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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 上海交通大學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不可 (如可接受晚收到成績單者，可)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期五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交換生可選擇的院系及專業不限，課程有大學部、碩士生的限定，大學部可以跨專業或跨年級修課，部分課程可以大學部、研究所互選。開課課程項目

或網頁請參考各學院網站。

 工科-船舶海洋與建築工程學院、機械與動力工程學院、電子資訊與電氣工程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生物醫學工程學

院。

 理科-數學科學學院、物理與天文系、化學化工學院、生命科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農業與生物學院、藥學院。

 人文社科-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凱原法學院、外國語學院、人文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媒體與傳播學院、設計學院

課程:大學部 https://i.sjtu.edu.cn、研究生 http://www.gs.sjtu.edu.cn

- 線上成績查詢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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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 上海交通大學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大學部課程與研究生課程絕多數不可互通

 以下學院的課程不開放交換生選課：人文學院留學生的課程、繼續教育學院、醫學院、高級金融學院；

 僅對第二專業學生開設的課程，不開放；

 其它學院的課程對交換生開放；

 申請交換至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者，其原專業應與所交換專業相關。

住宿
Accommodation

 無需另外申請住宿，校方將安排，但需要自備宿舍床上用品（床單、被褥、枕頭等）。

 一般為3-4人一間，亦有雙人間，衛浴為共用，宿舍設施因樓棟不同而異。

 住宿費需一次支付：閔行校區600元/學期、徐匯校區1500元/學期。

 住宿費不含電費，如需空調，需要另行租賃(租賃費不含電費約400元/學期/人)；

 校園網不收取費用。（註：目前港澳臺生安排閔行校區校內住宿）

生活費
Living cost

 約3000RMB/月

 有多個校內食堂可供選擇，膳食費每月約800-1000元，因人而異。

 生活費、書籍、交通等，因人而異；

 因滬台情況不同，建議在台購買保險。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http://www.jwc.sjtu.edu.cn/web/sjtu/198109.htm

 每個學期共有18周：

- 秋季學期/第1學期（9月至次年1月）

- 春季學期/第2學期（2月至6月）

學校網址
Website http://www.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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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2 北京理工大學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可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不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待交換校回覆名額，有興趣者可先選填; 倘最終無回應，此志願失效，自動順延至下一志願。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所有中文授課學院面向臺灣交換生開放，

 學生在被錄取的學院可以跨年級選課，可以加修公選課，可以跨專業。

 北京理工大學不做學分要求和限制，學生依據個人學習計畫選課並獲學分。

 線上成績查詢 可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大學部限選學士課程，碩士生限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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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2 北京理工大學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住宿
Accommodation  中關村和良鄉校區宿舍4人間，700-1200人民幣/年。

生活費
Living cost

 約1000元人民幣每月。

 中關村校區、良鄉校區均設有校內食堂；

 書籍材料費200元/月、交通費100元/月、保險費300元/學期。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暫無提供

學校網址
Website  http://www.b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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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3 四川大學 (Sichuan University)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可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 不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期二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ㄧ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線上成績查詢 可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大學部學生不可修研究生的課、研究生亦不可修大學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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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3 四川大學 (Sichuan University)

住宿
Accommodation

 望江校區安排交換生入住內地學生宿舍，四人間，配備空調、網路，帶陽臺、洗漱台、衛生間，熱水淋浴。

 江安校區安排交換生入住境外學生宿舍，境外學生宿舍實行專人值守服務，四人間，配備空調、傢俱、電話線路、網路及閉路電視天線。

 房型為三套一（三間寢室帶一個客廳），套間內共用陽臺、洗手間、熱水淋浴器。

 以上房型盡量安排，但可能根據實際情況調整

 註「不保證安排到交換生宿舍，若是本地生宿舍設備上有一定落差

生活費
Living cost

 1200元人民幣左右。

 有校內食堂。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http://jwc.scu.edu.cn/cdxl.htm

學校網址
Website http://www.s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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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4 吉林大學 (Jilin University)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可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 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期五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請見http://www.jlu.edu.cn/jgsz/yxsz.htm
 線上成績查詢 可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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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4 吉林大學 (Jilin University)

住宿
Accommodation 

 住宿地點為中心校區友誼會館，房間內配有電視、網絡介面、獨立衛生間和淋雨設施，此外還有公共廚房和自習室共同學們使用。

 宿舍周圍有公交車站、銀行、商店、超市、飯店、咖啡館等可滿足日常生活需求。

 單人間：每間每天30-50元（人民幣，下同）

 雙人間：每床每天25-45元

生活費
Living cost

 餐飲費用每天約20-50元，每個校區均有校內食堂。

 交通費、書籍材料費視各學院、年級不同而定。請自行購買保險。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http://jwc.jlu.edu.cn/jxrl.htm

學校網址
Website http://www.jlu.edu.cn/

9回到目錄 Index

http://jwc.jlu.edu.cn/jxrl.htm
http://www.jlu.edu.cn/


CN5 同濟大學 (Tongji University) - 限非管院學生申請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非管院學生）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不可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 不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期五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建議申請基於專業相似性原則，跨專業選報容易被拒。

 申請一經院系錄取，恕不再作校區的調整。

 交換學習無法確保一定能在本校選修到該學期想要學習的課程。

 期末考試成績單會在下學期開學初一個月內由同濟大學港澳臺辦公室統一寄給各位同學的母校。面臨畢業、服兵役和獎學金申請的同學，如網上成

績已出，可先自行列印，在離校前前往學院蓋章，作為臨時成績證明（臨時成績證明能否認證，由交換生母校決定）。

 線上成績查詢可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非外國語專業的交換學生不可選修外國語專業課程。

 交換學生不可選修實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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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5 同濟大學 (Tongji University) - 限非管院學生申請

住宿
Accommodation 

 出於學校管理和學生安全考慮，統一安排住宿校內宿舍。

 2019年春季住宿情況描述：

1. 本科生住宿在四平路校區（本部）；研究生住宿在彰武路校區（彰武路100號，離本部校區步行10分鐘左右）。嘉定校區：住在嘉定校區內。

2. 四平校區本科生是四人/間，住宿費 1200 元/年/人，獨立衛生間，樓內公共浴室，傢俱是上下鋪。

3. 彰武校區研究生是兩人/間，獨立衛浴，住宿費 2400元/年/人。

4. 嘉定校區本科生是四人/間，住宿費 1200元/年/人，獨立衛浴，傢俱是上鋪下櫃；研究生住研究生樓兩人間，獨立衛浴，住宿費 2000元/年/

人。

5. 宿舍內無寢具，請到校後自行購買。

生活費
Living cost

 日常生活費類似高雄，約800-1000 元人民幣/月，因校內有食堂，請學生自行購買保險。個人消費習慣而不同。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http://jwc.tongji.edu.cn/

學校網址
Website

https://www.tongj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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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5-1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Tongji University SEM) - 限管院學生申請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限管院學生）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可 (畢業年級學生需遵守交換校教學規定，不可提前離校)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 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期四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建議申請基於專業相似性原則，跨專業選報容易被拒。

 交換生不可申請數理金融（創新實驗區）、工商管理（國際班）、工商管理（中法班）、物流管理（中德班）四個專業。

 學院根據申請年級（不同年級的課程設置和需要的教學資源不同）安排學生住宿（嘉定校區或四平校區），申請一經院系錄取，恕不再作校區的調

整。

 交換學習無法確保一定能在本校選修到該學期想要學習的課程。

 線上成績查詢可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請學生儘量選擇我院課程，我院無法保證學生可以成功選上外院課程。

 交換學生不可選修實踐環節課程，例如實習等。

 每學期開課情況略有不同，以交換學期的具體開課情況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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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5-1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Tongji University SEM) - 限管院學生申請

住宿
Accommodation 

 出於學校管理和學生安全考慮，統一安排住宿校內宿舍。

 2019學年住宿情況描述：

 被錄取成為我院一年級和二年級的學生將被分配至四平校區宿舍。

 被錄取成為我院三年級和四年級的學生將被分配至嘉定校區宿舍。

生活費
Living cost

 日常生活費約800-2000元人民幣/月，因個人消費習慣而不同。

 校內有食堂。請學生自行購買保險。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http://jwc.tongji.edu.cn/

學校網址
Website

http://sem.tongji.edu.cn/sem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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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7 西安交通大學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不可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 不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期五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除醫學專業不予開放及語言類和設計類專業僅限專業一致學生開放，實驗、實習類課程不予選修，其他全校課程均開放可選（跨年級跨專業可選）。

 目前沒有線上選課或者可供提前選課內容查看。

 研究生是否可選課同時要參考授課老師意見。

 交換生選課不少於9個學分或少於3門必修課程。

 交換生根據西安交通大學教務處提供的各專業課程目錄選擇課程，需要學分者須按照選修課程的要求進行考試（或考察），之後學校提供有效成績

單。

 線上成績查詢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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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7 西安交通大學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住宿
Accommodation 

 語言類和設計類專業僅限專業一致學生開放

 非外國語專業的交換學生不可選修外國語專業課程

 實驗、實習類課程不予選修；醫學專業不予開放

住宿
Accommodation 

 交換學生一律依本校安排入住宿舍，不須另外申請，住宿標準將不晚於秋季學期交換生通知發佈時告知姊妹校。

 根據抵達時間優先單人間選擇，單間均已安排滿員情況下，安排為雙人間（有變動可能）。

 房間內含洗浴、衛生間、立櫃、床、床頭櫃、桌椅（有變動可能）。

生活費
Living cost 每月約1200 元人民幣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http://one2020.xjtu.edu.cn/EIP/edu/education/schoolcalendar/showCalendar.htm

學校網址
Website

http://www.x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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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8 武漢大學 (Wuhan University)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不可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不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期五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大學部學生交換期間所修課程不少於3門。

 可跨專業、跨年級修課。

 線上成績查詢 可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小語種課程不可修習。

 大學生只能修大學部課程，研究生只能修研究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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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8 武漢大學 (Wuhan University)

住宿
Accommodation 

 我校安排住宿。一般為4人間，標準化公寓，獨立衛浴，有床、桌椅、衣櫃。

 不同宿舍，住宿費有差異，一般一學期不超過1000元人民幣。

 一次性繳費，不含網費、空調費、水費、電費。

生活費
Living cost

 校內有食堂，膳食費大約1000元/月。

 保險在臺灣購買更划算。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https://uc.whu.edu.cn/xl/a2020_2021nxl.htm

學校網址
Website

www.w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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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9 南京大學 (Nanjing University)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可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不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 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期五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凡學校設置的各學院、系所課程，原則上都可修習。

 線上成績查詢 不可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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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9 南京大學 (Nanjing University)

住宿
Accommodation 

 提供交換生床位，住宿費根據兩校協議而定（交換生4 人一間）。

 有熱水器750 元一學期，無熱水器600 元一學期，住宿費學期初網上繳納。

 網費：每月免費使用30個小時，超過收費，20塊封頂，也就是說充到20塊錢就任意用網路，不會再收費。

 電費：包括空調費，自行通過校園卡機器繳納。

 水費：自來水不要錢，打熱水需要用卡刷，打一瓶水約2-3毛錢。

生活費
Living cost  每月約1500元左右，有校內食堂十餘個。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https://jw.nju.edu.cn/24809/list.htm

學校網址
Website

http://www.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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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1 浙江大學 (Zhejiang University) -限非管院學生申請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非管院學生）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不可

註: 只接受大二及大三學生前往交換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不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期五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大學部可登錄浙江大學網頁（www.zju.edu.cn）查詢相關學院、學系和專業。

 研究生可登陸浙江大學研究生院招生網查詢研究生招生目錄，確定對應年級專業是否招收研究生

（http://grs.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17212）。

 修課目前沒有學分上限和下限。

 線上成績查詢 可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醫學專業不接收交換生申請。

 工業設計、建築學、城市規劃、美術學、體育類不接受本科交換生申請。

 管理學院不接收碩士研究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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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1 浙江大學 (Zhejiang University) -限非管院學生申請

住宿
Accommodation 

 學校統一安排。

 宿舍為四人間，每學期600-800元人民幣，報到時一次性繳交。

 住宿費不包含上網費、空調費、水電費等。

生活費
Living cost

 各校區均有校內食堂，憑校園卡刷卡付款。

 膳食費每天30元人民幣左右。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尚無資訊

學校網址
Website

www.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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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1-1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 (Zhejiang University)-限管院大學部學生申請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限管院學生）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不可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 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期三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大學部可登錄浙江大學網頁（www.zju.edu.cn）查詢相關學院、學系和專業。除醫學外，其餘專業均對交換生開放。

 研究生可登陸浙江大學研究生院招生網查詢研究生招生目錄，確定對應年級專業是否招收研究生

（http://grs.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17212）。

 修課目前沒有學分上限和下限，至少需要修讀一門課程。

 線上成績查詢 可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管理學院不接收碩士研究生申請。

 醫學院不對交換生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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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1-1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 (Zhejiang University)-限管院大學部學生申請

住宿
Accommodation 

 學校統一安排。

 宿舍為四人間，每學期1600元人民幣，報到時一次性繳交。

 住宿費不包含上網費、空調費、水電費等。

 学校不提供卧具。

生活費
Living cost

 各校區均有校內食堂，憑校園卡刷卡付款。

 膳食費每天30元人民幣左右。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秋冬學期：9月初至次年1月底

春夏學期：2月中至7月初

學校網址
Website www.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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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3 廈門大學 (Xiamen University)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不可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 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期五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專業不限，年級不限，修課學分不限。

 跨院系者須提交選課申請，經相應院系同意後方可選修。

 課程資訊需入學後獲得學號方可進入系統查詢。

 線上成績查詢 可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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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3 廈門大學 (Xiamen University)

住宿
Accommodation 

 住宿由校方安排。

 校內住宿費用約人民幣600-1500 元/床位/學期。

生活費
Living cost

 校內有多個食堂，膳食費約為1000-1500 RMB元/月。

 交換生需自行支付其它相關費用如網路、證件費、保險等。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秋季學期：每年9月至隔年1月

春季學期：每年2月至6月

學校網址
Website

https://admissions.xmu.edu.cn/cn/2020/0923/c17026a414310/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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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5 清華大學 (Tsinghua University)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不可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不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 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年2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 線上成績查詢 可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大學部學生交換期間不得為大四生。不接受畢業班學生交換申請，包括本科生、碩士生

 MBA課程不接受交換研究生申請。

 苏世民书院不接受交換研究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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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5 清華大學 (Tsinghua University)

住宿
Accommodation 

 會為交換生安排宿舍，房間一般為多人間，衛浴為共用，費用為一次性支付。

 住宿費不包含網費、空調費和電費。

生活費
Living cost  生活費每月約為1500-2000人民幣保險費為一年600元人民幣。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春季學期一般為2月下旬開學

 秋季學期一般為9月上旬開學

學校網址
Website

http://www.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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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Beihang University)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可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不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 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期五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交換生可修讀課程同北航本校學生相同，校內開課均可選。

 確切課程資訊需登錄對應學院網站查詢。

 線上成績查詢 可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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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7 南開大學 (Nankai University)

住宿
Accommodation  提供校內學生宿舍，費用約人民幣350-400 (6人間)-600 (4人間) 元/學期。

生活費
Living cost

 食堂每月1,000 元人民幣左右。

 保險：如在交換生所屬地區購買，請確保在南開大學交換期間所購買的健康保險可在中國使用（需將影本與其他材料一起寄送至港澳臺事務辦公

室）。亦可從南開大學購買（建議報到後在南開大學統一購買）：500 元人民幣/學期；1000 元人民幣/學年。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秋季學期：當年9月至隔年1月

 春季學期：當年2月中下旬至6 月底

學校網址
Website

 校網頁：http://www.nankai.edu.cn

 港澳臺辦公室：http://international.nanka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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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Beihang University)

住宿
Accommodation 

 可安排校內住宿，需學生提出申請。

 標準四人間，獨立衛浴；空調暖氣等基本設施齊全，費用一學期約600元，不含網電水費，住宿前一次性付清。宿舍位置在北航學院路校區內大運村

宿舍。

生活費
Living cost

 校內食堂費用一頓15元左右，北京地鐵3-8元不等，公交1元，視距離而定，。其他生活用品等費用可登陸北京價格網或通過天貓等網上購物平臺瞭

解。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秋季學期：9月初至1月中旬

春季學期：2月底至7月中旬

學校網址
Website

http://id.buaa.edu.cn/gat/gatjhs.htm
http://www.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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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7 南開大學 (Nankai University)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可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 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期三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http://www.nankai.edu.cn

 在各學院主頁上：http://www.nankai.edu.cn/213/list.htm

 線上成績查詢 不可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藝術、新聞、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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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8 中國海洋大學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可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不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期五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海洋與大氣學院：海洋科學、大氣科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院：物理學、海洋技術、光電資訊科學與工程、電子資訊科學與技術、電子資訊工程、通信工程、電腦科學與技術
化學化工學院：化學、化學工程與工藝
海洋地球科學學院：地質學、勘查技術與工程、地球資訊科學與技術
海洋生命學院：生物科學、生物技術、生態學
水產學院：水產養殖學、海洋資源與環境、海洋漁業科學與技術
食品科學與工程學院：食品科學與工程、生物工程、海洋資源開發技術
醫藥學院：藥學
工程學院：土木工程、工程管理、港口航道與海岸工程、船舶與海洋工程、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工業設計、自動化、輪機工程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環境科學、環境工程
管理學院：工商管理、會計學、財務管理、市場行銷、電子商務、旅遊管理
經濟學院：金融學、國際經濟與貿易、物流管理、經濟學 (海洋經濟方向)
外國語學院：英語、日語、朝鮮語、法語、德語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漢語言文學、文化產業管理、新聞學、編輯出版學
法政學院：法學、法學類(中外合作辦學)、政治學與行政學、公共事業管理、行政管理
數學科學學院：數學與應用數學、資訊與計算科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材料化學、高分子材料與工程
教育系：教育技術學
線上成績查詢 可 32



CN18 中國海洋大學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避免同類課程重複選擇，以免考試檔期重疊

 修讀課程學分按原屬學校規定執行。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避免同類課程重複選擇，以免考試檔期重疊

 修讀課程學分按原屬學校規定執行。

住宿
Accommodation 

 校方將安排住宿：大學部宿舍為4人間、6人間；研究生宿舍為2人間、3人間。

 公共衛浴；宿舍內包含書桌、衣櫃、床鋪、置物架。

 每學年住宿費為人民幣800-1200元，一次性付費。費用不包含網費、空調費。

 不同校區宿舍設備及收費標準略有不同。

生活費
Living cost

 每月約人民幣1,500-2,000元。

 校內有食堂。

 書籍材料費視個人選課情況而定。

 無交通費。

 學生保險費約50元。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尚無資訊

學校網址
Website

http://www.o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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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9 東南大學 (Southeast University)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不可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不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期五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除每年公佈不能申報的院系或專業外，其餘均可選擇。

 課程有大學部、研究生限定。我校教務處和研究生院網頁上均有開課課程目錄。

 修課學分有上下限，暫無不開放交換生的專業或課程

 線上成績查詢 不可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不可以跨年級專業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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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9 東南大學 (Southeast University)

住宿
Accommodation 

 校方統一安排住宿。房間多為四人間，衛浴共用，床桌一體式傢俱。

 住宿費用根據安排宿舍校區、樓棟不同價格800-1200人民幣不等，需一次性交清。

 住宿費不含床上用品（床墊2個、床單2床、棉被2床、枕心1只、枕套2個、席子1床、蚊帳1頂，費用大約600左右人民幣）

 住宿費中包含一定的水電費計畫；超出部分需另外自行支付。

生活費
Living cost

 學校內有校內食堂，生活費根據個人情況不等。

 手機話費：每月約50-200元人民幣

 膳食費：每日約 20-40 元人民幣（本項金額以校內學生餐廳價位為基準）

 交通費：公交車每次1-2元；地鐵2-4元人民幣

 書籍費：200-1000元/年，視需要購買

 其他生活費用：視個人習慣，預估一個月約1,000-5,000 元人民幣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http://jwc.seu.edu.cn

學校網址
Website

http://www.s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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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20 北京師範大學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y of China)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不可

註: 因成績單寄送時間過晚及課程上不適合，因此原則上不接受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前來交換。

如大四或大五學生希望填此學校，未來交換時會被安排至三年級課程修讀。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 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期四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交換生可跨專業跨年級選課，但不可跨階段選課（大學部不可選研究生課程，研究生不可選大學部課程），可旁聽跨階段課程，無法出具跨階段成

績單。

 查看本科生課程：http://zyfw.prsc.bnu.edu.cn/cas/login.action (「教務管理系統」頁面點擊「專業課表」，選擇感興趣的學院專業年級，輸入驗

證碼後點擊「檢索」即可)，可以大致瞭解本學期全校的教學安排和各個學院的課程表；

 查看研究生課程：與本科生相同，網頁中的「培養層次」選擇「碩士」即可。

 線上成績查詢 可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漢語文化學院課程以外的所有課程向交換校開放。

 可選擇3-5門課，其中可選擇1門本專業以外的課程

 交換校只能選擇本階段(本科階段或是研究生階段) 不可跨階段選課（大學部不可選研究生課程，研究生不可選大學部課程），可旁聽跨階段課程，

無法出具跨階段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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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20 北京師範大學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住宿
Accommodation 

 85元/人/天，雙人間。 （2021年是否还是安排这个房型，尚未确定）

 獨立臥室，共用客廳衛生間，廚房等公用設施。

 有空調、無需繳水費電費，網費有5-20元套餐可選。

生活費
Living cost  有食堂可用，每月生活費約1500-2000元每人。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http://zyfw.prsc.bnu.edu.cn/cas/login.action

學校網址
Website

http://www.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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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21 華南理工大學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申請資格

 開放交換學制：大學部及研究所

 畢業年級同學於下學期(2022年2-6月)交換 不可

 國際生/僑生申請交換不可

 港澳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中國學生申請交換 不可

名額
No. of students 
to be accepted

每學期二名

交換期間
Exchange 

period
一學期

修習課程
Courses 
available

 交換生可選擇的院系級專業，可在此網址查看各學院資訊 (課程有大學部及碩士生的限定)：http://www.scut.edu.cn/new/8996/list.htm

 或者查看「專業介紹」：

 經學院和任課老師許可後，可跨專業或年級修課。

 關於開課課程，可選擇網頁上的「教研教改」中的「培養方案」進行查看：

 http://jw.scut.edu.cn/zhinan/cms/category/index.do?id=ff808081658ac16a016903c0bda009d5

 線上成績查詢 可

修課限制
Courses NOT 

available
 與學生原所學專業一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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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21 華南理工大學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住宿
Accommodation 

 交換生的住宿由學校統一根據交換生選的學院及專業進行安排，一般會安排跟同學院的同學一起。

 房間一般為4人間或6人間，一般包含床、書桌及衣櫃。

 住宿費為一次性交清，根據宿舍條件，約650RMB-1500RMB/一學年。

 網費、電費、水費等都另計。

生活費
Living cost

 學校有食堂。

 大學部學生1個月消費約2000RMB。

學校行事曆
Academic 
calendar

http://jw.scut.edu.cn/zhinan/cms/category/index.do?id=f25701314e913361014e91456f810011

學校網址
Website

http://www.scut.edu.cn/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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