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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組學校 
 朱尼亞塔大學  

Juniata College 
 朱尼亞塔學院位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私立文理學院，成立於 1876 年，

在 2020 Times Higher Education 排名全美 200 名。 
 該校網站：https://www.juniata.edu/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免住宿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僅限大二至大四學生申請。 
3. 該校建議須持有 TOEFL iBT 80 分以

上之英語能力，且不接受多益
(TOEIC)成績單為英文能力證明。 

4. 該校提供雙聯學位課程，符合該校成
績要求者可自費續留一學期，並修習
課程，取得規定學分後將頒予該校之
學士學位證明。 

 
 威斯康辛大學雷河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River Falls 
 威斯康辛大學雷河分校是位於美國威斯康辛州河瀑的一所文科公立大學，

成立於 1874 年，2015 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在「中西部地區大學」
排名中將其列在第 69 位。 

 該校共有 5 個學院，分別為農業與環境科學院、藝術科學院、商業與經濟
學院、教育研究學院。 

 該校網站：https://www.uwrf.edu/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限大二至大四學生申請。 
3. GPA 2.25 以上。 
4. TOEFL ibt 78 分／IELTS 6.0 分，

TOEIC 需附口說及寫作英文成績。 
5. 該校不接受美國籍學生申請。 

 
 

https://www.juniata.edu/
https://www.uwrf.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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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吉納谷州立大學 
Saginaw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塞吉納谷州立大學位於美國密西根州的一所州立大學，成立於 1963 年，
在 2020 Times Higher Education 排名全美前 600 名。 

 該校有 5 個學院，分別為藝術與行為科學院、商業管理學院、教育學院、
健康與民政服務學院、工程與科技學院。 

 該校網站：https://www.svsu.edu/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免住宿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GPA 2.5 分以上。 
3. 托福 61 分或雅思 6.5 分以上。 

 
 塔毛利帕斯自治大學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Tamaulipas 
 塔毛利帕斯自治大學是一所位於塔毛利帕斯州維多利亞的墨西哥公立大

學，為塔毛利帕斯州學生數最多、佔地最廣的大學，在 QS 世界大學排名
中位於拉丁美洲前 350 名。至 2017 年，該校有 4 萬多名學生，23 個系
所，校區分布於 8 個城市 

 該校課程資訊：
https://www.uat.edu.mx/SACD/DC/Paginas/Oferta%20Educativa/Ofe
rta%20Educativa.aspx 

 該校網站：https://www.uat.edu.mx/SitePages/principal.aspx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3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托福

(iBT)  57 分以上、雅思(IELTS) 5.0
分、新版多益(New TOEIC) 750 分以
上或相當程度之其他語言檢定。 

3. 該校不提供住宿，僅協助租屋協助。 
4. 該地區生活費每月約$250-$300。 

 
 
 
 
 

https://www.svsu.edu/
https://www.uat.edu.mx/SACD/DC/Paginas/Oferta%20Educativa/Oferta%20Educativa.aspx
https://www.uat.edu.mx/SACD/DC/Paginas/Oferta%20Educativa/Oferta%20Educativa.aspx
https://www.uat.edu.mx/SitePages/principa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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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管理與傳播學院 
ISTC Strategies & Communications 
 該校位於法國巴黎一小時車程外的里爾。里爾是歐洲十字路口，旅客

可以經過這裡通往盧森堡與德國、比利時，也可以從荷蘭、英國與比
利時前往法國和西班牙。 

 該校提供法語以及英語授課課程，每年約有 70 名國際學生就讀。 
 學校網站：https://www.istc.fr/welcome/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4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托福

(iBT)  57 分以上、雅思(IELTS) 5.0
分、新版多益(New TOEIC) 750 分以
上或相當程度之其他語言檢定。 

3. 該校課程資訊：
https://www.istc.fr/welcome/。 

4. 該校住宿費每月約 240€-555€ 
 

 GEDH教育集團 
EFAP傳播學院、ICART藝術管理與國際行銷學院、EFJ新聞學
院 
 該校位於法國巴黎，由創辦人 Denis Huisman 於 1961 年所創立，其

聯盟共有三所學校，分別為 EFAP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ICART (School of Art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EFJ 
(School of new Journalism)，校區分布於四個法國城市(Bordeaux, 
Lille, Lyon, Paris)。 

 學校網址 EFAP：www.efap.com 
ICART：www.icart.fr  
EFJ：www.efj.fr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3/校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請於申請表註記交
換學校，未註記者視同未填寫此志
願)。 

2. 傳播課程以英法語授課、新聞課程僅
以法文授課，請同學考量自身語言能
力。 

3.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托福

https://www.istc.fr/welcome/
https://www.istc.fr/welcome/
http://www.efap.com/
http://www.efj.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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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T)  57 分以上、雅思(IELTS) 5.0
分、新版多益(New TOEIC) 750 分以
上或相當程度之其他語言檢定。 

4. 該校住宿費每月約 780€-850€。 
 

 湯瑪斯巴塔大學 
Tomas Bata University in Zlín 
 湯瑪斯巴塔大學位於捷克茲林的公立大學，創立於 2001 年，在 2020 

Times Higher Education 排名全球前 1000 名。 
 學校網址：https://www.utb.cz/en/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4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學士班僅限大二至大四學生申請。博

士生須先與該校討論研究主題，待該
校同意後始得申請。 

3. 延畢生不得申請。 
4. 申請者需具有 B1 以上英語程度，建

議具有 B2 以上為佳。 
5. 限選修該校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s, English 
Language, Applied Informatics, 
Technology 學院之課程。 

6. 若欲申請該校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s 學院，錄取者需
繳交「個人作品集」。作品集可提供
任何相關個人製作之影像、照片、設
計圖或設計成品等，相關資料請以紙
本並附 DVD 檔案交件，並以紙本加
註英文介紹與說明。 

7. 該校住宿費約每月 3200 克朗；該地
區生活費約每月 6000 克朗。 

 
 
 
 
 

https://www.utb.c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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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第三大學 
Roma Tre University 
 羅馬第三大學是一所位於義大利羅馬的公立大學，始建於 1992 年。

該校共有 8 個學院 12 個系所，共計有 3 萬 5 千名學生。 
 學校網址：http://www.uniroma3.it/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4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碩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該校主要以義大利語授課、少數英語

授課，請同學考量自身語言能力。 
3. 該校無宿舍，僅提供租屋資訊。 

 
 羅馬大學 

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 
 羅馬大學亦稱羅馬第一大學，是一所位於義大利羅馬的公立大學，始

建於 1303 年，為羅馬歷史最悠久的四所大學之一，也是義大利最崇
高的學府，在 2020 Times Higher Education 排名全球前 251-300
名。 

 學校網址：https://www.uniroma1.it/en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碩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相當義大利語 B1-B2 或英語 B1-B2

程度之語言檢定。 
3. 該校無宿舍，僅提供租屋資訊。 
4. 該地區生活費每月約 600€。 

 
 
 
 
 
 
 
 
 
 
 
 

http://www.uniroma3.it/
https://www.uniroma1.i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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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白尼大學 
Nicolaus Copernicus University in Toruń 
 哥白尼大學是一所位於托倫的公立大學，以波蘭著名的數學家與天文

學家尼古拉·哥白尼命名，在 2020 Times Higher Education 排名全
球前 1000 名。 

 學校網站：https://www.umk.pl/en/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4 

免學費 
免住宿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托福

(iBT)  57 分 以上、雅思(IELTS) 5.0
分、新版多益(New TOEIC) 750 分以
上或相當程度之其他語言檢定。 

 
 莫斯科國立大學 

Lomonosov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莫斯科國立大學於 1755 年建校，是俄羅斯最大和歷史最悠久的大

學，也是俄羅斯國內排名第一的大學，在 2020 Times Higher 
Education 排名全球前 189 名。 

 學校網站：https://www.msu.ru/en/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托福

(iBT)57 分以上、雅思(IELTS) 5.0 分、
新版多益(New TOEIC) 750 分以上或相
當程度之其他語言檢定。 

3. 該校秋季班以俄羅斯語授課，請同學考
量自身語言能力。 

4. 該校住宿費每月約 180-200€；該地區
每月生活費約 300-350€。 

 
 利耶帕亞大學 

Liepaja University 
 利耶帕亞大學位於拉脫維亞，建立於 1954 年的公立大學，共有 4 個學

院，分別為管理與社會科學院、工程與科學院、人文與藝術學院以及教
育學院。 

 學校網站：https://www.liepu.lv/en 

https://www.umk.pl/en/
https://www.msu.ru/en/
https://www.liepu.l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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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3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碩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托福

(iBT)  57 分 以上、雅思(IELTS) 5.0
分、新版多益(New TOEIC) 750 分以
上或相當程度之其他語言檢定。 

3. 該校不提供住宿，僅提供協助。 
4. 該地區花費每月約 430€。 

 
 泛歐洲大學 

Pan-European University 
 泛歐洲大學是一所位於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瓦的私立高等教育機

構，成立於 2004 年。該校海外師資豐富(俄羅斯、捷克、奧地利、美國
與香港等)，分布於五學院，分別為法學院、經濟與商務學院、大眾傳播
學院、資訊學院以及心理學院。 

 學校網站： https://www.paneurouni.com/en/home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3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碩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托福

(iBT)  57 分 以上、雅思(IELTS) 5.0
分、新版多益(New TOEIC) 750 分以
上或相當程度之其他語言檢定。 

3. 該地區生活費約每月 500€。 
 

 裴瑞秀大學 
University of Presov 
 裴瑞秀大學是一所位於東部普雷紹夫城市的公立大學，成立於 1997年，

該校共有 8 個學院，分別為藝術學院、希臘天主教神學院、人文與自然
學院、管理學院、教育學院、神學院、體育學院以及健康管理學院。 

 學校網站：https://www.unipo.sk/en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碩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托福

(iBT)  57 分 以上、雅思(IELTS) 5.0
分、新版多益(New TOEIC) 750 分以

https://www.paneurouni.com/en/home/
https://www.unipo.s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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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相當程度之其他語言檢定。 
 

 香港城市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城市大學是一所國際領先的公立研究型大學，位於香港九龍九龍塘，

前身為於 1984 年創立的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於 1994 年升格為大學，
該校在 2020 Times Higher Education 排名全球前 126 名。該校共有
10 個學院，分別有商學院、工學院、人文社會科學院、理學院等。 

 學校網站：https://www.cityu.edu.hk/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3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傳院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僅限大二或大三傳院學生，請申請者

先行查核該校課程是否與自身需求相
符。 

3. 外語能力：TOEFL79、IELTS6.5。 
4. 該校主要以英語授課，請同學考量自

身英語能力。 
5. 該校住宿資訊：Student Residence 

Office. 
 

 澳門大學 
University of Macau 
 澳門大學是澳門唯一一所綜合性公立大學，在 2020 Times Higher 

Education 排名全球前 350 名。 
 學校網站: https://www.um.edu.mo/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4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僅限大二或大三學生申請。 
3. 澳門學制期程與台灣差異甚大，故該

學校無法於每學年度之下學期（即春
季班）進行交換計畫。 

 
 
 
 
 

https://www.cityu.edu.hk/
http://www.cityu.edu.hk/sro/htm/e_apply1_nl_exchange.htm#a1
http://www.cityu.edu.hk/sro/htm/e_apply1_nl_exchange.htm#a1
https://www.u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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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曼大學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拉曼大學是一所位於馬來西亞著名私立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創校於

2002 年，有兩校區，分別為金寶校區與雙溪龍校區，在 2020 Times 
Higher Education 排名全球前 600 名。該校共有 16 個學院，分別
為醫療與衛生科學院、商務與財經學院、藝術與社會科學院、資訊與
傳播科技學院等。 

 學校網站: http://www.utar.edu.my/main.jsp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免住宿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年。 
2. GPA 2.5 分以上。 
3. 不得申請該校西醫學程。 
4. 該校主要以英語授課，請同學考量自身

英語能力。 
 

 東北公益文科大學 
Tohoku University of Community Service and Science 
 東北公益文科大學是一所日本私立大學，位於日本山形縣，成立於

2001 年，在 2020 Times Higher Education 排名全日本前 150 名。 
 學校網站: https://www.koeki-u.ac.jp/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1 

免學費 
免住宿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該校國際教養學部有英語授課課程。 
3. 日文零基礎者可選修額外日文課。 
4. 有缺額時得與日本組跨組流用。 

 
 
 
 
 
 
 
 
 
 
 

http://www.utar.edu.my/ma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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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拉茲國立教育大學 
Taraz State Pedagogical University 
 該校位於哈薩克圖爾克斯坦州，為該國南部知名的教育大學，共有八

個校區與四個系所，分別為人文學院、教育學院、自然科學院以及藝
術與體育學院。 

 該校每年約有 7 千名學生，其中約有 500 名來自他校交換學生。 
 學校網站：http://www.tarmpu.kz/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免住宿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托福

(iBT)  57 分 以上、雅思(IELTS) 5.0
分、新版多益(New TOEIC) 750 分以
上或相當程度之其他語言檢定。 

3. 該地區生活費最低約每月$100。 
4. 該校提供獎學金，金額由該校獎學金

評審委員會核定。 
 

  

http://www.tarmpu.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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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組學校 
 成均館大學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成均館大學為韓國歷史上最悠久的大學，創立於 1398 年，為學生人

數逾 3 萬 6 千名之私立研究型綜合大學，現由首爾和水原兩個校區構
成，在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位居全球前百大。該校目前有 11 個學
院，分別為孔子學院與東方哲學院、社會科學院、資訊與傳播工程學
院、經濟學院等。 

 學校網站：https://www.skku.edu/eng/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GPA 2.5 分以上。 
3. 申請時需持有至少一學年之成績單。 
4. 欲修讀該校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者，需持有 TOEFL 
ibt 80 分/IELTS 6.0 分以上以及
TOPIK3 級以上成績單。 

5. 該校韓語正規密集課程限英語系與日
文系同學選修。 

6. 該地區生活費每月約 500,000-
600,000 韓元。 

 
 中央大學 

Chung-Ang University 
 中央大學在 1953 年升格大學，有 33600 大學生，5200 研究生，

700 專任教授，500 教職員。2017 年韓國排行榜，中央大學整體第
七，戲劇系、電影系和攝影系最負盛名，均名列第一；2016 年 QS 世
界大學排名中央大學位列世界 386 名，泰晤士亞洲大學排名 2018 位
列 50 名。 

 課程資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yRHERcwEYnKkFwfhofFB81Fm
X8ieXDH/view 

 學校網站：: http://www.cau.ac.kr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https://www.skku.edu/e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yRHERcwEYnKkFwfhofFB81FmX8ieXDH/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yRHERcwEYnKkFwfhofFB81FmX8ieXDH/view
http://www.ca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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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申請時需持有至少一學年之成績單。 
3. 宿舍費約$1300/學期。 

 
 聖公會大學 

SungKungHoe University 
 聖公會大學是韓國一所由基督教聖公會設立私立大學，創立於 1914

年，該校科系有神學系、英語系、中文系、新聞廣播系、日文系、多
媒體系統工學系。 

 學校網站：http://www.skhu.ac.kr/main.aspx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3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碩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該校提供免費 3 個月韓文課程。 
3. 該地區生活費每月約 50 萬~70 萬韓

元。 
 

 明知大學 
Myongji University 
明知大學是韓國一所綜合型私立大學，創立於 1948 年，該校有兩個校區
（人文校區與自然校區），分別位於首爾特別市西大門區、京畿道龍仁市。 
在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位居全韓前 50 名。 
 學校網站：https://www.mju.ac.kr/mbs/mjuen/index.jsp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3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碩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語言能力標準 TOPIK Level 3、

TOEFL iBT 70 或 IELTS 5.5。 
3. 該校提供交換生優惠韓語密集班課

程。 
4. 該地區生活費每月約$500-$700。 

 
 
 
 
 
 
 

http://www.skhu.ac.kr/main.aspx
https://www.mju.ac.kr/mbs/mjuen/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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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明大學 
Keimyung University 
 啟明大學是一所位於韓國大邱廣域市的基督教私立大學，創立於

1954 年，在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位居全亞洲前 450 名，該校有 17 個
學院，分別為人文學院、國際學院、法律與政策學院、音樂與表演藝
術學院等。 

 學校網站：http://www.kmu.ac.kr/english/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免住宿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申請時需持有至少一學年之成績單。 
3. 該地區生活費約每月$500。 

 
 釜山外國語大學 

Bus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釜山外國語大學位於韓國釜山廣域市的南區，是一間私立學校，於

1981 年設立，在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位居全亞洲前 450 名。 
 學校網站：http://www.kmu.ac.kr/english/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申請時需持有至少一學年之成績單。 
3. 該校可以學費減半之自費方式進行研

修。 
 

 牧園大學 
Mokwon University 
 牧園大學由 Dr. Charles D. Stokes 於 1954 年創立，是一所位於韓國

大田廣域市的基督教私立大學，該校共有 10 個學院，分別為神學
院、人文學院、電影影像學院、社會科學學院等。 

 學校網站： http://www.mokwon.ac.kr/main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免住宿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申請時需持有至少一學年之成績單。 
3. 該地區生活費每月約 400,000 韓元。 

http://www.kmu.ac.kr/english/
http://www.kmu.ac.kr/english/
http://www.mokwon.ac.kr/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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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泉大學 
Gimcheon University 
 金泉大學為一所私立大學，創立於 1979 年，該校有 5 個學院，分別

為護理與健康科學院、人文與社會學院、教育學院、工程學院以及藝
術與體育科學院。 

 學校網站： http://www.gimcheon.ac.kr/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3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申請時需持有至少一學年之成績單。 
3. 航空觀光系提供 4~6 學分之韓語課

程。 
 

  

http://www.gimcheon.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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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組學校 
 

 東北學院大學 
Tohoku Gakuin University 

 東北學院大學是一所位於日本宮城縣仙台市的私立大學，創校於 1886
年。 該校共有 3 個校區為日本北部最大的私立學校。 

 該校共有 6 個學部，分別為文學部、經濟學部、法學部、工學部、經營學
部與教養學部。 

 學校網站：http://www.tohoku-gakuin.ac.jp/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需持有 JLPT N3 以上證書。 
3. 限選擇語言與文化學系及經濟系。 
4. 該校住宿費約每月 34,700 日圓至

47,000 日圓，但依該校各年公布金
額而定。 

 
 群馬大學 

Gunma University 
 群馬大學為日本群馬縣的國立大學法人，設立於 1949 年，該校共有四個

學部，分別為教育學部、社會信息學部、醫學部以及工學部。 
 群馬縣以溫泉著名，冬季較為乾冷。 
 學校網站：http://www.gunma-u.ac.jp/english/index-e2.html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3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年 
2. 僅限人文社會學院學生申請。 
3. 需持有 JLPT N2 以上證書。 
4. 該校宿舍費每月約 5,900 日圓；該地

區生活費每月約 70,000-100,000 日
圓。 

 
 
 
 

http://www.tohoku-gakuin.ac.jp/
http://www.gunma-u.ac.jp/english/index-e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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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立島根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Shimane 

 島根縣立大學是一所位於日本島根縣的公立大學，於 1993 年建立。該校
共有三校區，分別為濱田校區、出雲校區與松江校區。 

 學校網站：http://www.u-shimane.ac.jp/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1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需持有 JLPT N2 以上證書。 
3. 該校住宿費約每月 24,500 日圓。 
4. 該地區生活費約每月 35,000-50,000

日圓。 
 

 關西國際大學 
Kans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關西國際大學是位於日本兵庫縣的私立大學，創立於 1987 年，該校有 3
個學院，分別為教育學院、人文學院以及公衛學院。全校約有 2 千位學
生，其中有超過百位的外籍學生於校就讀。 

 學校網站：http://www.kuins.ac.jp/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1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僅限大一至大三學生申請。 
3. 選修該校英語教育學科需持有 JLPT 

N3 以上證書；如欲選擇其他學科，則
需持有 JLPT N2 以上證書。 

4. 該校住宿費約 40,000 日圓，水電費約
10,000 日圓，但依該校各年公布金額
而定。 

 
 惠泉女學園大學 

Keisen University 
 惠泉女學園大學是一所位於日本東京多摩的私立女子學院，成立於 1988

年，該校共有 2 個學院，分別為人文學院與人類與社會研究學院。 
 學校網站：http://www.keisen.ac.jp/cn/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1 免學費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年 

http://www.u-shimane.ac.jp/
http://www.u-shimane.ac.jp/
http://www.kuins.ac.jp/
http://www.keisen.ac.j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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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費用
自理 

碩士班 2. 依照該校規定，限生理性別女性同學
申請 

3. 需持有 JLPT N2 以上證書 
4. 該校將視申請者在校成績，評估是否

給予同等於住宿費之獎學金 
 

 國學院大學 
Kokugakuin University 

 國學院大學是日本東京都的一所私立大學，該校有 137 年歷史。該校教學
領域廣泛，研究與教學領域有歷史、文學、語言與文化、宗教、法律以及
經濟。 

 學校網站： https://www.kokugakuin.ac.jp/en/about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免住宿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年 
2. 申請者需修讀日文至少一年以上或具

有 N5 語言能力，且具有 TOEFL iBT 
55 以上之英語程度。 

3. 該校有條件提供每月 2 萬日圓之國學
院獎學金。 

4. 該地區生活費每月約 5 萬日圓。 
 

 立正大學  
Rissho University 

 立正大學是一所位於東京都品川區的佛教系私立大學，創校於 1924 年，
該校共有 8 個學院，分別為心理學部、地球環境科學部、社會福祉學部、
法學部、経営學部、経済學部、文學部、仏教學部。 

 學校網站：http://www.ris.ac.jp/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年 
2. 需持有 JLPT N1 證書。 
3. 該校 Kumagaya Campus 住宿費每學
期約 5000 日圓；Shinagawa 
Campus 僅租屋協助。 

4. 該地區生活費每月約 6 萬日圓。 
 
 

https://www.kokugakuin.ac.jp/en/about
http://www.ris.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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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埼玉大學 
Saitama University 

 埼玉大學是一所位於埼玉縣埼國立大學，創建於 1873 年。該校共有 5 個
學院，分別為教養學部、教育學部、経済學部、理學部、工學部。 

 學校網站：http://en.saitama-u.ac.jp/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碩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需持有 JLPT N2 以上證書。 
3. 有機會獲得榮譽獎學金，每月最多六
萬日圓。 

4. 該校規定，大學部交換生每週至少必
須修習 7 小時以上之課程。 

5. 該校住宿費約每月 16,400 日圓，但依
該校各年公布金額而定。 

 
 名城大學 

Meijo University 
 名城大學是一所位於日本愛知縣的私立大學，於 1949 年創校，該校有 3

個校區，分別是天白校區、八事校區與可兒校區。 
 2020 年交換生可選系所有法學院、商業管理學院、經濟學院、國際研究學

院以及人文學院。 
 學校網站：https://www.meijo-u.ac.jp/english/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學年(需事先告知
去函申請)。 

2. 需持有 JLPT N2 以上證書。 
3. 通過該校資格，有機會可獲 25,000

日圓交換生獎學金。 
4. 該校住宿費約每月 25,000 日圓。 
5. 該地區生活費約每月 50,000-60,000

日圓。 
 
 
 
 
 

http://en.saitama-u.ac.jp/
https://www.meijo-u.ac.jp/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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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立廣島大學 
Prefectural University of Hiroshima 

 縣立廣島大學創建於 1920 年，是位於日本廣島縣的公立大學，該校共有
三校區以及 4 個學院，分別為人間文化學部、經營情報學部、生命環境學
部與保健福祉學部。 

 學校網站：http://www.pu-hiroshima.ac.jp/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5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博士課程僅限庄原校區。 
3. 建議申請者必須持有 JLPT N1 以上證
書或語言能力證明。 

4. 申請者需針對所欲申請之科系提出相
關背景證明。 

5. 通過該校資格，有機會獲得 30,000 日
圓交換生獎學金。 

6. 該校住宿費約每月 26,000 日圓，但依
各年該校公布金額而定。 

7. 該地區生活費約每月 35,000 日圓。 
 

 明星大學 
Meisei University 

明星大學是日本東京都的一所大學，1964 年建立，主校區位於日野市，在青梅
市有分校，該校共有 8 個學院，分別為教育學部、人文學部、日本文化學部、
經濟學部、情報學部、理工學部、造形藝術學部、通信教育部。 
 學校網站：https://www.meisei-u.ac.jp/english/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6/ 
學期 
3/ 
學年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或 1 學年(需事先告
知去函申請)。 

2. 需持有 JLPT N2 以上證書。 
3. 需要寫研修報告 
4. 該校住宿費約每月 5-6 萬日圓(含水

電費)。 
 
 
 
 

http://www.pu-hiroshima.ac.jp/
https://www.meisei-u.ac.jp/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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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白大學 
Mejiro University 

 目白大學為日本東京的私立大學，成立於 1918 年。該校共有 7 個學院，
分別為人文學院、當代社會學院、醫學院、管理學院、外語學院、公共衛
生學院以及護理學院。 

 該校簡章。 
 學校網站：https://www.mejiro.ac.jp/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2 
免學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學年(需事先告知去
函申請)。 

2. 申請者需修讀日文 150 小時（即 9 學
分）以上或需持有至少 JLPT N4 以上
證書。 

3. 教學大綱: 
https://www2.mejiro.ac.jp/syllabus/ 

4. 該校住宿費約每月 45,000 萬日圓，但
依各年該校公布金額為主。 

5. 該地區每月生活費約 10 萬日圓。 
 

 東北公益文科大學 
Tohoku University of Community Service and Science 
 東北公益文科大學是一所日本私立大學，位於日本山形縣，成立於

2001 年，在 2020 Times Higher Education 排名全日本前 150 名。 
 學校網站: https://www.koeki-u.ac.jp/ 
 2020 秋季班甄選條件 
名額 費用 條件 備註 

1 

免學費 
免住宿費 
其他費用
自理 

學士班 

1. 交換期限：1 學期。 
2. 該校國際教養學部有英語授課課程。 
3. 日文零基礎者可選修額外日文課。 
4. 有缺額時得與歐美組跨組流用。 

 

  

https://www.mejiro.ac.jp/
https://www.mejiro.ac.jp/
https://www2.mejiro.ac.jp/syllabus/


 

附錄一：外語檢定與在校成績資訊 
外語檢定 

1. .本表僅供參考，各語言檢定內容與規定以官方網站公告為準。 

2. 各檢定報名時程約為考試的 1.5月~6個月前。 

3. CEFR為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本表僅為部份檢定測試之對照資訊。 

4. 甄選時所繳交之語言檢定證書應為申請日 2年內之證明，若證書另有註記，則以該時限為準。 

語言 檢定名稱 考試場次 相關網站 主辦/報名單位 

英語 

托福（TOEFL） 每月 1-2場

次 
http://www.toefl.com.tw/ ETS 

雅思（IELTS） 

(Academic) 

每月 1-2場

次 
https://www.ieltstest.org.tw/ 英國文化協會 

多益（TOEIC） 每月 1場次 http://www.toeic.com.tw/ ETS 

韓語 

韓國與能力測驗 

(TOPIK) 每年 2場 https://www.topik.com.tw/about.html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

心 

日語 日本語能力試驗 每年 2場 https://reg.lttc.org.tw/JLPT/index.aspx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

http://www.toefl.com.tw/
https://www.ieltstest.org.tw/
http://www.toeic.com.tw/
https://www.topik.com.tw/about.html
https://reg.lttc.org.tw/JLPT/index.aspx


 

 

（JLPT） 心 

 
 
 
 
 
 
 
 
 
 
 
 
 

  

CEFR 語言能力參考指

標 
A2 B1 B2 C1 C2 

全民英檢(GEPT)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優級 

托福(TOEFL) 

紙筆測驗 

(ITP) 
390 457 527 560 630 

網路測驗 

(IBT) 

-- 42 72 95 -- 

多益(TOEIC) 225 以上 550 以上 750 以上 945 以上 950 以上 

雅思(IELTS) 3以上 4以上 5.5以上 7以上 8.5以上 

韓國與能力測驗(TOPIK) TOPIK 2 TOPIK 3 TOPIK 4 TOPIK 5 TOPIK 6 

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 N4 N3 N2 N1 N1 



 

 

成績資訊 
 

1. 申請赴外交換生必須至少擁有一學期之在校成績，且班平均分數必須高於 75分，或歷年成績總平均排名為全班前 50％。 

2. 部分交換校要求學生提供 GPA成績，根據本校學則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五條，GPA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第二十條 

本校學生成績分為學業（包括實習）、操行等
二種，學生學業成績之評定，一律採百分
制，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操行
成績之評定採五等第記分法，丙等為及格。
惟性質特殊之科目，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得
採「Pass」、「Fail」之考評方式。學生學業
成績等第記分法與百分記分法及 G.P.換算對
照表如右： 

 

等第記分法 百分記分法 G.P. 

甲等（A） 八十至一百分 ４ 

乙等（B） 七十至七十九分 ３ 

丙等（C） 六十至六十九分 ２ 

丁等（D） 五十至五十九分 １ 

戊等（E） 四十九分以下 ０ 

第二十五條第七
項 

學生畢業成績之 G.P.A.計算方式為：各科學分數與其 G.P.乘積之總和除以總修習學分數。 

3. 部份機構／組織對 GPA分數計算略有差異，如日本 JASSO GPA、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成績係數等。 

4. 本校所申請之英文成績單均包含總學分數（Total Credits）、平均分數（Average Grade）及 GPA三項成績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