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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資格

- 大學部：大一至大四
- 碩士班：碩一至碩二

(不含延畢生、在職生身份入學者)

- 符合交換校語文能力要求者；
- TOEFL iBT 60 / IELTS 5.0 / 

TOEIC 600 at least

- 學業成績優良
- 無不良操行記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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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甄選與申請時間

交換國家 甄選時程

日本
上學期 9月開學前後1-2週

108年9月2日-16日下午5點 (已截止)

其他國家與地區
(日本、中國除外)

上學期 11月份

108年11月8日-12月6日下午5點 (暫定)

中國
下學期 2月開學前後1-2週

109年2月10日-24日下午5點 (暫定)

- 申請件須於甄選期限內繳至國際處(行2004室)。

- 各地區每年僅甄選1次，敬請把握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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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締約學校資料

姐妹校數量 252所

姐妹校分佈國家數 42國(分佈於歐、美、亞、大洋洲)

交換校數量 189所 - 日本：21所

- 其他國家與地區：135所

- 中國：33所

108.10.05



3. 交換暨海外短期研修資訊
國際處提供之交換/研修/獎助資訊

https://oia.nsysu.edu.tw/

交換│首頁出國交換

研修│首頁短期交流

獎助│首頁獎助學金

https://oia.nsysu.edu.tw/


3. 雙聯學位計畫資訊
國別 合作之姊妹校

法國

昂傑高等商學院 / Ecole Superieure des Sciences Commerciales D’Angres (碩士雙聯)

勃艮地高等商學院 / Burgundy Business School (碩士雙聯)

諾歐商學院 / Neoma Business School (碩士雙聯)

KEDGE高等商學院 / KEDGE Business School (碩士雙聯)

美國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碩士雙聯)

天普大學 / Temple University (碩士雙聯)

佛羅里達國際大學 /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碩士雙聯)

韓國紐約州立大學 /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Korea (碩士雙聯)

加拿大 維多利亞大學 / University of  Victoria (學士雙聯)

英國 諾丁漢特倫特大學 /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碩士雙聯)

比利時
根特大學 / Ghent University (博士雙聯)

魯汶大學 /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博士雙聯)

奧地利 約翰開普勒林茲大學 /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碩士雙聯)

日本 早稻田大學 / Waseda University

泰國 瑪希敦大學 / Mahidol University (碩博士雙聯)

印尼

布勞爪哇大學 / University of Brawijaya (碩士雙聯)

比娜大學 / Binus University (碩士雙聯)

茂物農業大學 / Bogor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碩士雙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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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請手續與繳交文件

交換申請繳交文件

1. 申請表

2. Check list

3. 語言檢定成績證明

4. 有利審查資料表

5. 研修計畫書

6. 歷年成績單

7. 志願表



交換甄選資訊說明

 1. 申請資格

 2. 甄選時間

 3. 締約學校

 4. 申請手續及文件

 5. 成績計算方式



5. 成績計算方式
【日本】、【其他國家與地區】

總分相同者，以語言檢定成績較高者為優先考量，其次為學業成績，

最後為研修計畫書；若各項分數均相同者，由評審委員決議優先順序。

日本 其他國家與地區 中國

在校成績 30% 30% 60%

語言成績 40% 40% X

研修計畫書 20% 20% 20%

有利審查 10% 10% 20%

總分未達60分者不予錄取



臺
灣

日本
地區

一般地區 大陸地區

日本 亞洲1 大洋洲 美洲2 歐盟 ECTS3, 4 英國 中國大陸5

1 1 1 4 1 2 5 1

2 2 2 8 2 4 10 2

3 3 3 12 3 6 15 3

4 4 4 16 4 8 20 4

5 5 5 20 5 10 25 5

6 6 6 24 6 12 30 6

交換校學分轉換參考



如何申請出國
研修獎學金



本校研修及教育部學海系列獎助計畫

獎助計畫 學習性質 申請資格

本校研修獎助/
學海飛颺 /

交換計畫／自費研修
／雙聯學位

經錄取本校交換甄選計畫或
取得國外學校入學資格者

學海惜珠
交換計畫／自費研修

／雙聯學位
具備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資格者

學海築夢 海外實習 具備國外機構邀請函

新南向學海築夢 新南向國家海外實習 具備國外機構邀請函

乘風萬里‧
轉動人生培育國
際視野清寒學習

獎勵金

清寒學生出國修讀學分、
交換、實習、國際志工

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或教育部弱勢助學

資格之ㄧ者



本校研修及教育部學海系列獎助計畫

獎助計畫 獎助金額 申請時間

本校研修獎助/
學海飛颺

依據入學許可核定期程，
每月補助新臺幣1萬元

雙聯學生免付本校學分費

每年1~2月
姊妹校交換生經本校提名即
獲獎助資格，無需申請

學海惜珠 由教育部核定 每年1~2月

學海築夢/新南向
學海築夢

由教育部核定，計畫主持人：
經濟艙來回機票、至多14天
生活費；選送學生：經濟艙
來回機票、至多60天生活費

每年1~2月

本校乘風萬里‧
轉動人生培育國際
視野清寒學習獎勵

金

近乎全額補助學費、來回經
濟艙機票及海外生活費。實
際補助金額依本校審查結果

核發

每年4月及11月

108年第2次申請: 2019/11/1~11/29



教育部學海計畫辦理時程

本校

公告簡章

向國際處

提出申請

校內

審查委員會

由國際處送

教育部申請
教育部審查

教育部公告

補助名單

1月 1-2月 3月 3月31日前 4-5月 5月31日



學海築夢 & 新南向學海築夢

學海築夢 新南向學海築夢

由本校專任教師選送學生至非新南向國家企業、
機構進行30天以上之職場實習(不包括來回途
程交通時日)。（不含大陸、港、澳地區）

由本校專任教師選送學生至下列國家、機構進
行進行30天以上之職場實習，但赴印尼實習者，
不得少於25日(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
印尼、越南、寮國、汶萊、泰國、緬甸、菲律賓、柬埔寨、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
不丹、斯里蘭卡、紐西蘭及澳洲等18國。

109年築夢
可補助出國期間

出境期間：核定公告後(當年度6月)至隔年10月31日以前

109年
9月

110年
10月109年6月

教育部核定公告

出境期間：
108學年度第2學期(核定後)~109學年度第2學期(10月前) 在國外期間一學期或一學年



申請者：本校專任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

選送學生：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設有戶籍之本國學生。

2. 申請及受補助期間皆於本校註冊在學(不含在職專班)。

3. 未曾或未同時領取政府預算所提供累計逾一年以上留學獎助金者。

4. 外國語言能力優良並達國外大學(機構)規定最低標準者。

5. 已獲得國外大學(機構)錄取者或正進行申請者，前者優先考量。

學海築夢 & 新南向學海築夢申請資格

1. 校內申請初步計畫書

–包含基本資料、預計選送學生名單、經費表、實習待遇考評、實習時間、自籌配合款等。

2. 申請教師聲明書

– 確認此實習計畫未透過仲介公司辦理，且學生為合法實習。

3. 同意函

– 確認院/系/所可提出相對配合款。

4. 實習機構邀請函

申請文件：



學海築夢 & 新南向學海築夢補助項目

學海築夢

校內審查委員會

（申請件排序）

由國際處送教育部複審

核定公告全校補助金額

依審查委員會決議及排序

分配經費

新南向學海築夢

校內審查委員會

（確認符合資格）

由國際處送教育部複審

教育部逐案審查，

並公告每案補助金額

3月31日前

3月

5月31日

1. 計畫主持人提出20％配合款者（配合款來源不得為政府其他經費，且需平均分給所有出國者）

2. 赴中東歐、中南美、西亞及東南亞（東協十國）等具高潛力發展國家之企業或機構進行實習者

3. 已獲得國外企業、機構錄取者

優先排序原則



五年學碩、七年學碩博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暑期研究計畫

 符合本校「學士班學生七學
年學碩博育才實施辦法」或
「五學年學、碩士學位辦法」
入學研究所之獲獎生

 選送學生赴UCSD參與實驗室研究計畫

 依據交換校入學許可核定期
程，每月補助新臺幣$15,000

 申請資格：

 獎助金額：每名新臺幣10萬元

 計畫時間：每年７－８月(8週)

 甄選時間：每年１月

(一) 本校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之

學生，不接受碩/博士班申請

(二) 申請前兩學期成績不低於GPA3.3

(三) 有效期限內之英語能力檢定證明:

TOFEL_iBT 80、TOEIC 750或

IELTS 6.0（含）以上者。

其他獎助計畫

政府專案獎學金

 不定期公告於國際處獎助學
金最新公告
http://oia.nsysu.edu.tw/p/403-
1007-3095-1.php?Lang=zh-tw

http://oia.nsysu.edu.tw/p/403-1007-3095-1.php?Lang=zh-tw


鼓勵教師開設短期出國研修課程

計畫宗旨
鼓勵教師積極規劃赴國外學校進行之短期出國研修課程，帶領學生出國至
姊妹校或優秀大學進行短期密集課程，並且安排參訪相關企業/實驗室學習，
課程均以外語進行，以增加本校學生出國研修學習管道及提升國際觀。

補助對象 本校專任教師、正式學籍修課學生(不含短期來校境外生及在職專班學生)

補助項目

 授課教師國外差旅費
 國外學校之行政費
 國外教師授課鐘點費
 選課學生之國外機票費（部分）、簽證費及保險費。

申請時間 每年11/15~11/30；視經費使用情形隔年4/15~4/30開放申請

出國期間 7~14天為原則

參加學生 至少15人

歷年執行成果 98~108年計補助32門課程，選送648名學生。



國際事務處學生交換事務組

Email: yvettewang@mail.nsysu.edu.tw

Tel: (07) 525-2000 分機 2243

Email: oia.exchange2@mail.nsysu.edu.tw 
Tel: (07)-525-2000 分機 2635 

交換申請

出國獎學金

行政大樓2樓2004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