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外交換生說明
暨分享會

國際學術交流中心李貞儀

赴外研修計畫申請
(歐美、韓國、日本組)



Outline

• 赴外研修計畫申請

• 交換生獎學金申請

• 交換生計畫

2



3

赴外研修計畫申請



赴外研修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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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時程(前一學期申請下學期出國)：

• １２月中～２月開學第一週申請秋季班出國(交
換一學期或一年)

• ３月歐美組、韓國組及日本組面試
• ４～５月姊妹校提名
• ６～７月收到錄取通知單，辦理出國前事宜

• 6月底~9月開學第一週申請春季班出國(交換一
學期)

• 10月初歐美組、韓國組及日本組面試
• 10~11月姊妹校提名
• 11~12月收到錄取通知單，辦理出國前事宜

交換生為至海外姊妹校修讀正式學分者，非旅遊性質！！！

出國→於海外學習→返國、繳交心得

本處舉辦行前說明會

姊妹校核發入學許可(視各校作業時程而定)
獲得許可函後，即可辦理簽證與機票訂購、役男等出國事宜。

繳交姊妹校申請文件
春季班：10-11月 秋季班：3-4月

錄取名單公告
春季班：10-11月 秋季班：3-4月

書面審查及面試
春季班：9-10月 秋季班：2-3月

公告校內甄選簡章
春季班：7月 秋季班：1月

與姊妹校確認交換生計畫(部分姊妹校無法確定)

*左圖時程僅供參考，正確時程請依各學期公告為準



• 申請資格：
• 世新大學修業滿一學期，在學且具正式學籍日間或夜間部學
生（不含在職專班）

• 在校歷年總平均成績達７５分，或累計班排名前５０％者。
• 語言檢定符合交換學校之規定

交換期間
• 赴外交換為一學期學程，惟少數姊妹校為一學年之學程，詳
情請參考附錄各校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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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外研修計畫申請



赴外研修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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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繳交資料(依當季簡章為準)：
• 交換生申請表（志願請填滿），請務必慎選填志願序，經錄取後不得任意放棄或更改！
• 中文及外文自傳與讀書計畫（歐美組與韓國組繳交英文版，日本組繳交日文版）
• 英文版歷年成績單（含前一學期成績），須註明排名及總成績（教務處申請，3-5工作天）
• 英文版在學證明（教務處申請，3-5工作天）
• 外語檢定證明(請提前準備檢定考試)
• 履行義務同意書
• 其他利於審查之文件（推薦函、獎狀等）
• 以上資料以透明封面膠裝，尺寸為A4，1正本2影本，並填寫電子報名表與上傳資料。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戶籍謄本(不須膠裝，正本查驗後返還)

• 成績分配：
• 書面審查50%
• 面試50%
• 若總分相同者，以面試成績較高者優先錄取

• 錄取後須繳交「世新大學赴外國交換學生守則」以及5,000元保證金或「棄權聲明書」



赴外研修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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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處中文版網頁



獎學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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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項目

• 教育部學海飛颺

• 教育部學海惜珠

• 日本臺灣交流協會短期交換留學生獎學金

• 世新大學短期交換獎學金

不可重複領取獎學金



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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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資格:

• 限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設籍在台灣者

• 至非大陸、港、澳地區交換一學期或一年者

• 同一學程內未申請過教育部學海系列獎助學金

• 在校成績達平均達75分，或歷年全班排名前 50%

• 赴英語系國家者，托福(iBT)57分以上或雅思(IELTS)5.0分或新版多益750以上

• 赴非英語系國家者，外語檢定成績(法文A2以上、德文A2以上、西文 DELE A2以上、日文N2

以上或韓文TOPIK2級以上)



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

• 申請方式:

 繳交資料如下：

1.交換生申請資料(裝訂成冊)

2.身分證正影本(正本查驗後返還)

3.戶籍謄本正影本(正本查驗後返還)

 由學校統一向教育部申請

• 領取獎學金者應盡義務:

於期限內繳交規定之文件

於交換期間結束後依規定上網填寫問卷及心得

於交換期間結束後至系所抵免至少一門學分(不限本

系學分)

協助經驗分享

申請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者不得同時領取政府其

他獎學金!

如未盡其義務，學生應將獎學金退還學校



教育部學海惜珠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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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資格:

• 限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設籍在台灣者

• 至非大陸、港、澳地區交換一學期或一年者

• 同一學程內未申請過教育部學海系列獎助學金

• 具有政府開立之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 在校成績達平均達75分，或歷年全班排名前 50%

• 赴英語系國家者，托福(iBT)57分以上或雅思(IELTS)5.0分或多益750分以上

• 赴非英語系國家者，外語檢定成績(法文A2以上、德文A2以上、西文 DELE A2以上、日文N2

以上或韓文TOPIK2級以上)



教育部學海惜珠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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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取獎學金者應盡義務:

 於期限內繳交規定之文件

 於交換期間結束後依規定上網填寫問卷及心得

 於交換期間結束後至系所抵免至少一門學分(不

限本系學分)

 協助經驗分享

 申請教育部學海惜珠獎學金者不得同時領取政

府其他獎學金!

 如未盡其義務，學生應將獎學金退還學校

• 申請方式:

 繳交資料如下：

1.交換生申請資料(裝訂成冊)

2.身分證正影本(正本查驗後返還)

3.戶籍謄本正影本(正本查驗後返還)

 請於秋季班(2月開學)向國際處提出申請

 由學校統一向教育部申請



• 申請資格：
台灣籍，台灣各大學院校在學生。
限赴日本之交換學生申請。
延畢生不符日本交流協會短期留學生獎學金資格。
如同一日本學校超過2人以上報名，則依照日本交流協會規定，由本處推薦「成績
評價係數」最高者申請。

• 申請方式:
學生準備日本交流協會申請相關資料
校方準備日本交流協會申請相關資料
以郵寄方式將資料寄送至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

領取日本交流協會短期留學生獎學金者不得同時領取政府其他留日獎學金!
14

日本交流協會短期交換留學生獎學金



世新大學短期交換計畫獎學金

15

• 申請資格:
由國際處推薦赴歐美地區海外姊妹校交換一學期或一年者
已確定錄取姊妹校並前往完成交換計畫
未獲得教育部學海系列獎學金者

• 申請方式:
只要符合上述資格者，由國際處統一向學校申請，無須另外申請

 此獎學金依學校各年預算安排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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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計畫交換生計畫



歐美組交換校一覽表，共22校

法國

資訊管理和傳播學院
ISTC Strategies & Communications 英國 西英格蘭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GEDH
EFAP學院、ICART學院、EFJ學院 俄羅斯 莫斯科國立大學

Lomonosov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里爾大學
Université de Lille 墨西哥 塔毛利帕斯自治大學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Tamaulipas

捷克 湯瑪斯巴塔大學
Tomas Bata University in Zlin

美國

威斯康辛大學雷河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River Falls

義大利

羅馬第三大學
Roma Tre University

賽吉納谷州立大學
Saginaw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羅馬大學
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 

朱尼亞塔學院
Juniata College

米蘭語言與傳播自由大學
Libera Università di Lingue e Comunicazione 哈薩克 塔拉茲國立教育大學

Taraz State Pedagogical University

波蘭 哥白尼大學
Nicolaus Copernicus University in Toruń 澳門 澳門大學

University of Macau

斯洛
伐克

泛歐洲大學
Pan-European University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裴瑞秀大學
University of Presov 馬來西亞 拉曼大學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拉脫
維亞

利耶帕亞大學
Liepaja University 日本 東北公益文科大學

Tohoku University of Community Service and Science

各學期交換學校名單與甄選條件，請依當學期申請簡章為主。



韓國組交換校一覽表，共8校

成均館大學
Sungkyunkwan Universit

釜山外國語大學
Bus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聖公會大學
SungKungHoe University

中央大學
Chung-Ang University

明知大學
Myongji University

牧園大學
Mokwon University

啟明大學
Keimyung University

金泉大學
Gimcheon University

各學期交換學校名單與甄選條件，請依當學期申請簡章為主。



日本組交換校一覽表，共13校

東北學院大學
Tohoku Gakuin University

名城大學
Meijo University

關西國際大學
Kans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國學院大學
Kokugakuin University

埼玉大學
Saitama University

群馬大學
Gunma University

惠泉女學園大學
Keisen University

明星大學
Meisei University

立正大學
Rissho University

目白大學
Mejiro University

縣立廣島大學
Prefectural University of Hiroshima

島根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Shimane

東北公益文科大學
Tohoku University of Community Service and Science

各學期交換學校名單與甄選條件，請依當學期申請簡章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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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ech: 每年10名
Italy:每學期24名

Korea:每學期10-15名

Japan:每學期24名以上

Malaysia: 每年2名

Hong Kong:每年2-3名

U.S.A:每年4-6名

http://global.web.shu.edu.tw/wp-content/uploads/sites/54/2020-school-handbook.pdf


赴外研修計畫申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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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加入

追蹤國際處臉書粉專獲得
第一手交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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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計畫交換生計畫國際事務處
http://global.web.shu.edu.tw/
Elaine Li
02-2236-8225#82323
jyli@mail.shu.edu.tw

http://global.web.s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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