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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洽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申請程序

• 繳交校際交換

志願申請表

（申請第二學

期：11/1前）

1.校內申請

• 繳交姊妹校規

定申請所需資

料

2.申請
• 姊妹校寄發錄

取許可等相關

資料

3.錄取

• 購買保險、保

留宿舍、等出

國準備

4.行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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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校申請

 於學校網頁上（附件一）提供前一學期所提供交換生申請簡章供同學參考。

 校內申請表（附件二）：填寫附表一、校際交換志願申請表、附表二、具

結書、成績單（需含班排名、操性成績）以及有利於審核資料。

 各交換學校申請時間和方式不一，本處一收到申請資訊會立即通知同學，

姐妹校會透過國際處提供申請資訊，並請於規定期限內備齊所有申請資料

繳交至國際處，由本處代為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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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校申請

 申請資料：歷年成績單、在學證明、護照影本、台胞證影本、教授推薦信等

文件。

以上僅為參考，請以各校通知為準。

 在學證明可自行影印學生證，再到註冊組蓋註冊章。

 請定期留意電子信箱，以確保收到即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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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校申請

 請務必申請微信並加入以下微信ID

黃耿祥老師 ID：ks0988399979

簡意宜老師 ID：yi0953868111 

黃銘儀老師 ID：my0963223952

楊子萱老師 ID：Ninayang0519 

4



入學許可

 由姐妹校寄發，各校作業時程不一致，請耐心等候。

 各校入學許可通常會寄至國際處，由承辦人轉發給同學；或直接寄送以Email寄
送入學許可電子檔，並副本給國際處承辦人，此視同正式文件。

 若姐妹校直接寄發給同學，請務必主動提供一份影本或電子檔供國際處留存。

 收到入學許可後，請檢查資料是否正確，如英文姓名拼音、出生年月日及交換
學期等是否正確， 若發現資料有誤，請立即通知本處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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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出國程序-學生簽證

 非台灣、香港及大陸地區學生需注意！

辦理流程：

• 收到姐妹校寄發之入學許可 (Admission Letter)才可辦理。

• 準備應備文件：入學許可、體檢證明等，各國規定不同，請以各國駐臺機構

公告為主 。至該國駐台辦事處辦理學生簽證 (務必儘早辦理) 。

• 領取簽證(注意簽證英文姓名是否和護照一致) 。

注意事項：

• 學生簽證之發放屬於各國領事辦事處之權責，可先向該國在台辦事處詢問應

備資料。 學生簽證須自行辦理，因簽證辦理相關政策偶有變動，本處無法

提供相關協助， 亦無法出任何公文。

• 若因個人因素無法拿到簽證，即喪失交換資格。6



準備出國程序-機票、保險、宿舍、學費、兵役

 請自行購買機票等事宜(未收到入學許可前，建議請勿購買機票) ，機票購買
完成，請提供航班資訊給本處承辦人。

 請自行購買保險，若家中已有保海外保險（需涵蓋大陸地區）可不用再購
買，完成保險後，請主動提供保險單據電子檔。

 跟住宿組領取住宿保留單。

 役男出國申請，由本處承辦人統一上簽呈，由學校生輔組協助辦理。如有
其他相關問題可連絡生輔組夏竟成教官
聯絡方式：分機號碼：2213 /電子郵件： jet5460@i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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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出國程序-兵役

 役男出國申請，統一由學校生輔組協助辦理。如有其他相關問題可連絡生
輔組夏竟成教官 聯絡方式：分機號碼：2213 /

電子郵件： jet5460@isu.edu.tw

注意事項：

• 辦理役男出國申請期間，同學本人需在本國境內，不得出國；暑假期間如

有其它出國計畫之同學，請務必告知承辦人。

• 出國期間不得辦理離校〔休、退學〕手續，否則衍生兵役問題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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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出國程序-選課

 交換學生之選修課程應符合系上相關抵免課程規定，是否承認抵
免學分由系上認定。

 出國之學期至少應修習9學分。

 交換學校選課規定以各校公布為主，須完全遵守該校選課規定、
最低/最高學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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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後

收到通知後，向國際處領取交換校成績單

• 各交換校寄發時間不同，請耐心等候。

• 急需成績單辦理學分採計以畢業者，請在離開交換校前自行向該校申請成績單(可能

另外收費)。

領取成績單後，於一周內繳交交換心得報告

自行列印附表五、返校手續單，依序至系上、註冊組、

國際處繳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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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校成績單

 各校寄發成績單時間不一，通常會寄一份免費成績單至國際
處；若需多餘份數，須自行向交換學校申請，國際處不負責
申請。

 大部分學校採統一寄發，所以有些學校會在結束交換計畫幾
個月後才會寄出，請耐心等候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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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須知

 若有具體理由或不可抗力情事，須提前結束交換計畫，須先告知本處並取得兩
校同意；未徵得兩校同意前，不得任意終止並返國。除因不可抗力情事，且附
具體證明，所有錄取同學皆不得任意放棄交換資格或提前返國。

 所有錄取交換學生者須在本校註冊並繳交全額學雜費，免繳交換學校學雜費；
但生活費、保險費、住宿費、往返機票費、簽證費及其他開支均須自行負擔。

 所有錄取同學皆須自行辦理宿舍申請、簽證、選課、成績單申請、學分抵免、
機票、機場接送及保險等個人事宜。

 具役男身分同學須依法完成緩徵手續，並於交換期結束後準時返國，不得有滯
留國外之情形；如有違反情況，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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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交換學校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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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費補助生：入學時為當學年度之 A、B、C 級大學部優秀新生，得於大二上學期至大四上學期參加研修。

（二）自費生：經系上推薦，得於大二上學期至大四上學期參加研修。 二、報名時，請備妥：

（一）符合公費補助生資格者，需檢附下列資料： 1. 申請表(附表四)。

2. 具結書(附表五)。

3. 學生證影本。

4. 個人自傳。

5. 導師或系主任推薦函。

6. 結盟學校所要求之文件。

7.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料。

（二）符合自費生資格者，需檢附下列資料： 1. 自費交換校內申請表。

2. 具結書  。

3. 歷年成績單。

4. 學生證影本。

  5. 結盟學校所要求之文件。 需符合報名資格及備妥以上資料才完成報名手續。

2019 春季班(107-2)申請學校資格彙整：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sp-china-exchang/B.pdf

( 2019 年 12 月 9 日更新)

編號 校名
大陸大學申請 截

止日期
校內截止日期 檔案下載 備註

1 四川大學

雙聯學位
3月30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5名

2020 年度大陸結盟大學秋季班交換生招生訊息一覽表

※(109 學年度上學期赴大陸上課一學期修習學分自費生)

五、參考資料：2018 秋季班(107-1)申請學校資格彙整：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sp-china-exchang/A.pdf
四、近年赴陸交換名單：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EXCHANGE AMOUNT.pdf
三、前往研修，每學期課程至少須修達九學分以上。

一、申請參加研修團資格如下：



申請須知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83.doc 本科課程簡介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84.pdf 本科課程設置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85.pdf

在校生即可

申請簡章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1.doc

宣傳折頁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2.pdf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3.xlsx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介紹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8.pdf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介紹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9.pdf  申請安排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10.doc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11.docx 

不招收內地及外籍學生

推薦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12.doc 

申請指南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13.pdf 

招收台灣籍與大陸籍1：1

7 西北工業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交換生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14.doc 研究生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15.doc 可招生非臺籍生（港澳生或其他國籍生等，不招生

大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8 山東財經大學 11 月 1 日前 請洽兩岸處

簡章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16.pdf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17.doc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9 哈爾濱工業大學 11 月 1 日前 請洽兩岸處

簡介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18.doc 申請指南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19.doc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20.doc 本科生方案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21.rar 碩士生方案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22.doc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3 重慶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2 四川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4 廣西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5 華中科技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6 廈門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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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23.pdf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24.pdf 體檢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25.pdf

在校生即可

11 江南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入學說明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26.pdf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

exchange/27.pdf 全英文授課專業教學進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28.xlsx

專業一覽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29.pdf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通知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30.doc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31.doc 住宿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32.doc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13 貴州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注意事項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33.docx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34.doc 本科專業目錄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35.xls 碩士專業目錄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36.xlsx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簡章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37.pdf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38.doc  航班信息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39.doc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15 華中師範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簡章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40.doc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41.doc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簡章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42.docx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43.rtf 

招收台灣學生與部分陸生與其他國籍學生

簡章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44.pdf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45.pdf  體檢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46.doc

學院及專業一覽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47.docx

招收台灣、香港、澳門籍學生

申請須知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48.pdf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49.docx

10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12 同濟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14 合肥工業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16 華南理工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17 西南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18 中國傳媒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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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19 大連理工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申請資訊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50.pdf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51.doc 專業目錄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52.pdf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簡章 1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53.pdf 簡章

2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54.pptx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55.docx

體檢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56.docx

招收台灣、香港、澳門籍學生與大陸學生

21 北京郵電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簡章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57.pdf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58.pdf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22 武漢理工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簡章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59.docx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60.doc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23 東南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注意事項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61.doc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62.doc 宿舍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63.doc 接機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64.doc 健康檢查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65.doc 学科信息、收費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66.doc 提交資料清單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67.doc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申請指南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68.pdf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69.doc 本科專業目錄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70.xls

碩士研究生專業目錄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71.pdf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25 蘭州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簡介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72.pdf 申請手冊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73.doc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74.docx 住宿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75.docx 體檢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76.doc 本科專業目錄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77.xls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20 南京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4名

24 中國海洋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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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東北林業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簡章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78.pdf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79.docx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提交材料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80.doc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81.doc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接機調查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82.doc

*只接收贵校二年级及以上台生，交换生免住宿费。

28 青海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簡章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86.docx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87.docx 備案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88.docx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申請須知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89.pdf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90.doc  推薦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91.doc 

招收台灣、香港、澳門籍學生

申請指南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92.pdf 

在校生即可

31 吉林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信息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93.doc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94.doc 

申請文件清單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95.doc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32 湖南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申請須知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96.pdf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

exchange/97.doc  只接收台灣學生和部分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行前指導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98.pdf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信息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99.pdf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100.doc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27 長安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上海財經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請洽兩岸處

29 西安交通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34 中央財經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30 中國政法大學 3 月30 日前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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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指南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101.docx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102.doc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申請辦法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103.rtf

申請表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104.doc

招收台灣、香港、澳門籍學生

37 武漢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所需資料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105.doc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38 華東師範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39 北京工業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40 北京交通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41 北京科技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42 天津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43 南開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不招收內地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44 河北工業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36 北京理工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35 西北農林科技 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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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太原理工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46 內蒙古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47 東北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48 哈爾濱工程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49 華東理工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50 浙江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僅限影視與電視學系申請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僅招收台灣籍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51 寧波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52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53 福州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54 福建師範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55 南昌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56 山東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57 中國石油大學

（華東）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58 山東農業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59 濟南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60 鄭州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61 河南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62 中南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63 長沙理工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64 華南師範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65 暨南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66 海南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67 西南交通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68 西南財經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69 電子科技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70 雲南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71 西南電子科技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72 陝西師範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73 中央戲劇學院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74 寧波諾丁漢大學 3 月30 日前 請洽兩岸處

Facts Sheet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4.pdf
Ningbo Attraction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5.jpg ningbo introduction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6.jpg Nomination template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7.xlsx

* ( 學分不承認)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2名

二、所有申請相關訊息以國際及兩岸事務處公告為準，請自行前往查詢。

三、其他未盡事宜請洽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一、交換 相關規定、申請表件報名及注意事項洽兩岸處 (國際大樓 一)楊小姐 (電話 07 -6577711 轉 2089)。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4.pdf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4.pdf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4.pdf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4.pdf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4.pdf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4.pdf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4.pdf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4.pdf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4.pdf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4.pdf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4.pdf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4.pdf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4.pdf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4.pdf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4.pdf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108-AU-china-exchange/04.pdf


附件一、交換學校一覽表及所需資料

校名 申請所需資料 申請資格

北京交通大學 北京交通大學交換學生入學申請表、在學證明、成績單、臺胞證（如尚
未申領，請提供身份證並在獲得錄取通知後1 周內補繳）學習計劃書、健康證明或
體檢表、學生2 寸白底證件照片jpg 檔（請以學生名字命名）

本科生、研究生，
臺灣生，人數：
2 名

天津大學 申請表、推薦信*1、成績單、個人簡歷、在學證明
身分證或護照、語言成績、保險單複印、照片

不收一年級

南開大學 學校推薦函原件、請填寫並列印《南開大學港澳臺交換生入學申請
表》、在校證明原件、學生成績單原件、通行證影本一份、1吋照片1

張及電子照片
學生住宿申請表（紙質列印版）、保險單影本

暫不接收中國大
陸學生，可接收
持外國有效護照
的外國籍學生

華東理工大學 原屬地居民身份證影本、臺胞證複印件、成績單正本、在學證明、得
獎證書影本、2吋護照照片2張（除申請表上粘貼之外

西南交通大學 在校學習證明、成績單、申請者證件影本、擔保人有效證件的影本、
就讀學校在讀證明

14



學名 申請所需資料 申請資格

山東大學 Passport Photo、Information page of  your passport、Official 

academic transcript in English、Nomination letter from the 

International Office、Personal Statement including study plan、
Proof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if  applicable)

暨南大學 Application form 、Passport、Academic transcript (in English)、
CV (in English)

東北大學 申请表格、所在学校推荐书、在校学习成绩单、个人申请
（陈述个人基本情况、学习及获奖情况、参加社会活动情况以及到我校学

习的申请意愿。）、回乡证复印件、学生证复印件

海南大學 入學申請表、個人身份證明、個人簡歷、大學期間學習成
績單（教務部門出具）、個人體檢報告

提供2名公費交流
名額

哈爾濱工程大學 《港澳居民往來內地通行證》或《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
證》首頁影本、港澳臺地區交換學生入學申請表（附件
1）、在學成績單、在讀證明、近期正面半身白色背景彩
色照片電子版（jpg 格式）；

不收陸生

15



附件二、校內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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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義守大學_____年度_____學期 校際交換生志願申請表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學生親自填寫） 

學生姓名  系所/年級  

學    號  
出生日期  

性    別  

申請大陸交流

學校志願序 

第 1志願 

學校名稱： 

第 2志願 

學校名稱： 

第 3志願 

學校名稱： 

聯絡方式 

Email: 

 

電話號碼： 

 

地址：□□□□□ 

 

家長簽章 

聯絡電話： 

系主任簽章  

 

 

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附表二  

具    結    書<<研修團交換生專用>> 

立具結書人____________茲具結本人就讀義守大學___ ___________系 

______年______班，於_____年____月____日申請並獲核准自費至大陸結盟

學校交換研修一學期，茲遵守下列規定： 

一、本人保證所檢附之申請資料內容屬實、正確。 

二、自行完成申請交流及返校手續，如辦理扺免學分等相關項目。 

三、若因此研修交換造成延畢，本人將自行負責。 

 

特立此具結書以茲為證。 

 

此致 

義守大學 

                     立具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簽章） 

                       法定代理人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具結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附表三 

(此表學期初選完課即須提供給系上審核) 

義守大學學生至大陸結盟學校研修課程學分承認申請表 

<<研修團交換生專用>>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系級  學號  

手機  E-mail  

研修學校  研修之學院  

研修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選課資料：     學年度/     學期 

序號 他校開設科目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抵免本校科目名稱 / 科目

代號 
必/選修 學分數 認定結果 

1       
 □承認 

 □不承認 

2       
 □承認 

 □不承認 

3       
 □承認 

 □不承認 

4       
 □承認 

 □不承認 

5       
 □承認 

 □不承認 

6       
 □承認 

 □不承認 

7       
 □承認 

 □不承認 

上列申請科目，業經本系     年     月     日                審查通過， 

同意承認科目數  門共  學分。          

※(共承認必修  門  學分，選修  門  學分，通識  門  學分)   主任簽章：_______________ 

義守大學簽核：(本表格如不敷填寫，可自行增加欄位。)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會簽單位                     判行 

承辦人：                    通識中心主任：           

 

副組長： 

                            課務組： 

組長： 

                    註冊組： 

 

處長：                      教務長： 



附表四 

義守大學學生至大陸結盟學校研修 

心得報告書 

<<研修團交換生專用>> 

姓  名  

研修學校  

研修學院  

研修起迄時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 以下各項敘述至少要 1000字以上並請附上照片 

修課狀況 

(可比較兩岸

對於選課程

序、上課狀

況、學習態度

及教學方法

等) 

台灣： 

1.選課程序： 

2.上課狀況： 

3.學習態度： 

4.教學方法： 

5.課後修習情形： 

大陸結盟學校： 

1.選課程序： 

2.上課狀況： 

3.學習態度： 

4.教學方法： 

5.課後修習情形：. 

日常生活 

(學校環境、住

宿、交通、飲

食等) 

 

 

 

 

 

 

 

 

 

 



 

 

 

費用： 

1.請詳述研修 

期間所花的 

費用(書籍 

費等) 

2.請概算個人

每個月的生

活費金額 

 

 

 

 

 

 

 

 

 

 

 

 

 

生活照片 

（請務必附上說明） 

 

 

 

 

 

 

 

建議事項 

 

 

 

 

 

 

其他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1.請於返校後 30 天內填妥本表，並回傳至 yiyic@isu.edu.tw。 

2.本表格如不敷填寫請自行調整。 



附表五 

義守大學學生至大陸結盟學校研修 
返校手續單 

<<研修團交換生專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學號  

學院  系級  

研修學校  研修科系  

研修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請至下列各單位辦理返校手續 

辦理單位 辦理事項 承辦人員簽章 

1. 

各學系 

1.繳交研修成績單正本 

2.繳交「義守大學大學部學生至大陸結盟學校研 

修課程學分承認申請表」副本 

3.依各學系規定辦理學分抵免及相關事宜 

可抵免本系            學分 

系助簽章 

系主任簽章 

2. 

教務處註冊組 

1.繳交研修成績單正本 

2.赴結盟學校共研修         學分； 

可抵免本校            學分 

3.辦理學分登錄 

 

3.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1.繳交心得報告書(電子檔) 

2.繳交研修成績證明影本 

3.繳回返校手續單 

 

 

註：一、上述學分抵免及返校手續請於開學前完成。 

二、完成各項手續後，本手續單請繳回本組留存。 

 

 



附件三、派生交換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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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蘇○寧 國際商務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    國際工商管理/國際商務
2 蕭    ○ 國際商務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國際商務
3 蔡○榛 國際商務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國際商務
4 陸○穎 財務金融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5 許○元 應用英語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外國語/英語
6 梁○盈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
7 杜○靜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廣播電視編導
8 夏○苗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廣播電視編導
9 鄧○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動畫與數字學院
10 余○愷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動畫與數字學院
11 廖○杰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廣播電視學院
12 吳○螢 應用英語學系 南京大學–外語文學院/外文系
13 蔡○貝 國際商務學系 廈門大學–經濟/國際經濟與貿易
14 薛○儒 休閒管理學系 廈門大學–管理/旅遊與酒店管理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鄧○雅 娛樂事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廣播電視編導
2 陳○璇 化學工程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化學工程與工藝
3 黃○萱 化學工程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應用化學學系
4 賴○雅 生物科技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
5 陳○仁 生物科技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
6 王○中 企業管理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系
7 楊○堯 生物科技學系 南京大學–生命科學
8 黃○芳 化學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理工學院/化工
9 陳○毓 化學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理工學院/化工
10 佟○君 化學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理工學院/化工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王○怡 應用英語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英語系
2 朱○杉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廣播電視學系
3 李○怡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廣播電視學系
4 李    ○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廣播電視編導
5 陳    ○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6 湯○慧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廣播電視編導
7 樓○儀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廣播電視編導
8 顏○曦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系
9 丁    ○ 資訊工程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系
10 劉○妤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廣播電視編導
11 曾○圓 電影電視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戲劇影視文學
12 傅○琳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廣播電視學系
13 劉○健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文學
14 鍾○玹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播音與主持藝術
15 張     ○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旅遊管理系
16 林○恩 企業管理學系 北京交通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7 黃○怡 資訊工程學系 北京交通大學–計算機與信息技術學院
18 林○程 應用英語學系 南開大學–英語學系
19 李○珊 國際商務學系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
20 宋○然 財務金融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21 祝○宸 財務金融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22 陳○裕 財務金融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23 陳○哲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系
24 黃○芸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系
25 徐○純 國際觀光餐旅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系
26 鮑○欣 國際商務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世界經濟與貿易系
27 陳○鈞 企業管理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
28 施○妤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世界經濟與貿易系
29 魏○萱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華東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產品設計系
30 邱○薇 財務金融學系 西南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31 林○均 護理系 山東大學–護理學院
32 徐○睿 企業管理學系 南京大學–人力資源管理學系

2016秋季班共派生14人，前往4所姊妹校交換

2017春季班共派生10人，前往4所姊妹校交換

2017秋季班共派生52人，前往15所姊妹校交換



33 劉○鈞 電子工程學系 南京大學–電子與科學工桯學院電子工程系
34 余○仁 資訊工程學系 南京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系
35 石○翰 電子工程學系 南京大學–軟件學院
36 吳○軒 通訊工程學系 南京大學–電子科學與工桯學院通信工程系
37 曹○禹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南京大學–現代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糸
38 朱○琪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廈門大學–建築與土木工程學院土木工程學系
39 游○雯 醫務管理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醫藥衛生管理
40 鐘○景 電機工程學系 湖南大學–電氣與信息工程學院電氣工程與其自動化學系
41 張○郡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湖南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42 蘇○霖 工業管理學系 四川大學–商學院工業工程學系
43 潘○迪 國際觀光餐旅學系 暨南大學–國際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學系
44 孫○瑩 醫務管理學系 暨南大學–管理學院人力資源管理
45 郭○迎 應用日語學系 暨南大學–日語系
46 林○賢 生物科技學系 暨南大學–醫學院生物科技系
47 徐○伶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電子信息與電氣工程學部生物醫學工程
48 陳○帆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49 簡○綺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50 田○嘉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51 李○祐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52 吳○釗 工業管理學系 東北大學–工業工程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楊○芸 大眾傳媒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表演
2 林○喻 大眾傳媒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廣播電視學
3 王○衡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北京交通大學–土木建築工程學院建築工程系
4 林○恩 企業管理學系 北京交通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5 葉○澤 企業管理學系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市場營銷
6 許○榮 企業管理學系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市場營銷
7 黃○婕 生物科技學系 天津大學–生命科學院
8 林○嫺 生物科技學系 南開大學–生命科學院生物科技
9 施○含 生物科技學系 南開大學–生命科學院生物科技
10 顏○雯 企業管理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11 麥○瑋 企業管理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世界經濟與貿易學系
12 陳○昱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同濟大學–土木工程學院 地質工程專業
13 吳○慈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同濟大學–土木工程學院 土木工程專業
14 徐○賢 大眾傳媒學系 西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傳播學系
15 黃○雯 大眾傳媒學系 西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傳播學系
16 劉○寶 化學工程學系 重慶大學–化學化工學院化學工程學系
17 沈○鈺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山東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18 劉○岡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海洋大學–管理學院市場營銷學系
19 吳○航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太原理工大學–藝術學院數字媒體藝術
20 烏○婷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江南大學–設計學院工業設計系
21 黃○涵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江南大學–設計學院工業設計系
22 黃○軒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東南大學–機械工程學院
23 謝○成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東南大學–機械工程學院
24 林○瑜 企業管理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
25 王○祐 大眾傳媒學系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與新媒體系
26 鄭○婷 長期照護原住民專班 南京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
27 古○婷 長期照護原住民專班 南京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
28 楊○欣 休閒事業與管理學系 廈門大學–管理學院 旅遊與酒店管理學系
29 徐○沁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廈門大學–數學科學院 應用數學系
30 孔○瑨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武漢大學–動力與機械學院
31 吳○玲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武漢大學–動力與機械學院
32 柯○茂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武漢理工大學–機電工程學院機械工程及其自動化
33 李○澈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武漢理工大學–機電工程學院機械工程及其自動化
34 范○雯 醫務管理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醫藥衛生管理學院公共事業管理
35 周○傑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機械科學與工程學院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
36 白○佑 大眾傳媒學系 湖南大學–新聞系
37 孔○琪 大眾傳媒學系 湖南大學–新聞傳播與影視藝術學院新聞學系
38 陳○吟 工業管理學系 四川大學–商學院工業工程學系
39 馮○緯 企業管理學系 暨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40 林○熹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暨南大學–財金學系
41 黃○城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華南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工業設計學系

2018春季班共派生51人，前往28所姊妹校交換



42 郭○哲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華南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工業設計學系
43 徐○玟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海南大學–藝術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
44 鄭○青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海南大學–藝術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
45 林    ○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西北工業大學–機械工程與自動化學系
46 黃○詮 企業管理學系 西北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貿易學系
47 薛    ○ 大眾傳媒學系 廣西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廣播電視新聞學系
48 陳○軒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
49 陸○琪 大眾傳媒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50 王○寗 電機工程學系 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氣工程及自動化學院電氣工程系
51 林○界 電機工程學系 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氣工程及自動化學院電氣工程系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麥    ○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影視攝影與製作
2 陳○芬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廣播電視編導
3 薛    ○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文化產業管理
4 陸○琪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廣播電視學院/廣播電視學系
5 林○均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新聞系
6 陳○伶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
7 范○瑄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旅遊管理系
8 鄭○真 企業管理學系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市場營銷
9 張○靖 企業管理學系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市場營銷
10 周○芃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北京理工大學–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11 羅○子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 天津大學–管理與經濟部/工商管理系
12 尤○文 國際商務學系 天津大學–管理與經濟部/工商管理系
13 邱○瑋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南開大學–商學院
14 林○年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系
15 蔡○伶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國際貿易系
16 張○舜 財務金融學系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與金融系
17 潘○芬 國際商務學系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系
18 尤○文 應用英語學系 西南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
19 李○雲 大眾傳播學系 西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廣播電視編導
20 周○志 電影與電視學系 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導演系
21 劉○寶 化學工程學系 重慶大學–化學化工院-化學工程與工藝
22 邱○恩 電影與電視學系 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導演系
23 歐○璇 觀光學系 中國海洋大學–管理學院/旅遊管理
24 譚○洋 觀光學系 中國海洋大學–管理學院/旅遊管理
25 楊○瑋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山東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26 鄒○航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江南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
27 陳○妤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江南大學–工業設計
28 黃○駿 財務金融學系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
29 廖○榆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南京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專業
30 張○樹 電影與電視學系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廣播電影電視系
31 黃○珊 會計學系 廈門大學–會計系
32 薛○婷 企業管理學系 廈門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33 楊○琪 企業管理學系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系
34 陳○伊 企業管理學系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系
35 柯○如 醫務管理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醫藥衛生管理學院/公共事業管理
36 李○婕 財務金融學系 湖南大學–財務管理系
37 吳○寧 工業管理學系 四川大學–工業工程學系
38 黃○寧 工業管理學系 四川大學–工業工程學系
39 陳○方 財務金融學系 暨南大學–國際學院金融系
40 伍○語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華南理工大學–設計學院/藝術設計
41 李○萱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工業設計
42 許○涵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工業設計
43 孫○秀 國際商務學系 哈爾濱工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系
44 徐○真 國際商務學系 哈爾濱工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系
45 陳○源 通訊工程學系 哈爾濱工業大學–物聯網工程學院/通信工程學系
46 馬○翠 電影與電視學系 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
47 黃○芸 電影與電視學系 浙江大學–視覺傳達設計
48 高○蓮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四川大學雙聯學位
49 李○芳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四川大學雙聯學位
50 蘇○霖 工業工程管理學系 四川大學雙聯學位

2018秋季班共派生50人，前往28所姊妹校交換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陳○欣 電影電視系 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戲劇影視導演
2 邱○恩 電影電視系 重慶大學    美視電影學院
3 王○丞 電影電視系 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影視攝影與製作
4 王○閔 電影電視系 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戲劇影視導演
5 林○宇 企業管理學系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市場營銷

6 雷○綺 企業管理學系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工商管理
7 陳○祺 創意商品設計系 江南大學–設計學院/工業設計系
8 李○婕 財務金融學系 江南大學–商學院/金融系
9 廖○瑄 應用英語系 暨南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
10 何○詩 餐旅管理學系 暨南大學–旅遊管理專業課程
11 馬○凱 餐旅管理學系 暨南大學–旅遊管理專業課程
12 李○宸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13 吳○廷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電子商務系
14 李○修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電子商務系
15 戴○娟 企業管理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16 黃○閔 企業管理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17 陳○妘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18 黃○妮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19 賴○妏 大眾傳播學系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廣播電影電視系
20 謝○純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21 黃○穎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22 黃○庭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23 鄭○彤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24 盧○吟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25 何○琇 應用英語學系 南京大學–英語系
26 方○典 生物醫學工程系 大連理工大學–電子資訊與電氣工程學部/生物醫學工程
27 吳○菱 國際商務學系 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國際貿易
28 孫○怡 國際商務學系 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工商管理
29 徐○真 國際商務學系 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工商管理
30 林○莉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同濟大學–土木工程學院/工程土木法學（創新實驗區）
31 李○薰 健康管理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系
32 馮○涵 財務金融系 廈門大學–財務學系
33 鮑○君 管理博士班 廈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34 蕭○珊 應用英語學系 廈門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系
35 王○儒 應用英語學系 廈門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系
36 郭○妤 大眾傳播系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廣播電視學系
37 杜○鈺 電影與電視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戲劇影視文學
38 馬○翠 電影與電視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戲劇影視導演
39 李    ○ 電影與電視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影視攝影與製作
40 薛    ○ 電影與電視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戲劇影視導演
41 江○昊 傳播設計學系 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網路與新媒體
42 胡○宇 傳播設計學系 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網路與新媒體
43 周○廷 企業管理學系 南開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
44 蔡○龍 企業管理學系 南開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
45 周○柔 財務金融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國際金融學系
46 倪○晏 財務金融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國際金融學系
47 陳○伶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世界經濟學系
48 王○文 企業管理學系 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財務管理專業
49 何○展 企業管理學系 武漢大學–財務管理系
50 嚴○飛 電影與電視學系 中國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
51 吳○柔 國際商務學系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國際商務
52 張○碩 化學工程學系 華南理工大學–化工與化學院/化學工程與工藝專業
53 蔡○宏 企業管理學系 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專業
54 謝○纛 企業管理學系 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專業
55 劉○陽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天津大學–建築工程學院

56 念○飛 工業工程管理學系 天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部/工業工程
57 陳○樵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寧波諾丁漢大學
58 吳○燁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寧波諾丁漢大學
59 廖○傳 國際商務學系 長安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
60 張○遠 資訊工程學系 西南交通大學–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
61 俞○倩 工業工程管理學系 湖南大學–工業工程
62 賈○儒 應用日語學系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2019春季班共派生62人，前往24所姊妹校交換



63 高○蓮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四川大學雙聯學位
64 李○芳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四川大學雙聯學位
65 蘇○霖 工業工程管理學系 四川大學雙聯學位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李○豈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南京大學–基礎醫學專業
2 戴○函 應用英語學系 南京大學–英語系
3 李○修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電子商務系
4 陳○方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南京大學–生物技術系
5 周○宇 創意與商品設計學系 江南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6 蓋○興 創意與商品設計學系 華南理工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7 林○瑄 創意與商品設計學系 華南理工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8 鄭○緣 創意與商品設計學系 華南理工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9 邱○玉 電機學系 廈門大學–智能科學與技術學系
10 鄭○琰 財務金融學系 廈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1 池○鳴 財務金融學系 廈門大學–會計系
12 林○均 應用英語學系 廈門大學–英語語文學系
13 廖○鋆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播音與主持藝術學系
14 朱○慧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攝影專業
15 薛    ○ 電影與電視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戲劇影視導演
16 王○閔 電影與電視學系 重慶大學–戲劇影視導演專業
17 楊○芳 大眾傳播學系 重慶大學–戲劇影視導演專業
18 管○婷 大眾傳播學系 重慶大學–戲劇影視導演專業
19 廖○翔 財務金融學系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專業
20 黃○閔 財務金融學系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專業
21 吳○菱 國際商務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系
22 郭○茹 企業管理碩班 上海財經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23 吳○柔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北京郵電大學–數學與應用數學系
24 張○婕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四川大學–服裝與服飾設計學系
25 吳○榕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武漢大學–材料物理學系
26 張○ 餐旅學系 西南大學–旅遊管理學系
27 曾○偉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28 張○穗 電影與電視學系 浙江大學–廣告傳播學系
29 陳○晴 電影與電視學系 浙江大學–廣告傳播學系
30 饒○筑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同濟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31 黃○婷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32 尹○茵 大眾傳播學系 蘭州大學–廣告專業
33 鄧嘉瑄 大眾傳播學系 吉林大學 - 廣播電視編導學系
34 李允真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政法大學 - 網路與新媒體學系
35 高○蓮 國際財務金融系 四川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系
36 李○芳 國際財務金融系 四川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系
37 蘇○霖 工業管理系 四川大學–商學院工業工程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林○君 應用英語學系 南京大學 - 外國語學院

2 陳○霖 電影與電視學系 南京大學 - 新聞傳播學院

3 曾○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 南京大學 - 商學院

4 吳○睿 大眾傳播學系 南京大學 - 新聞傳播學院

5 李○蓁 財務金融學系 南京大學 - 商學院

6 王○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 南京大學 - 商學院

7 林○翎 財務金融學系 南京大學 - 商學院

8 李○ 電影與電視學系 南京大學 - 文學院

9 嚴○飛 電影與電視學系 南京大學 - 新聞傳播學院

10 梁○中 國際商務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 - 商學院

11 陳○貞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四川大學 - 機械工程学院

12 張○穗 電影與電視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 - 藝術學院

13 陳○晴 電影與電視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 - 戲劇影視學院

14 程○亭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中國海洋大學 - 工程學院

15 高○辰 數位多媒體設計 中國政法大學

16 陳○匡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 - 商學院

2019秋季班目前共申請34+3(雙聯)人，前往20所姊妹校交換

2020春季班目前共申請19+3(雙聯)人，前往9所姊妹校交換



17 謝○揚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18 林○伶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北京理工大學 - 機械與車輛學院

19 林○均 應用英語學系 廈門大學 - 外文學院

20 高○蓮 國際財務金融系 四川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系

21 李○芳 國際財務金融系 四川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系

22 蘇○霖 工業管理系 四川大學–商學院工業工程

備註：1.學費-校際公費生為繳交義守大學學費，大陸姐妹校免收學費，名額有限。

2.目前尚有名額，有興趣報名的同學，請洽國際處簡意宜老師  07-6577711 ext.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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