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20年12月16日(三)

時間：12:10-13:00

地點：學聚館開放式討論區D

109學年度
校級國際交換生
甄選說明會

【第二梯次：日語組、其
他外語組二次招募】



• 12:10-12:15 

長官致詞

• 12:15-12:45

交換生計畫簡介及甄選說明

• 12:45-13:10

Q&A

議程



什麼是交換研修？

繳交長榮大學學費
在國外姐妹校上課

不用國外學費

什麼是交換研修？



（甄選GO ）

簡章公告

說明會辦理

（甄選）

申請人遞送

申請資料

（甄選）

甄選書面資料審查

（甄選）

面試審查

（甄選）

成績計算與排序

決定錄取名單

（甄選）

錄取名單公告

正備取意願遞補

（甄選End）

第二次錄取名單公告

後續不接受異動

（交換GO）

依交換學校規定繳交

申請文件，進行審查

（交換）

審查通過者，由交換

學校核發錄取通知

（交換）

辦理赴外簽證及

各項出國程序

（交換）

於規定期限出國交換、

選課，並修課及格

（交換End）

研修後返國就讀，

並完成返國程序

國際交換生研修計畫流程簡介



 本校修業滿一學年（含）以上、具正式學籍、

且為在學學生；

 前一年學年度平均成績達70分(含以上) ；

 甄選與出國期間皆在學，且學籍身份不得變更；

 曾獲校級交換生資格並完成交換研修者，如欲

再次提出申請以自費交換研修為原則；

 非交換學校原國籍學生。

申請資格



至少一學期，至多以一學年為限

本（109）學年度赴海外地區甄選，將選出

預計於以下兩個學期赴外交換研修學生：

110-1學期

110-2學期

交換期程



日 期 事 項

109.12.07(一) 第二梯次簡章公告、開始受理申請(12/07~110/02/05)

109.12.16(三) 第二梯次：日語組、其他外語組二次招募甄選說明會

110.02.05(五) 第二梯次甄選申請資料收件截止*

110.02.19(五) 面試甄選時間公告（國際處訊息中心及Facebook）

110.02.26(五) 第二梯次甄選面試

110.03.12(五) 第一階段錄取名單公告

110.03.17(三) 第一階段錄取之正備取遞補作業截止*

110.03.19(五) 公告正式錄取名單（此後不再進行遞補或異動）

*申請前請確認資料是否齊備，如需補繳請於受理期限內繳交，逾期恕不受理補交
。

甄選程序及重要日程



如何申請？
收件截止日期：
2021.02.05(五)
下午17:00前
-郵寄以郵戳為憑
-逾時不候
-不協助影印、列印、裝訂、掃描等
服務

-不通知補件，請自行確認各項資料
檢核



線上填寫個人資料表：

https://reurl.cc/6lnNKV

步驟-線上填寫

如何申請 (110/02/05收件截止)

https://reurl.cc/6lnNKV


如何申請 (110.02.05收件截止)

步驟-文件準備(依序排列)
1) 個人資料表一份（建議打字須完成紙本欄位簽章） →須完成紙本欄位簽章。

2) 中文、英文或中文、日文自傳各一篇。

3) 中文、英文或中文、日文讀書計畫各一份。

4) 大學或研究所歷年中文成績單正本一份→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5) 家長保證書正本一份→簽名+蓋章。

6) 語文檢定證明影本一份→有什麼附什麼，建議提供國際認證之語文檢定證明

7) 所填志願若為奧地利、西班牙、法國、德國、韓國學校，須繳交二年內曾修讀相關語

言課程之證明，也可在成績單上標註→若當學期正在修課者，可繳交課表以茲佐證。

8) 其他有助甄選資格審查之資料（ex. 其他語文檢定證明、活動參與證明、社團參與紀

錄等）。

9) 本校專任（專案）教師推薦函（彌封）二封→2位教師，不是一個老師寫2份。



動機

人生規劃

對報考
學校的
瞭解

欲達成目標

•近程

•中程

•遠程

讀書計畫撰寫建議(1/2)



讀書計畫撰寫建議(2/2)

讀書計畫-越具體越好
動機-為何要當交換生(自己的專業背景)
自己人生的規劃
對於報考對象學校的了解
欲達成目標
近程(到交換之前)、中程(交換生)、遠程(交
換活動結束)



 步驟所列第1、5、9項提供表格下載，請至下載專區下

載使用；第2、3、8格式不拘，可自行排版。

 所有申請文件請依步驟順序排列後，並將所有資料儲

存為「同一個」PDF檔案格式（推薦函無須繳交電子檔）

步驟-文件排序、電子檔

如何申請 (110/02/05收件截止)



•文件依序排列，以長尾夾/釘書機簡單裝訂即可

•請勿裝訂成冊，國際處恕不提供影印及列印。

•繳交至國際處(行政大樓3樓)

紙本

•掃描紙本文件(推薦函除外)

•E-mail至kokoro@mail.cjcu.edu.tw

•檔名：學系_姓名學號（ex. 國企系_李小花

H12345678）

•主旨：109學年度第二梯次校級交換生申請：學系_

姓名學號

電子檔

步驟-收件方式

如何申請 (110/02/05收件截止)



組別 面試40% 書面審查60%

英韓組 • 韓語、英語面試
 前一學年度操性成績

10%

 前一學年度學業成績

10%

 自傳及讀書計畫15%

 語文證明10%

 其他相關資料15%

英文組 • 英語面試

中文組 • 中文簡報、面試

日文組 • 日文、中文面試

甄選準則



面試

日期:預定為110年02月26日(五)

地點:預定為行政大樓6樓第一、
第二、第三討論室、4樓第三會議
室

※主辦單位保留因報名人數變更時間及地點異動
之可能性，詳細資訊敬請申請人留意國際處網頁
公告。

※若有課程進行、請自行處理請假事宜。



109學年度校級國際交換生甄選
第二梯次

共有18個國家、52校、158個名額
歐美共有8所17名額

東南亞共有21所79名額
韓國共有9所29名額
日本共有11所25名額
香港、中國共3所8名額

甄選國家與名額



交換期間與名額-歐美(1/2)

國家 學 校
甄選
名額

交換
期程

出國
學期

備註

美 國

聖道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

1 一學年 110-1
1. 限大學部學生
2. 語言能力標準：TOEFL iBT 79、IELTS 6、

TOEIC 650

加 拿 大
聖保羅大學
Saint Paul 
University

2 一學年 110-1
語言能力標準：TOEFL iBT 79、IELTS 6、TOEIC 
650

奧 地 利
約翰克卜勒大學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2 一學年 110-1

1. 因姐妹校課程主要與管理類學科相關，建議具
管理相關專業知識者，踴躍提出申請

2. 語言能力標準：TOEFL iBT 79、IELTS 5.5、
TOEIC 785或其他達CEFR level B2(含)以上之
證明

3. 報名時需繳交二年內曾修讀德文課程之證明

捷 克

哈拉代茲•克拉羅
維大學
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

2 一學年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CEFR B1(含)以上



交換期間與名額-歐美(2/2)

國家 學 校
甄選
名額

交換
期程

出國
學期

備註

西 班 牙

武康大學
Universidad 
Católica San 
Antonio de Murcia 
(UCAM)

2 一學年 110-1
語言能力標準：TOEFL iBT 79、IELTS 5.5、
TOEIC 785或其他達CEFR level B2(含)以上之
證明

義 大 利
沙列諾大學
University of 
Salerno

3 一學年 110-1
語言能力標準：TOEFL iBT 79、IELTS 5.5、
TOEIC 785或其他達CEFR level B2(含)以上之
證明

法 國
旺代天主教大學
ICES: Vendee 
Catholic University

2 一學年 110-1

1. 現階段尚未被列入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
名冊」中，修習之課程無法抵免學分

2.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CEFR B1(含)以
上

3. 報名時需繳交二年內曾修讀法文課程之證
明，有DELF測驗證明尤佳

德 國
Northern Business 
School 3 一學年 110-1

1. 限大學部學生
2. 語言能力標準：TOEFL iBT 79、IELTS 5.5、

TOEIC 785或其他達CEFR level B2(含)以
上之證明

3. 報名時需繳交二年內曾修讀德文課程之證
明



交換期間與名額-韓國(1/2)

國家 學 校
甄選
名額

交換
期程

出國
學期

備註

韓 國
東新大學
Dongshin University 3 一學年 110-1

1. 無韓語基礎可申請，但TOPIK 3級以上
才能修韓語授課課程

2. 報名時需繳交二年內曾修讀韓文課程
之證明

韓 國
韓世大學
Hansei University 3 一學年 110-1

1. 無韓語基礎可申請，但TOPIK 3級以上
才能修韓語授課課程

2.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CEFR B1(
含)以上

3. 報名時需繳交二年內曾修讀韓文課程
之證明

韓 國
翰林大學
Hallym University 5 一學年 110-1

1. 語言能力標準：TOEFL iBT 71、TOEFL
PBT 510、IELTS 5.5、TOEIC 785或其
他達CEFR level B2(含)以上之證明

2. 報名時需繳交二年內曾修讀韓文課程
之證明

韓 國
韓信大學
Hanshin University 5 一學年 110-1

1. 無韓語基礎可申請，但TOPIK 3級以上
才能修韓語授課課程

2. 報名時需繳交二年內曾修讀韓文課程
之證明

3. 與姊妹校互惠項目：免住宿費

韓 國
啟明大學
Keimyung University 1 一學年 110-1

1. 無韓語基礎可申請，但TOPIK 3級以上
才能修韓語授課課程

2. 報名時需繳交二年內曾修讀韓文課程
之證明



交換期間與名額-韓國(2/2)
國家 學 校

甄選
名額

交換
期程

出國
學期

備註

韓 國
白石大學
Baekseok University 2 一學年 110-1

1. 無韓語基礎可申請，但TOPIK 4級以上
才能修韓語授課課程

2. 報名時需繳交二年內曾修讀韓文課程
之證明

韓 國
聖公會大學
Sungkonghoe
University

1 一學年 110-1

1. 無韓語基礎可申請，但TOPIK 3級以上
才能修韓語授課課程

2. 報名時需繳交二年內曾修讀韓文課程
之證明

韓 國
韓東國際大學
Handong Global 
University

4

一學期 110-1
1. 限大學部學生
2. GPA 3.0
3. 韓文或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4. 報名時需繳交二年內曾修讀韓文課程

之證明

一學期
110-2

韓 國
又松大學
WooSong University 5 一學年 110-1

1. 韓文或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2. 報名時需繳交二年內曾修讀韓文課程
之證明

3. 每一學期為15週正規課程及5週評量週，
必須待滿20週。



交換期間與名額-東南亞(1/5)

國家 學 校
甄選
名額

交換
期程

出國
學期

備註

泰 國

基督教大學
Christian 
University of 
Thailand

3 一學年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泰 國
西北大學
Payap University 10 一學年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印 度
基督大學
Christ University 5 一學年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印 度
Chandigarh
University 5 一學年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菲 律 賓
中央大學
Central Philippine 
University

4 一學年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交換期間與名額-東南亞(2/5)

國家 學 校
甄選
名額

交換
期程

出國
學期

備註

印 尼
彼得拉大學
PetraChristian
University

2 一學期 110-1 1. GPA 2.75
2. 語言能力標準：TOEFL iBT 65、

TOEFL ITP 513、IELTS 5.5、TOEIC 
605

2 一學期 110-2

印 尼
Krida Wacana
Christian University

3
一學期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一學期 110-2

印 尼
Parahyangan Catholic 
University

1
一學期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一學期 110-2

印 尼
Duta Wacana
Christian University

2
一學期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一學期 110-2

印 尼
Ata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3
一學期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一學期 110-2



交換期間與名額-東南亞(3/5)

國家 學 校
甄選
名額

交換
期程

出國
學期

備註

印 尼
諾門森大學
Nommensen HKBP 
University (UHN)

3
一學期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一學期 110-2

印 尼
Universitas Atma
Jaya Yogyakarta

2
一學期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一學期 110-2

印 尼
Soegijapranata
Catholic University

5

一學期 110-1 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CEFR 
B1(含)以上

2. 錄取後可透過姊妹校申請印尼政府
獎學金「Darmasiswa
Scholarship」，生活費每月補助約
新台幣3500元、住宿補助一次約新
台幣1000元

一學期 110-2

印 尼
Universitas
Airlangga

4
一學期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一學期 110-2

馬來西亞

砂拉越科技大學
University College 
of Technology 
Sarawak

5 一學年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交換期間與名額-東南亞(4/5)

國家 學 校
甄選
名額

交換
期程

出國
學期

備註

馬來西亞 USCI University 5 一學年 110-1 TOEFL PBT500、IELTS 5.5、TOEIC 785
或其他達CEFR B2(含)以上

越 南

太原科技大學
Thai Nguyen 
University of 
Sciences

3 一學年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越 南

Thai Nguye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chool

3 一學年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越 南
土龍木大學
Thu Dau Mot 
University

3 一學年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越 南
阮必成大學
Nguyen Tat Thanh 
University

3 一學年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交換期間與名額-東南亞(5/5)

國家 學 校
甄選
名額

交換
期程

出國
學期

備註

越 南

太原經濟大學
Thai Nguye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3 一學年 110-1 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建議達
CEFR B1(含)以上



交換期間與名額-香港、中國

國家 學 校
甄選
名額

交換
期程

出國
學期

備註

香 港 香港教育大學 2 一學期 110-1

1.GPA 2.5

2.語言能力標準:TOEFL iBT80

、TOEFL ITP550、IELTS 6

中 國 東華大學 4

一學期 110-1

限臺灣籍學生申請

一學期 110-2

中 國 西南財經大學 2

一學期 110-1

限臺灣籍學生申請

一學期 110-2



交換期間與名額-日本(1/3)

國家 學 校
甄選
名額

交換
期程

出國
學期

備註

日 本 大阪女學院大學 3 一學年 110-1

1. 主要提供英語授課課程

2. 須同時具備下列二項標準:

GPA2.5、TOEIC 675



交換期間與名額-日本(2/3)

國家 學 校
甄選
名額

交換
期程

出國
學期

備註

日本
長野大學
Nagano University

2 一學期 110-1
具備日檢N2或同等能力以上證明

2 一學期 110-2

日本 武藏野大學
Musashino University

2 一學年 110-1 具備日檢N3或同等能力以上證明

日本 拓殖大學
Takushoku University

1 一學年 110-2 具備日檢N2或同等能力以上證明

日本
鈴鹿大學
Suzuka University

2 一學年 110-1 具備日檢N2或同等能力以上證明

日本
大阪國際大學
Osak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2 一學年 110-1 具備日檢N3或同等能力以上證明



交換期間與名額-日本(3/3)

國家 學 校
甄選
名額

交換
期程

出國
學期

備註

日本
近畿大學
Kindai University

2 一學期 110-1
具備日檢N2或同等能力以上證明

2 一學期 110-2

日本
神戶國際大學
Kob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1 一學年 110-1 具備日檢N3或同等能力以上證明

日本
福岡女學院大學
Fukuoka Jo Gakuin 
University

1 一學年 110-1 具備日檢N2或同等能力以上證明

日本
國立熊本大學
Kumamoto University

3 一學年 110-2 具備日檢N2或同等能力以上證明

日本
長崎衛斯理公會大學
Nagasaki Wesleyan 
University

2 一學年 110-2 具備日檢N3或同等能力以上證明



其他注意事項(1/4)

申請前
 如欲了解各交換學校詳情，請自行至各校網站查詢。
 申請前請先確認赴外交換時的學籍狀態，若有延畢

或學分調整之狀況，請先與家長和系上取得共識後
再提出申請。

 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有
可能會發生交換生資格被迫取消、延期、或更
改出發期程等異動狀況，敬請審慎思考。



其他注意事項(2/4)

申請與甄選階段
• 申請人如為境外生，不得申請交換回原國籍國家研修。
• 請於收件截止日前繳齊申請文件，不受理申請文件補繳。
• 由國際學術交流審查委員會進行交換學生之甄選。甄選結

果係以個人志願分發，不得擅自交換、更改，否則視為棄
權。

• 甄選結果公告後，請於一星期內繳交「交換學生應履行之
義務同意書」以及「錄取同意書」，無法參加者繳交「棄
權聲明書」，文件繳交後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 要求變更
志願或擅自更改分發結果，否則視同棄權。

• 第一次棄權後將重新分發遞補出缺名額，並公佈最後正式
錄取名單。



其他注意事項(3/4)

錄取後
• 錄取中國、日文組以外之交換生，皆須選修 109 學年度下學

期語文中心開設之「交換生英語加強課程」，此課程未通過者
取消錄取資格！

• 所有通過校內甄選之同學，尚需接受交換學校之審核，由交換
學校決定是否錄 取；如未通過交換學校之審核，將由本單位
視情況改分配至條件符合之尚有缺額之學校。

• 各交換學校之入學資格仍需以各交換學校寄發之「入學通知書」
為憑，並據以辦理出國相關手續。各交換校之入學申請，將個
別通知學生辦理。

• 所有錄取之同學皆須自行辦理簽證、選課、學分抵免、機票及
保險等個人事宜。



其他注意事項(4/4)

• 部份交換學校並不提供住學校宿舍保證，姊妹校將提
供租屋資訊，錄取同學需自行負責住宿問題。

• 錄取者有義務擔任接待姊妹校交換生（海外友人）、
新年度交換生業務諮詢的服務工作。

• 交換生獎學金：錄取此次國際交換學生資格者，可申
請本校學生國際學術交流獎補助金或教育部學海飛颺
或學海惜珠獎學金；而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者、以僑生
身分入學者，以及前往學校位於大陸港澳地區者，不
符合教育部學海系列獎學金領取資格。



•長榮大學赴外研修生作業要點甄選

•教育部學海惜珠、學海飛颺獎學金

•長榮大學推展學生國際學術交流獎助學金實

施辦法

•各外部獎學金、依來文公告辦理

獎學金

• 交換期間，依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繳納學雜費

相關資訊

https://dweb.cjcu.edu.tw/intl/article/1552


 語文能力證明

 5-6月行前說明暨獎學金申請說明(必要參加)

 學期結束前－完成行政契約書簽名

 課程、簽證、住宿、接機…等事宜，必須自行
處理

 出發前兩週－完成出國前程序

 獎學金－預計9月撥款（視經費來源有微調）

行前手續－秋季班同學



 12月初－行前說明暨獎學金申請說明(必要參加)

 12月底前－完成行政契約書簽名

 課程、簽證、住宿、接機…等事宜，必須自行
處理

 出發前兩週－完成出國前程序

 獎學金－預計4月左右撥款（視經費來源有微調）

行前手續－春季班同學



赴外交換生網頁
HTTPS://REURL.CC/R1NVKZ

https://reurl.cc/R1NvKz


交換生經驗分享

【返國交換生經驗分享(一)】
日期：09月29日(二)
時間：12:10-13:10
分享國家/學校：

日本－長崎衛斯理公會大學
奧地利－約翰克卜勒大學

【返國交換生經驗分享(二)】
日期：10月15日(四)
時間：12:10-13:10
分享國家/學校：

日本－熊本大學
日本－大阪國際大學

OGE FB



不要忘記，您還是「學生」，學習是應盡
的本份

彈性及開放學習的心

體驗文化與認真學習不衝突，您的態度決
定別人對待您的態度

代表長榮大學、代表台灣

獨立及負責，從「決定申請」那一刻開始！

Be Responsible to Yourself!

心態上，應準備的是



感

謝

您

的

聆

聽

Q&AQ&A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第二梯次甄選簡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