 800~1000 美元/月，以上費用僅供參考。 

4. 學校網址：http://www.anahuac.mx/mexico/ 

瓜達拉哈拉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http://www.ucv.es/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student-studying-at-ucv/why-with-us
http://www.ucv.es/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student-studying-at-ucv/why-with-us
http://www.ucv.es/
http://relint.uva.es/ultimas/ultimas.asp
http://www.ust.cl/
http://www.anahuac.mx/mexico/


自治大學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Guadalajara 

1.西文檢定 DELE B1(含)以上 

2.FLPT 筆試 150 分(含)以上及口試 S2(含)以上 

上述語檢成績二擇一 

一學期 

或 

一學年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校學雜費。 

2. 可協助接機、提供校外住宿資訊(需自費 150-250 USD)。 

3. 生活費建議：平均 500~700 美元/月，以上費用僅供參考。 

4. 學校網址：http://www.uag.mx/ 

 

24. 祕魯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聖瑪利亞 

天主教大學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Santa 

María 

1.西文檢定 DELE B1(含)以上 

2.FLPT 筆試 150 分(含)以上及口試 S2(含)以上 

上述語檢成績二擇一 

一學期 

或 

一學年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校學雜費。 

2. 可協助接機、提供校外住宿資訊(需自費 200-250 USD)。 

3. 生活費建議：平均 600~800 美元/月，以上費用僅供參考。 

4. 學校網址：http://www.ucsm.edu.pe/ 

 

25. 巴拉圭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巴拉圭 

天主教大學 

Universidad 

Católica Nuestra 

Señora de la 

Asunción 

1.西文檢定 DELE B1(含)以上 

2.FLPT 筆試 150 分(含)以上及口試 S2(含)以上 

上述語檢成績二擇一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校學雜費。 

2. 可協助接機、提供校外住宿資訊(需自費 150-250 USD)。 

3. 生活費建議：平均 400~600 美元/月，以上費用僅供參考。 

4. 學校網址：http://www.universidadcatolica.edu.py/ 

 

 

 

 

日語組： 

26. 日本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高知縣立大學

University of 

Koichi 

符合日文系日語能力檢定標準畢業門檻。 

(二技三年級同學以通過二級為主) 
一學年 2 

注意事項 

http://www.uag.mx/
http://www.ucsm.edu.pe/
http://www.universidadcatolica.edu.py/


1. 免繳對方學費。 

2. 女生提供免費宿舍，但需另負擔水電費及管理費。(註:2010 年起改制為男

女同校，但無提供男生宿舍)。 

3. 學校網址: http://www.u-kochi.ac.jp/index.html 

鹿児島純心女子

大學 

Immaculate Heart 

College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符合日文系日語能力檢定標準畢業門檻。 

(以通過二級為主) 
一學年 3 

注意事項 

1. 限五專部四年級以上及大學部申請。 

2. 限女性。 

3. 免繳對方學費。 

4. 提供宿舍(自費)，參考網址: 

http://www.k-junshin.ac.jp/jundai/ja/campus/dormitory.html 

5. 每月提供日幣 3 萬元獎學金(日本交流協會受獎生無該補助) 

6. 學校網址：http://www.k-junshin.ac.jp/jundai/ 

 

新潟大學 

Nigata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無 一學年 2 

注意事項 

1. 限大學部三年級以上申請，不接受五專生。 
2. 免繳對方學費。 

3. 可申請宿舍(自費)或校外合作公寓，參考網址：
http://www.niigata-u.ac.jp/intl/ (請由左側選單點選「留学生向け生活情報」

即可查詢相關資訊。) 

4. 學校網址：http://www.niigata-u.ac.jp/ 

 

佐賀大學 

Saga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符合日文系日語能力檢定標準畢業門檻。 

(二技三年級同學以通過二級為主) 
一學年 3 

注意事項 

1. 限大學部三年級以上申請，不接受五專生。 
2. 免繳對方學費。 

3. 日本語クラス 6 レベルのうちの中級Ｉ（3 レベル）に入ると英語のク
ラスは取れない。 

4. 學校網址：http://www.isc.saga-u.ac.jp/index.html 

 

 

神田外國語大學 

Kanda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符合日文系日語能力檢定標準畢業門檻。 

(以通過二級為主)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開放申請以下宿舍(需自費)，實際仍須以學校分配為主：谷津寮(近谷津車

站)、本鄉寮(近幕張本鄉車站，限女生) 、留學生別科寮(距幕張本鄉站約

20 分鐘，男女皆可)。各宿舍費用參考網址：

http://www.u-kochi.ac.jp/index.html
http://www.k-junshin.ac.jp/jundai/ja/campus/dormitory.html
http://www.k-junshin.ac.jp/jundai/
http://www.niigata-u.ac.jp/intl/
http://www.niigata-u.ac.jp/
http://www.isc.saga-u.ac.jp/index.html


http://www.kandagaigo.ac.jp/kuis/facilities/dormitory/ 

3. 學校網址：http://www.kandagaigo.ac.jp/kuis/ 

 

清泉女子大學 

Seisen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符合日文系日語能力檢定標準畢業門檻。 

(五專四年級以上並通過二級為主) 
一學年 3 

注意事項 

1. 男性亦可。 
2. 免繳對方學費。 
3. 協助安排宿舍(自費)，參考網址: 

http://www.seisen-u.ac.jp/campus/01guide/03dormitory.html  

4. 提供 1名學生每個月日幣 4萬元×10個月獎學金 (獲獎生不得再申請日本
交流協會及學海飛颺獎學金) 

5. 學校網址：http://www.seisen-u.ac.jp/ 

北九州市立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Kitakyushu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符合日文系日語能力檢定標準畢業門檻。 

(以通過二級為主) 
一學期 6 

注意事項 

1. 限五專部四年級以上及大學部申請。 

2. 免繳對方學費。 

3. 無提供校內宿舍，須自行於校外租屋。 

4. 交換生須加入日本健保計畫，保費約 17,000 円/年。 

5. 生活費約 80,000 円/月。 

6. 有接機服務，但僅於規定日期提供。 

7. 學校網址：http://www.kitakyu-u.ac.jp/index.html  

名古屋學院大學

Nagoya Gakuin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符合日文系日語能力檢定標準畢業門檻。 

(以通過二級為主)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限五專部四年級以上及大學部申請。 

2. 免繳對方學費。 

3. 校內宿舍費用約 30,000 円或 35,000 円/月(含水電費，須另付 5,000 円押金)；

校外 seminar hourse 別館約 27,000~38,000 円/月(含水電費，限女生，須

另付 5,000 円押金)；校外契約宿舍 40,000 円/月(含早晚膳食、不含水電

費)；民間公寓約 50,000 円/月(須另付 200,000 円保證金及水電費)。 

4. 學校網址：http://www.ngu.jp/ 

明星大學 

Meisei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符合日文系日語能力檢定標準畢業門檻。 

(以通過二級為主) 
一學年 1 

注意事項 

1. 限五專部四年級以上及大學部申請。 

2. 免繳對方學費。 

3. 交換生只得選修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Humanities 所開設 

  之課程。 

http://www.kandagaigo.ac.jp/kuis/facilities/dormitory/
http://www.kandagaigo.ac.jp/kuis/
http://www.seisen-u.ac.jp/campus/01guide/03dormitory.html
http://www.seisen-u.ac.jp/
http://www.kitakyu-u.ac.jp/index.html
http://www.ngu.jp/


  系所網址: http://www.meisei-u.ac.jp/academics/humanities/international/ 

4. 無提供校內宿舍，須自行於校外租屋。 

5. 交換生依規定須加入日本健保計畫。 

6. 生活費約 400,000 円/學期。 

7. 可提供接機安排，但學生須自付費用。 

學校網址：http://www.meisei-u.ac.jp/ 

京都外國語大學

Kyot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符合日文系日語能力檢定標準畢業門檻。 

(二技三年級同學以通過二級為主) 
一學年 1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參考網址： 

https://www.kufs.ac.jp/faculties/int_japanese.html 

http://www.kufs.ac.jp/en/partner/index.html 

http://www.kufs.ac.jp/en/partner/index.html 

http://www.kufs.ac.jp/en/partner/apply.html 

橫濱國立大學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符合日文系日語能力檢定標準畢業門檻。 

(二技三年級同學以通過二級為主) 
一學年 5 

注意事項 

1. 限大學部二年級以上、五専部四年級以上申請。 

2. 学費：12 ヶ月間 296,000 円、6 ヶ月間 148,000 円。 

3. 学生寮有：峰沢国際交流会館：月額 10,500 円＋光熱水費、留学生会館：

月額 14,800 円＋光熱水費 

4. 横浜国立大学 HP：http://www.ynu.ac.jp/ 

5. 国際教育センターHP：http://www.isc.ynu.ac.jp/ 

 

琉球大學 

University of 

Ryukyus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無 一學年 2 

注意事項 

1. 限大學部二年級以上申請。 

2. 免繳對方學費。 

3. 春季班開學為 4 月。 

名古屋外國語大

學 Nagoya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符合日文系日語能力檢定標準畢業門檻。 

(二技三年級同學以通過二級為主) 
一學年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參考網址：http://nufs-exchanges.jp/ 

相模女子大學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https://www.kufs.ac.jp/faculties/int_japanese.html
http://www.kufs.ac.jp/en/partner/index.html
http://www.kufs.ac.jp/en/partner/index.html
http://www.kufs.ac.jp/en/partner/apply.html
http://www.ynu.ac.jp/
http://www.isc.ynu.ac.jp/
http://nufs-exchanges.jp/


Sagami Women’s 

University 

 

日文檢定 N1 一學年 1 

注意事項 

1. 須通過日文檢定 N1 級 
2. 限大學部三年級以上申請。 
3. 限女性。 
4. 免繳對方學費。 

5. 學校網址：http://www.sagami-wu.ac.jp/ 

 

国立千葉大学 

Chiba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符合日文系日語能力檢定標準畢業門檻。 

(以通過二級為主) 
一學年 1 

注意事項 

1.千葉大學的交換留學生資格限大學部二年級以上申請。 

2.免繳對方學費 

3.因申請手續無法於春季學期的截止日前完成， 

  故交換留學的時期為 2018 年 9 月開始的 1 年期間。 

4.繳交申請資料的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2 月底。 

5. 參考網址：http://www.chiba-u.ac.jp/ 

 

東洋大學 

TOYO University 

符合日文系日語能力檢定標準畢業門檻。 

(以通過二級為主) 
一學年 2 

注意事項 

1. 限大學技部１年級以上申請。 

2. 免繳對方學費。 

3. 無提供學生宿舍) 

4. 學校網址 homepage：http://www.toyo.ac.jp/ 

5. TOEIC650 点以上および N2 以上（ただし、英語による授業を履修する場  

6. 合には、CEFR B2 相当の英語力を推奨する） 

5. 日本語の授業： 

－NEST Program  

  http://www.toyo.ac.jp/site/english-ep/nest.html 

 －留学生用日本語クラス 

※募集要項：http://www.toyo.ac.jp/site/grs/exchange-program.html 

神戶女學院大學 

Kobe College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符合日文系日語能力檢定標準畢業門檻。 

(以通過二級為主) 
一學年 4 

注意事項 

1. 学費：全額免除 

2. 女子学生に限る（大学 1 年生相当以上） 

3. 学生寮あり：寮費 25,000 円/月、食事なし（自炊）水道・電気代等別。 

大学 HP：http://www.kobe-c.ac.jp/ 

http://www.sagami-wu.ac.jp/
http://www.toyo.ac.jp/
http://www.toyo.ac.jp/site/english-ep/nest.html
http://www.toyo.ac.jp/site/grs/exchange-program.html


国立福井大學 

Fukui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プログラムＡ（英語で授業を受ける）： 

TOEFL ITP(PBT) 500 以上 

 

プログラムＢ（日本語で授業を受ける）： 

日本語検定 N2 以上 

一學年 3 

注意事項 

1. 限大學技部 2 年級以上申請。 

2. 免繳對方學費。 

3. 學校網址 homepage：http://www.u-fukui.ac.jp/ 

4. 応募書類は、以下ウェブページからダウンロードできます 

http://www.u-fukui.ac.jp/international/studying_abroad/program/exchange

/application/ 

 

 

華語暨東南亞語組： 

27. 越南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河內國家大學所
屬外國語學院 

National Vietnam 

University, Hanoi 

無 一學期 1(校級名額) 

*系級名額(1 名)將由應華系自行甄選推薦 一學期 1(系級名額) 

注意事項 

1. 限大二以上學生報名，修過越南文或華語教學學程者優先考量。 

2. 免繳對方學費。 

3. 須選修該校外語系課程（中文專業課程與越語課程至少各一門）。另擔任
每周至少 4 小時華語教學工作。 

4. 提供免費宿舍。 

5. 學校網址：http://www.vnu.edu.vn/en/contents/index.php?ID=818 

胡志明市師範大
學 

Ho Chi Minh City 

Normal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無 一學期 1(校級名額) 

*系級名額(1 名)將由應華系自行甄選推薦 一學期 1(系級名額) 

注意事項 

1. 限大二以上學生報名，修過越南文或華語教學學程者優先考量。 

2. 免繳對方學費。 

3. 須選修該校外語系課程（中文專業課程與越語課程至少各一門）。另擔任每
周至少 4 小時華語教學工作。 

4. 學校網址：http://tinhocsupham.edu.vn/ 

 

28. 馬來西亞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南方大學學院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無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須選修該校中文系相關課程。 

3. 學校網址：http://www.sc.edu.my/ 

http://www.u-fukui.ac.jp/
http://www.u-fukui.ac.jp/international/studying_abroad/program/exchange/application/
http://www.u-fukui.ac.jp/international/studying_abroad/program/exchange/application/
http://www.vnu.edu.vn/en/contents/index.php?ID=818
http://tinhocsupham.edu.vn/
http://www.sc.edu.my/


 

 

29. 大陸 

學校名稱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中國人民大學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無 一學期 4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須於對等科系/年級之班級隨班上課，無法跨系/年級選課，故若希望選修不
同科系或年級所開課程之同學，請慎選。 

3. 僅可申請一般生宿舍(需自費) 並由校方安排分配，約 500 人民幣/一學期。 

4. 學校網址：http://www.ruc.edu.cn/ 

安徽大學 

Anhui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無 一學期 4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上課校區為磬苑校區(新校區)，宿舍及新校區間有校車往返，車程約 25

分鐘。 

3. 可安排宿舍(需自費)，雙人間(內有洗手間)及提供熱水、網路；25 人民幣
/日(住宿費以日計算)，宿舍押金 300 人民幣。 

4. 同一學校交換生同機抵達可免費接機一次，超過次數每次收費 200 元人
民幣。 

5. 安徽在地生活資訊：http://zsb.ahu.edu.cn/class_type.asp?zsbid=116 

6. 本科專業簡介：http://zsb.ahu.edu.cn/class_type.asp?zsbid=45 

7. 學校網址:http://www.ahu.edu.cn/ 

上海外國語大學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無 一學期 3 

注意事項 

1. 大學部只接受出國當期為大學二~三年級(專五、二技三、四技二~三)同學申
請。 

2. 免繳對方學費。 

3.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分數達 80 分。 

4. 須於對等科系/年級之班級隨班上課，無法跨系/年級選課，故若希望選修不
同科系或年級所開課程之同學，請慎選。另外，應華系對等該校之科系為
對外漢語教學，若為口語表述模組之學生，請詳慮。課程請參考
http://www.oaa.shisu.edu.cn/Default.aspx?tabid=92&language=zh-CN。 

5. 學校提供宿舍，四人間，每學期 750 人民幣/人。公寓樓每個樓層有公共盥
洗室及浴室，浴室洗澡使用充值卡。 

6. 學校網址: www.shisu.edu.cn 

北京外國語大學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無 一學期 4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學校提供宿舍(免費)。 

3. 學校網址: http://www.bfsu.edu.cn/ 

重慶大學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http://www.ruc.edu.cn/
http://zsb.ahu.edu.cn/class_type.asp?zsbid=116
http://zsb.ahu.edu.cn/class_type.asp?zsbid=45
http://www.ahu.edu.cn/
http://www.oaa.shisu.edu.cn/Default.aspx?tabid=92&language=zh-CN
http://www.sandau.edu.cn/cweb/index/
http://www.sandau.edu.cn/cweb/index/


Chongquing 

University 
無 一學期 4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學校提供宿舍(需自費)。普通學生宿舍 800-1200 人民幣/每學年（實際金額
依不同設施的宿舍收費）。 

3. 在線課程查詢:大學生 http://jwc.cqu.edu.cn  

研究所：http://yz.cqu.edu.cn/ 

4. 學校網址: http://www.cqu.edu.cn/ 

中國傳媒大學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無 一學期 4 

注意事項 

1. 免繳對方學費。 

2. 學校提供宿舍(需自費)。校內學生宿舍 40-50 元人民幣(雙人間)/天；宿舍

押金 1000 元人民幣。 

3. 生活費每學期約 6000 元人民幣。 

4. 有機會獲得中國傳媒大學校際交換生獎學金，約 3000 元人民幣，由傳媒
大學擇優評選。 

5. 提供免費接機服務。(機場搭乘計程車自行前往單程約需 100 元人民幣) 

6. 港澳臺學生在學習期間，需購買全程的醫療保險,學生可在註冊的時候購
買學校之在華人身保險和醫療保險，保險資訊詳見 http://www.lhgj.net/ 

7. 有關學校各項服務查詢: http://zchq.cuc.edu.cn/ 

8. 學校網址: http://www.cuc.edu.cn/ 

華中科技大學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外語語檢特殊規定 研習時間 名額 

無 一學期 2 

注意事項 

1. 新生與大陸學生在各相關專業院系進行同課堂學習。 

2. 交流生與大陸學生一起居住，居住標準為四人間，寢室裝有空調，住宿
費標準為 500 元-800 元/學期。學生可申請在校外居住。 

3. 港澳臺校際交流學生目前暫未納入基本醫療保險範圍，學生來校前應自
行購買相關健康及意外傷害保險。 

4. 武漢生活費標準約為 1000-1800 元/月(僅供參考)。 

5. 春季班開學為 2 月。 

6. 本科生專業列表：http://zsb.hust.edu.cn/board/board_3.html 

 

 請注意：赴大陸港澳地區學校研修者，按規定不得領取任何教育部來源獎學金。 

 各校名額如有變動，以本處最新公告為準。 

 以上各校交流條件如有變動，依各校規定調整之，本處得留修正之權利，亦不負賠償責

任，申請者不得異議。 

 以上各校所列出之費用皆為參考用，實際費用仍須依入學當學期(年度)交流學校之通知

為準，申請者不得異議。 

 

 

http://yz.cqu.edu.cn/
http://www.cqu.edu.cn/
http://zsb.hust.edu.cn/board/board_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