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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其他國家與地區出國交換學生選填志願表 (大學生)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 系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__ 

 請勾選欲出國交換時間（限擇一）： □ 上學期 (2023 年 9 月)  □ 下學期 (2024 年 2 月) 

 請勾選欲出國交換期程（限擇一）：  

□ 交換一學期          

□ 交換一學年 (限交換一學期之交換校，僅可交換一學期)  

   □ 所選志願校僅可交換一學期，同意僅交換一學期 

   □ 所選志願校如僅剩一學期缺額，同意僅交換一學期 

 注意事項：1. 管院交換校限管院學生填寫 2. 管院學生填選志願時，請將校級及管院交換校兩部份志願交叉填寫，即

志願數字不重複 3. 若有海外學分抵免需求，申請前請自行確認所選之交換校有提供可折抵之課程。 
 

志願序 校級交換校 志願序 管院交換校 

 AU002 澳洲國立大學  (優先錄取大學生)  CA002 維多利亞大學 (限交換一學期) 

  AU004 昆士蘭科技大學 (限在中山就讀一年(含)以上)  CA003 萊斯橋大學 

 CA001 渥太華大學 (限在中山就讀一年(含)以上)  CO001 拉薩瓦那大學 

 CA002 維多利亞大學 (優先錄取大學生)  HK001 香港中文大學 (限大二(含)以上) 

 CA004 聖瑪麗大學 (限交換一學期)  HK002 香港城市大學 

 MX001 CETYS大學  KR004 延世大學 (限大二(含)以上) 

 US001 波特蘭州立大學 (大學生為優先)  MY006 泰萊大學  (限在中山就讀一年(含)以上) 

 US006 天普大學 (優先錄取大學生、中山就讀一年(含)以上)  TH001 朱拉隆功大學 

 HK004 香港教育大學  AT001 林茲大學 

 HK006 香港樹仁大學 (限中文系)  BE002 天主教魯汶大學 

 ID002 印尼大學 (在中山就讀一年(含)以上)  BE004 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限大三(含)以上) 

 IN003 維爾特克科技大學  CH001 蘇黎世應用科學大學-管理與法律學院  

 KR001 中央大學  CZ001 哈拉代茲克拉羅維大學 

 KR003 首爾國立大學 (在中山就讀一年(含)以上)  DE001 曼漢大學 

 KR006 梨花女子大學  DE004 慕尼黑大學(限交換一學期) 

 KR008 釜慶大學   DE007 奧格斯堡大學 

 KR009 成均館大學  (在中山就讀一年(含)以上)  DE010 英戈爾施塔特(THI 商學院) (限大二(含)以上) 

 KR012 仁荷大學  FI001 漢肯商學院 (□Helsinki □Vaasa) 

 LK001 佩拉德尼亞大學  FR001 里昂管理學院  

 MO001 澳門大學  FR002 昂傑高等商學院 (請填寫校區____________ campus) 

 MY003 拉曼大學  FR003 大西洋布列塔尼管理學院 (EMBA) 

 PH001 馬尼拉雅典耀大學  FR005 巴黎高等經貿學院 

 PH003 菲律賓大學地利門分校  FR010 勃艮地高等商學院 

 PH006 德拉薩大學  FR011 吐魯斯高等商學院 

 SG001 南洋理工大學 (在中山就讀一年(含)以上)  FR013 EDHEC 經濟商管學院 (□Nice □Lille) 

 SG002 新加坡管理大學 (限大二(含)以上)   FR014 雷恩高等商學院  (限修 30個商管學分以上) 

 TH002 清邁大學  FR017 KEDGE 商學院  

 TH003 法政大學 (在中山就讀一年(含)以上)  FR022 諾曼第管理學院 

 TH011 詩納卡寧威洛大學  FR023 諾歐商學院 

 BE001 根特大學(限文、工、管、社學院、海工系學生申請)  FR024 蒙彼利埃商學院 

 BE003 列日大學  IT001 波查諾自由大學 

 CZ002 捷克科技大學  NL001 安恆商學院 (在中山就讀一年(含)以上) 

 DE003 紐倫堡應用技術大學  NL002 阿姆斯特丹商學院 (限一學期) 

 DE005 巴登符騰堡大學  NL003 葛洛尼恩大學 (請檢附大學畢業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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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序 校級交換校 志願序 管院交換校 

 DE006 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  (限大二(含)以上)  PL002 波茲南科技大學 

 DE009 雷根斯堡大學  PT001 里斯本大學 

 DE011 漢堡大學  SE002 詠學平大學(限大二(含)以上) 

 DE012 科隆大學  SE004 厄勒布魯大學 

 DE013 波茨坦應用科學大學    

 DE014 弗萊堡大學    

 DE015 基爾大學    

 DK001 南丹麥大學 (請確認年級/學分符合資格))    

 EE001 塔爾圖大學 (限社科及管理學院學生申請)    

 ES002 科爾多瓦大學 (限文學院學生申請)    

 FR004 聖莫內大學    

 FR007 里昂政治學院    

 FR008 波爾多政治學院 (限修讀社會科學)    

 FR009 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    

 FR015 巴黎天主教大學    

 FR020 艾克斯馬賽大學    

 FR021 馬賽中央理工學院    

 FR025 國際與政治高等學院 (限社科學院申請)(限一學期)    

 FR026 拉羅謝爾大學    

 FR027 古斯塔夫·艾菲爾大學    

 HR001 札格拉布大學    

 IT003 維洛那大學 (限文學院學生申請)    

 IT004 羅馬大學      

 LT001 維爾紐斯科技大學    

 LT002 考納斯理工大學(在中山就讀二年(含)以上)    

 LT003 維爾紐斯大學    

 LV001 拉脫維亞大學    

 NL004 烏特列支大學    

 NO001 挪威經濟學院    

 PL001 居禮夫人大學    

 PL003 格但斯克大学    

 RU005 莫斯科國立大學    

 RU006 莫斯科國立師範大學    

 RU007 托木斯克國立大學    

 SE001 林奈大學    

 SE002 皇家理工學院 (限大三(含)以上)    

 SK001 夸美紐斯大學    

 TR001 中東科技大學 (交換前在中山就讀一年(含)以上)    

 TR002 科克大學 (在中山就讀一年(含)以上)    

 TR002 安卡拉社會科學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