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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港台地区 

（中国台湾）台湾辅仁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台湾辅仁大学 

 

学校简介 
辅仁大学是台湾较著名高等学校之一，学校前身为 1913 年前清正红旗皇族英敛之创办的辅仁社，以及 1925年

美国本笃会主持的北京公教大学，是全台规模第三的全科性综合大学。迄今已有美术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新北市，中国台湾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4年 1月 （2023 年秋季）；2024年 2月中旬-6 月中旬（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

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外语学院（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课程均采用小班授课，不接收不属于该系所的交换生旁听课

程。 

2. 该校中文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不提供学习中文的课程。 

最低语言要求 
1. 申请该校英语语言及文学系（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的同学需具备托福网考 79

或雅思 6.0的成绩。 

2. 申请该校英语语言及文学系硕士课程者及笔译及口译研究所课程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100或雅思 7.0的成绩。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交换生需选择所属院系至少 1门专业课程，一学期至少需修读 2门课程；该校“全人教育中心”所开设的通识

课程，交换生可最多选修 2门。 

2. 该校对考试时间管理严格，不允许任何提前考试情况出现， 

3. http://isc.oie.fju.edu.tw/teachingServicesEN.jsp?labelID=11  

4. http://isc.oie.fju.edu.tw/teachingServicesEN.jsp?labelID=8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对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旅费、住宿费、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书杂

费、学生保险费等。校方为交换生提供校内住宿，住宿房型为 3-4人间。一学期住宿费约为 300元美金；生活费约

为 1500 元美金，书籍费约为 150元美金。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港澳台办公室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isc.oie.fju.edu.tw/teachingServicesEN.jsp?labelID=11
http://isc.oie.fju.edu.tw/teachingServicesEN.jsp?labelI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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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台湾新竹清华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新竹清华大学  

 

学校简介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是台湾地区最优秀的学府之一，于 1964 年在台湾成立大学部。该校在成立初期的重点研究

对象为原子科学，其后拓展至理工方面，近十年来学校在人文社会学科、生命科学、电机咨询与科技管理等教学与

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定进展。新竹清华目前共设有理、工、原子科学、人文社会、生命科学、电机资讯及科技管理

7个学院，下辖共计 17个学系、19个独立研究所。学校迄今已培养了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及沃尔夫数学奖得主。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工物系、材料系、电子系、汽车系、人文学院、新闻学院、航院、机械系、法学院、化工系

等院系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新竹市，中国台湾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4年 1月 （2023 年秋季）；2024年 2月中旬-6 月中旬（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

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在职专门班课程、课程号码为 EMBA、IEM、GPTS、TMP的课程均不对外开放。 

2. 课程总表：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JH/6/6.2/6.2.9/JH629001.php 

3. 对方仅能录取最多 2名非中国大陆同学，校内选拔时将择优录取。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人需具备良好的英文综合使用能力。 

相关选课说明 
1. 本科生一学期可修 20-30学分课程，即 3-5门课。 

2. 在征得开课教师同意的前提下，本科生可选读部分硕士生课程。 

3. 该校主页为 http://www.nthu.edu.tw，供同学浏览。 

4. 链接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JH/6/JH62.htm 下有该校开设课程概览，建议同学在申请

之前进行阅读。 

5. 链 http://www.nthu.edu.tw/units/education 下有该校各院系简介，供同学浏览。 

6. 项目申请相关要求：https://oga.site.nthu.edu.tw/p/412-1524-17847.php?Lang=zh-tw  

相关费用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对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港澳台办公室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baike.baidu.com/view/104391.htm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JH/6/6.2/6.2.9/JH629001.php
http://www.nthu.edu.tw/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JH/6/JH62.htm
http://www.nthu.edu.tw/units/education
https://oga.site.nthu.edu.tw/p/412-1524-17847.php?Lang=zh-tw


6 
 

（中国台湾）台湾政治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台湾政治大学  

 

学校简介 
台湾政治大学创建于 1927年，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著称，兼备理、法、商等领域的综合型大学。该校目前

设有文、理、法、商、社会科学、传播、国际事务、教育等九个学院之综合型大学，设有 34个学系及 43个研究所。

该校的学院包括文学院、理学院、社会科学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外国语文学院、传播学院、国际事务学院及教

育学院。 

学校所在地区 
台北市，中国台湾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4年 1月 （2023 年秋季）；2024年 2月中旬-6 月中旬（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

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仅限中国大陆同学申请。 
2. 该校的 IMBA,EMBA,AMBA,IMICS 等国际硕士类课程不对交换生开放；在职专班学程不对交换生开放。 
3. 该校部分课程有先修要求。 
最低语言要求 

选修该校以英文授课课程的同学需具备托福 80或雅思 6.0分的成绩；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英语考级成绩者优

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政治大学主页：http://www.nccu.edu.tw/。 
2. 链接 http://www.nccu.edu.tw/academics/以及 http://www.nccu.edu.tw/sitemap.html 下有该校院系设置。 
3. 该校鼓励本科交换生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建议一学期至少修习 5-6 门课，无上限要求。 
4. 在征得授课教师认可后，本科生可以修习或旁听一般硕士课程。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对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住宿费、旅费、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当地学生

保险费、书杂费等；链接 http://osa.nccu.edu.tw/modules/tinyd4/index.php?id=12 下有该校住宿费用说明；链接

http://www.crossstrait.nccu.edu.tw/exchange2.php 下有该校往年“大陆学生交换手册”，里面包含各种生活信息。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港澳台办公室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nccu.edu.tw/
http://www.nccu.edu.tw/academics/
http://www.nccu.edu.tw/sitemap.html
http://osa.nccu.edu.tw/modules/tinyd4/index.php?id=12
http://www.crossstrait.nccu.edu.tw/exchange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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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台湾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台湾大学  

学校简介 
台湾大学成立于 1928 年，是台湾地区第一所最完整、历史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高等学府。大学设有文学院、

理学院、医学院、工程学院、社会科学院、管理学院、电机咨询学院以及法律学院；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医学、历史、

政治学、心理学、物理学、材料学、电信科技、生物科技、教育学及法学。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法学院、人文学院、电机系、电子系、美术学院等院系的同学赴该校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台北市，中国台湾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4年 1月 （2023 年秋季）；2024年 2月中旬-6 月中旬（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

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该校继续教育学院的本科生课程（进修推广部学士课程）、远程教育课程、医学院的实践培训课程、教师培训课

程以及所有实习课程均不对外开放；除非征得导师同意，该校大部分硕士课程不对本科生开放。。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原则上需具备良好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相关选课说明 
1. 本科生一学期最多可修 25学分课程，每门课程 2-3学分。 

2. 该校主页 http://www.ntu.edu.tw/，供同学参考。 

3. 链接 https://nol.ntu.edu.tw/nol/guest/index.php下有该校开设课程概览，建议同学在申请之前进行阅读。 

4. https://oia.ntu.edu.tw/current-students/international-exchange-students-hzzz/2021-2022-

international-exchange-students-zljj/overview-cawq  

相关费用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对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旅费、住宿费、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书杂费

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港澳台办公室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ntu.edu.tw/
https://nol.ntu.edu.tw/nol/guest/index.php
https://oia.ntu.edu.tw/current-students/international-exchange-students-hzzz/2021-2022-international-exchange-students-zljj/overview-cawq
https://oia.ntu.edu.tw/current-students/international-exchange-students-hzzz/2021-2022-international-exchange-students-zljj/overview-ca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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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台湾东吴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台湾东吴大学 

 

学校简介 
东吴大学于 1900 年由基督教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1951 年在台湾复校，也是台湾

第一所私立大学。培育兼备专业与通识，富创意及执行力的社会中坚人才。 

学校所在地区 
台北市，中国台湾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4年 1月 （2023年秋季）；2024年 2月中旬-6 月中旬（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

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由于法学院与东吴大学已有院级协议，因此校级交换项目将不包括法学院的同学。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良好英语综合使用能力，校内选拔时将依据有外语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共计有 5学院 22 学系，课程信息请至本校校务系统查询，网址如下：http://web.sys.scu.edu.tw/ 不需

登入账号、密码，由一般服务→教务→全校课表暨授课计划查询进入→点选需查询之学系别或教师别，即可查

询课程数据；点选课程名称，即可搜寻授课大纲内容。 

2. 交换项目网站链接：http://icae.scu.edu.tw/  

3. 开放领域包括人文科学、商学、法学和社会科学，有英文授课的课程。 

4. 可选择商学院和其他院系以英语、日语、德语、中文授课的专业课程。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对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旅费、住宿费、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书杂费、

学生保险费等。同学可选择住宿在校内或校外，校方或会提供校外住宿信息，当年信息以对方学校提供情况为准。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港澳台办公室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eb.sys.scu.edu.tw/
http://icae.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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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台湾艺术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台湾艺术大学  

 

学校简介 
台湾艺术大学成立于 1955年，是台湾最早成立的艺术专科学校。该校主要院系包括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传

播学院、表演学院、人文学院等。台湾当地众多电影演艺界、艺术设计界的知名人士均毕业于该校。 

学校所在地区 
新北市，中国台湾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4年 1月 （2023 年秋季）；2024年 2月中旬-6 月中旬（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

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该项目较适合我校艺术设计等相关专业同学申请。 
交换生手册：http://international.ntua.edu.tw/article/detail/webSN/176/sn/539 （每学期更新） 
交换生项目网站：http://international.ntua.edu.tw/article/detail/webSN/86/sn/538  

最低语言要求 
TOEFL iBT 80 or IELTS 6.5。申请者原则上需具备良好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成绩

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无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对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旅费、住宿费、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书杂费

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港澳台办公室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international.ntua.edu.tw/article/detail/webSN/176/sn/539
http://international.ntua.edu.tw/article/detail/webSN/86/sn/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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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台湾师范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台湾师范大学  

 

学校简介 
台湾师范大学始创于 1922年，其前身为台湾总督府高等学校，是台湾最好的师范大学，也是台湾名牌院校之

一。它的创立是台湾高等教育的里程碑。大学设有教育、文、理、艺术、科技、运动与休闲六个学院。  

迄今已有来自法学院、美术学院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台北市，中国台湾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4年 1月 （2023年秋季）；2024年 2月中旬-6 月中旬（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

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仅限中国大陆同学申请。 

2. 本科生不得申请对方研究生课程。 

最低语言要求 
若申请对方全英文课程，申请人需具备托福网考 80分水平或 IELTS 6.5；校内选拔时将择优录取。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index.jsp下有对方开设课程。 

2. 链接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IE/下有国际生相关信息。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对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旅费、住宿费、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书杂费

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港澳台办公室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index.jsp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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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中华文化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中国文化大学  

 

学校简介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成立于 1962年，位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是台湾著名私立综合性大学。该校有文学

院，外国语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社会科学院，农学院，商学院，新闻暨传播学院，艺术学院，工学院，环境

设计学院，教育学院等院系。 

 

学校所在地区 
台北市，中国台湾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4年 1月 （2023 年秋季）；2024年 2月中旬-6 月中旬（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

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交换生项目网站：https://mccd.pccu.edu.tw/  
研究生、博士生學分下限為 2學分，上限為 12學分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原则上需具备良好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无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对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旅费、住宿费、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书杂费

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港澳台办公室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mccd.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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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香港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香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学校简介 
香港大学成立于 1911 年，系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港大以培养领导人才为使命，建校以来毕业生遍布海内

外著名文教社政、财经工商、医学科研等各领域。港大国际化学习环境浓厚，除文学系、教育学院及法律学院的部

分课程之外，其余课程均用英文授课，作业与笔记亦采用英文。港大目前拥有 10 个学院，分别为建筑学院、文学

院、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牙医学院、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理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其中 6个

学院的课程对交换项目开放。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经管学院、新闻学院、美术学院、生命学院、环境学院、电子系、电机系、工业工程系、精

仪系、法学院、土木建管系等院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中国香港     

学期时间  
2023年秋季：2023 年 8月下旬-2023年 12 月下旬；2024年春季：2024 年 1月中旬-2024年 5月中旬。参加该

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4年春季、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对土木系、建设管理系、法学院、社科学院以外的其他院系的同学。法学院、社科学院和建筑系和香港

大学有院系级协议，外方规定不能通过校级渠道申请。 

2. 最多仅 1名非中国大陆同学可申请该项目。 

3. 该校文学院(faculty of arts)、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facult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工程学院

(faculty of engineering)、理学院(faculty of science)、社会科学院(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法

学院(faculty of law)课程对交换生项目开放，其余学院不开放。 

4. 该校的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最多可接收 1名同学；该校法学院最多可接收 1名同学，且存在审核之后外方不予

录取的风险，相关专业同学若最终选择申请该校法学院，需对有可能的录取结果具备一定思想准备。 

最低语言要求 
原则上申请该校法学院的同学需具备托福 97 分或雅思 7 分且单科不低于 6.5 的成绩；申请其他学院的同学原

则上需具备托福 93 分或雅思 6.5 的成绩；申请该校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新闻学专业的同学需具备托福纸考 550

或雅思 6.5水平；校内选拔时将采取有相关英语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主页链接 http://www.hku.hk/faculties/下有各系开设专业详列，建议同学在申请之前做仔细阅读。 

2. 本科生可修 4-5门课，即 24-36学分。 

3. 本科生可在尚有课程位置，且符合先修要求的情况下选读部分硕士课程。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及奖学金所涵盖之费用，其余费用自理。 

外方奖学金情况 
暂无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港澳台办公室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hku.hk/fa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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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香港中文大学/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学校简介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于 1963年，是香港唯一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现有书院成员为崇基书院、联合书院、新

亚书院及逸夫书院。该校自办校以来一直坚持中英双语的教育方针，致力培养糅合中西学术文化和知识的学生。香

港中文大学现设有文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育学院、工程学院、医学院、理学院、社会科学及法律学院，共设 63

个学系。 

我校与香港中文大学自 2006 年签署交换生协议以来，迄今已有来自我校人文学院、经管学院、美术学院、新

闻学院、材料系、电机系、电子系、工业工程系、物理系、汽车系等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中国香港 

 

学期时间  
2023年 8月下旬-2023年 12月下旬 （2023 年秋季）；2024年 1月中旬-2024年 5月中旬（2024 年春季）；参

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法学院、教育学院（体育教育系课程除外）及医学院课程不对交换生项目开放。 

2. 有前缀‘PHE’的课程（以‘X’结尾课程除外）、代码以‘0’开头的课程（即 STOT课程，全称为 student oriented 

teaching courses）均不对交换生项目开放。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原则上需要具备托福网考 71 分或雅思 6 分。校内遴选时将采用有英语等级考试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

的原则；链接 www.oal.cuhk.edu.hk 下有具体说明。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http://www.cuhk.edu.hk/chinese/faculties/faculty-graduate-school.html下有该校各院系简介。 

2. 在交换生申请系统该校简介的附件中有该校 fact sheet，其中有关于课程方面的更多介绍，打算申请的同学务

必仔细阅读。https://www.oal.cuhk.edu.hk/academics/  

3. Course information: http://www.oal.cuhk.edu.hk/files/incoming/Timetable_Course_Desc.pdf  

4. Course restriction: http://www.oal.cuhk.edu.hk/files/incoming/course_exceptions.pdf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对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旅费、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港澳台办公室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2. 申请链接：http://www.oal.cuhk.edu.hk/application/  

 
  

http://www.oal.cuhk.edu.hk/
http://www.cuhk.edu.hk/chinese/faculties/faculty-graduate-school.html
https://www.oal.cuhk.edu.hk/academics/
http://www.oal.cuhk.edu.hk/files/incoming/Timetable_Course_Desc.pdf
http://www.oal.cuhk.edu.hk/files/incoming/course_exceptions.pdf
http://www.oal.cuhk.edu.hk/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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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香港理工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香港理工大学/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ttp://www.polyu.edu.hk/web/en/home/index.html （学校主页） 

学校简介 
香港理工大学成立于 1937 年，自成立以来发展迅速。香港理工大学设有 8 个学院，分别是应用科学与纺织技

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建设及地政学院、工程学院、医疗及社会科学院、人文学院、设计学院、酒店及旅游业管

理学院。 

香港理工大学与我校已有多年合作，迄今已有来自我校经管学院、建筑学院、美术学院、电子系的同学参加了

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中国香港 

学期时间  
2023年 8月下旬-2023年 12月下旬（2023 年秋季）；2024年 1月中旬-5月中旬（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

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http://www.polyu.edu.hk/as/students/AC.pdf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对除经管学院、建筑学院、建管系以外的同学开放。 

2. 该校护理学专业课程不对外开放；该校设计学院仅在春季学期开放。 

3. 護理學專業及應用數學系暫時不接收交換生。 

4. 以下学院的课程对交换生开放 

- School of Science (SSCI) 

- School of Engineering (SENG) 

-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BM)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HSS) 

5. 该校部分职业类课程（professional program）及部分理科类课程可能有先修要求。 

6. Computer Sciences课程竞争激烈，交换生不建议选择。 

7. 本科交换生不可以选择研究生的课程 

8. Course catalog: http://prog-crs.ust.hk/ugcourse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已达到雅思 6.0或托福 80；校内选拔时将采取有相关英语等级考试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相关选课说明 
1. 在外方学校一学期可选 4-6门课，即 12-18学分。 

2. 本科生不可选择对方研究生课程。 

3. 链接 https://www.polyu.edu.hk/geo/exchange-and-study-abroad/incoming-students/incoming-exchange/ 有更多项目

信息，供同学参考。 

4. 项目宣传页：https://www.polyu.edu.hk/geo/docdrive/PolyUExchangeLeaflet.pdf   

相关费用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对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旅费、住宿费、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书杂费

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http://www.polyu.edu.hk/web/en/home/index.html
http://www.polyu.edu.hk/as/students/AC.pdf
http://prog-crs.ust.hk/ugcourse
https://www.polyu.edu.hk/geo/exchange-and-study-abroad/incoming-students/incoming-exchange/
https://www.polyu.edu.hk/geo/docdrive/PolyUExchangeLeafl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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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香港岭南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香港岭南大学/ Lingnan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香港岭南大学前身为岭南学院，始创于 1888年，肩负着在香港推动博雅教育的特殊使命，亦系香港唯一一所

旨在提供优质博雅教育的高等学府，宗旨是要教导人“学识广博，生活高雅”。岭大的博雅教育涵盖几个方面：

跨学科课程、多元化知识，着重跨专业、跨文化学习；小班教学，师生充分交流；鼓励和安排学生积极投入社会

实践，树立正确人生观及价值观。岭南大学设有超过 10个学系，开办学科领域涉及人文科学、工商管理及社会科

学三类。 

    我校目前已有来自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等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中国香港 

学期时间  
1. 2023 年 8 月下旬-2023 年 12 月下旬（2023 年秋季）；2024 年 1 月中旬-2023 年 5 月中旬（2024 年春季）；参

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Website for Exchange Students: 

https://www.ln.edu.hk/ogeis/incoming_stu/  

2. Academic Calendar: https://www.ln.edu.hk/reg/useful-links/academic-calendar   

交流限制  
最多 2名非中国大陆同学可申请该项目。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原则上需具备托福网考 79 分或雅思 6.0。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英语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主页 www.ln.edu.hk 下有大学及各院系介绍，建议同学在申请之前做仔细阅读。 

2. 本科交换生在读期间可修学分为 12-18学分，即 4-6门课。 

3. 课 程 说 明 链 接 ： https://www.ln.edu.hk/reg/undergraduate-programmes/course-description 和 

https://www.ln.edu.hk/reg/undergraduate-programmes/course-registration  

4. 项目申请和学生签注申请: https://www.ln.edu.hk/ogeis/incoming_stu/application-and-visa.php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对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旅费、住宿费、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书杂费

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3.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港澳台办公室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4. 住宿: https://www.ln.edu.hk/ogeis/incoming_stu/accommodation.php   

5. 申请和签注信息: https://www.ln.edu.hk/ogeis/incoming_stu/application-and-visa.php  

 

  

https://www.ln.edu.hk/ogeis/incoming_stu/
https://www.ln.edu.hk/reg/useful-links/academic-calendar
http://www.ln.edu.hk/
https://www.ln.edu.hk/reg/undergraduate-programmes/course-description
https://www.ln.edu.hk/reg/undergraduate-programmes/course-registration
https://www.ln.edu.hk/ogeis/incoming_stu/application-and-visa.php
https://www.ln.edu.hk/ogeis/incoming_stu/accommodation.php
https://www.ln.edu.hk/ogeis/incoming_stu/application-and-visa.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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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香港城市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香港城市大学/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学校简介 
该校系香港地区公立大学，于 1984 年建校。该校师资力量雄厚，现有 900余位分别来自 22个国家的教师。城

大学科领域涉及财经、法律、人文及社会科学、建筑、理学、新闻传播、环境、农林科学等。大学设有商学院、人

文及社会科学学院、科学及工程学院、创意媒体学院和法律学院。该校自建校以来发展迅速，不少学科在香港已颇

具声望，如创意媒体课程、应用中文及翻译课程。 

我校已有来自美术学院、新闻学院、法学院、软件学院、电子系、外语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中国香港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4年 1月 （2023 年秋季）；2024年 2月-6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该校校历：http://www6.cityu.edu.hk/arro/ac_calendar.asp   

交流限制  
无 

http://www.admo.cityu.edu.hk/exchange_visiting/exchange/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 79 或雅思 6.5或通过大外英语六级的英语语言水平；申请该校法学院课程者需具备托福 100

或雅思 7.0；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英语等级考试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申请者可参阅链接 http://www.cityu.edu.hk/cityu/depts/index.htm，了解该校各学院具体情况。 

2. 链接 https://banweb.cityu.edu.hk/pls/PROD/hwiecrselis_cityu.P_Main下有关于该校最新交换课程开设情

况介绍，供参考。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对方学费及当地住宿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旅费、餐饮费、当地交通、通讯费、书

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1. 录取后校方将特别免除当地住宿费用。 

2. 生活花费相关链接为 http://www.admo.cityu.edu.hk/exchange_visiting/exchange/。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6.cityu.edu.hk/arro/ac_calendar.asp
http://www.admo.cityu.edu.hk/exchange_visiting/exchange/
http://www.cityu.edu.hk/cityu/depts/index.htm
https://banweb.cityu.edu.hk/pls/PROD/hwiecrselis_cityu.P_Main
http://www.admo.cityu.edu.hk/exchange_visiting/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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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香港科技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香港科技大学/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学校简介 
香港科技大学是一所高度国际化的研究型大学，自 1991 年创校以来，发展迅速。学校由理、工、工商管理及人

文社会科学四大学院组成。理、工、商学院提供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人文社科学院主要开办研究生课程。香港科

技大学师资力量雄厚，五百多位教授全部拥有博士学位，三分之二的教授毕业于世界一流大学。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计算机系、精仪系、电子系、电机系、软件学院、理学院、交叉信息院、经管学院的同学参

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中国香港 

学期时间  
2023 年 8 月下旬-12 月下旬 （2023 年秋季）；2024 年 1 月中旬-2023 年 5 月中旬（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

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各专业或有不同的录取限制，建议前往对方学校网站查看。Academics |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st.edu.hk)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良好英文综合使用能力。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英语等级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希望申请者达到 TOEFL iBT 80 或 IELTS 6.0。https://join.hkust.edu.hk/admissions/international-

qualifications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主页链接为 http://www.ust.hk/，供同学参考。 

2. 链接 http://www.ust.hk/academics/schools-programs-office/有该校院系设置介绍及相关信息，供同学参考。 

3. 课程链接 https://studyabroad.ust.hk/inbound/programs/regular-exchange#course  

4. https://sugang.snu.ac.kr/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对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旅费、住宿费、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书杂费

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港澳台办公室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hkust.edu.hk/academics?cn=1
https://hkust.edu.hk/academics?cn=1
https://join.hkust.edu.hk/admissions/international-qualifications
https://join.hkust.edu.hk/admissions/international-qualifications
http://www.ust.hk/
http://www.ust.hk/academics/schools-programs-office/
https://studyabroad.ust.hk/inbound/programs/regular-exchange#course
https://sugang.sn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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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新韩等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首尔国立大学/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http://oia.snu.ac.kr/page/exchange_program.php 该校交换生项目链接 

学校简介 
首尔国立大学 1946年创校，在韩国享有“韩民族最高学府”之称，并与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并称为韩国大学

的一片天。大学主要设有人文学院、社会科学院、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生命科学学院等。

首尔国立大学设有冠岳、莲建 2 个校区，16 个单科学院及研究生院，3 个专科研究所及超过 90 个研究中心。 

迄今已有法学院、软件学院、物理系、社科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首尔市，韩国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1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2 月-6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商学院课程仅限本专业申请者申请；MBA课程不对普通交换生开放。 

2. 医学院仅局限招收医学专业同学。 

3. 本科生不得申请该校牙医学院课程。 

4. 商学院仅限商科专业同学申请。 

5. 申请该校韩国历史（Korean History）专业者必须具备合格韩语语言水平。申请者需通过韩语语言测试（Korean 

Language Proficient Test）5级以上或通过该校语言中心（SNU Language Institute）组织的韩语语言测试

5级以上。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88或雅思总分 6.0水平。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商学为该校的优势学科。 

2. 该校开设有英文课程的院系包括人文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农业及生命科学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工程学

院、艺术学院、人类生态学院、法学院、音乐学院、自然科学学院、药学院、兽医学院及护理学院。 

3. 链接 http://oia.snu.ac.kr/有更多关于课程信息，供同学参考。 

4. 该校设有韩国语培训课程，可在正常上课同时辅修，且学校将提供一定资助。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oia.snu.ac.kr/page/exchange_program.php
http://oia.snu.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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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浦项工业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浦项工业大学/ 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POSTECH） 

学校简介 

浦项工业大学成立于 1986年，是韩国一所理工科研究中心四年制私立大学。浦项工大建校 20多年来发展迅速，

己被认可为具有各种权威并具有最高水准的理工科大学。现在位于韩国大学排名前五名，在 2012QS 亚洲大学排行

榜中位居第九名，2012 和 2013 年连续两年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世界建校少于 50 年前 100 高校”评比中名

列第一位，是一所具有很高科研实力和知明度的大学。校园占地面积达到 1608 平方公里，现设有包括化学工程；

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电子和电机工程；产业工程；生命科学；原料科学和工程等在内的 11个专业。该校本科生阶段

大部分课程以英文教授，研究生阶段的所有课程均以英文教授，校园活动均以英、韩双语展开，国际化氛围浓厚。 

浦项工大位于风景优美的浦项市，该校允许交换学生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进入实验室学习。 

学校所在地区 

浦项市，韩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10月-2024年 1月 （2023 年秋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

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较适合理工科专业同学申请。 

2. 若申请在读期间进入实验室需获得对方相关导师批准。 

最低语言要求 

托福 79雅思 6，申请者需具备良好的英文听、说、读、写综合使用能力；校内遴选时将将采用有考级成绩者优先并

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以英文授课的研究生课程较多。本科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选研究生课程。本科生一学期最多可选 22

学分课程。 

2. https://plms.postech.ac.kr/local/ubion/course/lists.php?lang=en 有该校开设英文课程列表，建议同学在申请之前做

仔细阅读。本科生可在允许的情况下进入对方实验室。若有相关意向，建议同学可先行与对方导师（或院系负

责人）联系，大致自我评估录取可能性后再作申请。 

3. 该校韩语中心为交换生提供一对一互助、一周两次的韩语课程以及丰富的文化介绍活动，帮助国际学生尽快适

应当地生活与学习。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plms.postech.ac.kr/local/ubion/course/lists.php?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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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梨花女子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梨花女子大学/ Ewha Womans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梨花女子大学建校于 1887年，是韩国第一所女子大学，也是现今最大的女子大学。作为综合型大学，梨花女

子的教学领域涉及超过 65个专业，主要包括亚洲研究、艺术史、经济学及商学、语言和文学、政治科学、心理学、

计算机科学、纳米科技、大众传媒、国际关系研究等。该校有超过 20%的课程均用英文授课。该校从 2001 年开始还

专门设立了国际学学部（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亦名 Scranton college。学部内开设与经济、政

治、商学、法律、国际形势研究等领域相关的课程，均以英文授课，旨在培养能为将来社会提供领导能力的人才。 

迄今已有美术学院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首尔市，韩国（主校区） 

学期时间 

2023年 10月-2023年 12月 （2023年秋季）；2024年 2月-6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所有商务管理硕士课程（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不对外开放。 

2. 该校教育系、音乐系部分课程不对外开放。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良好英语或韩语基础；校内选拔时将采取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项目对男、女同学均开放。 

2. 外方明确本科生: General courses are available. 但申请如下专业会受限制，不建议申请： Art & Design, 

Music, ELTEC Engineering, Education, Scranton Honors Program, and HOKMA College of General 

Education. Nursing, Medicine, Pharmacy are NOT available. 

3. 交换生项目链接：http://oia.ewha.ac.kr/  

4. 链接 https://eureka.ewha.ac.kr/eureka/my/public.do?pgId=P531005520下有该校课程信息。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宿舍介绍相关链接 http://my.ewha.ac.kr/engdorm/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该校提供最新版本的 fact sheet，建议详细参考。 

2.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oia.ewha.ac.kr/
http://my.ewha.ac.kr/engd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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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韩国科学技术院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韩国科学技术院/ 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AIST) 
 

学校简介 

韩国科学技术院创立于 1966年，旨在促进韩国先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直属韩国科学技术部，学校英文简称

KAIST。研发水准在国际中亦属一流，拥有尖端的数学研究所、纳米研究所、机械技术研究所、半导体设计研究中

心、脑科学研究中心、人工卫星研究中心等，与三星电子、LG集团、现代汽车、SK通信等众多知名企业也保持着密

切的合作关系。KAIST本科类专业主要设有数学和应用数学、化学、机械工程、工业工程、材料工程等。KAIST采用

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制，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较高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能力的高级人才，为韩国的技术和

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迄今已有来自我校精仪系、电子系、工业工程系、航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大田科学城，韩国 

 

学期时间 

2023 年 9 月-2024 年 1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2 月-6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无 

https://io.kaist.ac.kr/index.do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人需具备良好英语语言基础，原则上需具备托福网考 80分水平 or IELTS 6.5 or TOEIC 720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本科生可选 12-24学分课程。 

2. 该校课程信息可通过链接 https://cais.kaist.ac.kr/totalOpeningCourse 进行查询。 

3. https://io.kaist.ac.kr/menu/io.do?mguid=72CD2D0A-21E5-E511-940C-2C44FD7DF8B9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参加该项目同学在符合申请要求的前提下可申请亚洲校园奖学金，最终能否获得由对方确定。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2. 可仔细参考外方给出的 fact sheet 

   

https://io.kaist.ac.kr/index.do
https://cais.kaist.ac.kr/totalOpeningCourse
https://io.kaist.ac.kr/menu/io.do?mguid=72CD2D0A-21E5-E511-940C-2C44FD7DF8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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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延世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延世大学/ Yonsei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位于韩国首尔，创建于 1885 年，是一所私立研究型综合大学，韩国顶尖大

学之一。延世大学前身是延禧大学和世博兰斯医科大学，“延世”则是从两校各取一字结合而成，与首尔大学和高丽

大学并称为韩国大学的一片天（S.K.Y.）。大学主要设有医学院、商经学院、政经学院、全球可持续发展学院、经营

学院、工学院、文学院、保健科学学院、全球化人才学部、国际精英学部等。延世大学设有 3 个校区。 

学校所在地区 
首尔市，韩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10月-2023年 12月 （2023年秋季）；2024年 2月-6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https://oia.yonsei.ac.kr/intstd/exCalendar.asp 校

历链接 

交流限制 
1. 该校医学院、牙医学、护理学、音乐学院、商学院、法学相关专业对交换生申请有限制，请及时参考课程方面

链接。 

2. 一般情况下一学期选择 9-18学分的课程。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79 or雅思 6.5or 韩语 KLAT/TOPIK Level 4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5. 链接 http://oia.yonsei.ac.kr/intstd/exCourse.asp 有更多关于课程信息，供同学参考。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oia.yonsei.ac.kr/intstd/exCalendar.asp
http://oia.yonsei.ac.kr/intstd/exCours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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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韩国汉阳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汉阳大学/ Hanyang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汉阳大学建立于 1939年，1959年 3 月升级为综合类大学，至今已是具有 60 多年传统历史的综合性大学。有

首尔（汉城）和安山两大校区。大学里有 20个单科学院，14个专门、特殊大学院，52个附属机关和研究所，并在

首尔和九里两个地方设有学校的附属医院。        

汉阳大学设有工科学院、信息通信学院、医科学院、人文科学学院、社会科学学院、自然科学学院、商经学院、

师范学院、生活科学学院、音乐学院及体育学院。  

 

学校所在地区 
首尔市，韩国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1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2 月-6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该校医学、护理学方面课程不对外开放。 

 

最低语言要求 
TOPIK Level 3 or IELTS 5.5 or TOEFL 72，IBT 72, ITP 543申请者原则上需具备良好的英语综合使用能

力，具备韩语基础更佳；校内选拔将采取有考级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约有 35%的课程（约 500 门课）以英语授课。 

2. https://www.hanyangexchange.com/  

3. 该校的英文主页是 http://www.hanyang.ac.kr/english/，供同学参考。  

4. 交换生一学期最多可修读该校 20 个学分的课程。 

5. 同学可在交换学习期间免费参加该校的韩语语言和文化课程。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部分入围项目同学可能获得一定住宿费用的减免，具体情况另行通知。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该校项目目前正在改革，因此对方信息或会在未来有相关变动，因此感兴趣的同学请及时关注对方大学网站

中的相关信息 

 

 
  

https://www.hanyangexchange.com/
http://www.hanyang.ac.kr/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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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东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学校简介 
东京大学创立于 1877 年，是日本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国立大学。该校自建校以来培

养了大量文学家、历史学家、知名企业领导人、科学家等。东京大学保持着多学院、多学科的传统大学的特征，目

前全校的学科基本均为老学科，办学水平很高。该校的学部主要包括文学部、经济学部、医学部、理学部、工学部、

药学部、农学部、法学部等。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电子系、土木工程系、物理系、工物系、建筑学院、计算机系、汽车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东京市，日本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4 月-7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医学院（faculty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及药学院(faculty of medicine)不对外开放。 

2. 该校法学院、工程学院、文学院、农学院、经济学院、文理学院、教育学院对本科交换生开放；具体可参考链

接 https://www.u-tokyo.ac.jp/en/academics/ustep-type-u.html   

最低语言要求 
该校绝大部分课程以日语授课；申请者需在提名外方申请时通过日本语水平测试 1 级或达到外方大学英语雅

思 6.5、托福 90的要求；遴选时将采取有考级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大学主页为 http://www.u-tokyo.ac.jp/en/index.html ；该校工程学院主页为 http://www.t.u-tokyo.ac.jp

及 http://www.t.u-tokyo.ac.jp。 

2. 本科生需申请该校的 TYPE U项目，该项目的链接为 Type U: https://catalog.he.u-tokyo.ac.jp/ustep-index ，打算申

报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3. 研 究 生 需 申 请 TYPE G 项 目 ， Type G (for graduate students): https://www.u-

tokyo.ac.jp/en/academics/ustep-type-g.html  

4. https://www.u-tokyo.ac.jp/en/academics/ustep-type-u.html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链接 https://www.u-tokyo.ac.jp/adm/housing-office/en/index.html 下有关于该校住宿情

况的讯息，供查询。 

外方奖学金情况 
部分申请人可尝试申请 JASSO奖学金，最终是否获得由对方学校决定。 

校内申请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www.u-tokyo.ac.jp/en/academics/ustep-type-u.html
http://www.u-tokyo.ac.jp/en/index.html
http://www.t.u-tokyo.ac.jp/
http://www.t.u-tokyo.ac.jp/
http://www.t.u-tokyo.ac.jp/
https://catalog.he.u-tokyo.ac.jp/ustep-index
https://www.u-tokyo.ac.jp/en/academics/ustep-type-g.html
https://www.u-tokyo.ac.jp/en/academics/ustep-type-g.html
https://www.u-tokyo.ac.jp/en/academics/ustep-type-u.html
https://www.u-tokyo.ac.jp/adm/housing-office/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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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京都大学/ Kyoto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京都大学成立于 1897 年，位于日本历代的古都、拥有悠久日本传统历史和文化的京都市。京都大学有“科学

家的摇篮”之称，以培养科学家见长，在物理、生物、化学等基础理论以及核科学研究、医学教学与研究、农学研

究、人文科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该校已培养出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京都大学现共有 10 个本科生学

部，分别为文理学部、理学部/自然科学部、文学部、法学部、教育学部、经济学部、医学部、工学部、药学部、农

学部，其中理学部系该校最大的学部。该校将继续向我校开放以全英文授课的国际教育项目 Kyoto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简称：KUINEP以及常规日语项目(general exchange program)。 

迄今已有来自人文学院、工业工程系、法学院、工物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这些同学均具备一定日语基础。 

学校所在地区 
京都市，日本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4 月-7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该校医学部课程不对任何项目开放。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does not accept exchange students 

at all. 

 

最低语言要求 
1. KUINEP：须达到托福网考 79 分以上或雅思 6.5 以上。需具备优秀综合使用英文的水平，校内选拔时将采取有

考级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2. 日语项目：申请者需通过日本语水平测试一级（N1），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KUINEP 英文项目有总人数限制，每年限招 40人左右，申请同学需有一定思想准备。 

2. http://www.z.k.kyoto-u.ac.jp/download/introduction/syllabus.pdf?1525666821课程介绍。 

3. (English taught courses for undergraduates) https://www.z.k.kyoto-

u.ac.jp/download/introduction/syllabus.pdf?1626064505  

4. https://ocw.kyoto-u.ac.jp/ja/syllabuses2020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申请人可尝试申请 JASSO奖学金，最终是否获得由对方学校决定。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z.k.kyoto-u.ac.jp/download/introduction/syllabus.pdf?1525666821
https://www.z.k.kyoto-u.ac.jp/download/introduction/syllabus.pdf?1626064505
https://www.z.k.kyoto-u.ac.jp/download/introduction/syllabus.pdf?1626064505
https://ocw.kyoto-u.ac.jp/ja/syllabuse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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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北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东北大学/ Tohoku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日本东北大学是继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之后日本第三所国立大学。位于日本东北地区的仙台市。我国近现代著

名文学家鲁迅先生曾经在该校的医学部，也就是当时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过。仙台医专在 1912 年东北大学成

立后被并入该校，成为该校医学部。东北大学现设有文学部、教育学部、法学部、经济学部、理学部等在内的 10个

学部。同时还有若干研究所、研究中心等。东北大学已与我校友好合作多年，在各个学科领域及学术层次中均有合

作。东北大学与我校合作项目众多。该校的以下项目均可申请：JYPE（Junior Year Program in English）项目，

即低年级英文课程项目，一般只在教育学部、理学部、工程学部中开设，授课语言为英文；DEEP(Direct Enrollment 

Exchange Program)项目，即常规日文课程项目，申请者可以作为特别旁听生（special auditing student）的身

份参加该项目且申请者需通过日本语 1-2级级或具有相当水平；IPLA项目，即日本通识课程项目，项目主要授课语

言为英语。 

迄今已有日语系、新闻学院、电子系、材料学院等院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仙台市，日本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4 月-7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DEEP项目无选课限制，JYPE、IPLA项目需在项目要求之内选课。 

2. DEEP项目链接 http://www.insc.tohoku.ac.jp/english/exchange/deep-u/ ； 

3. JYPE项目链接：http://www.insc.tohoku.ac.jp/english/exchange/jype/   

4. JYPE，IPLA，COLABS项目限招 1-2名申请者，且申请者不一定均被录取。 

5. 链接 http://www.tohoku.ac.jp/en/academics/exchange_programs.html 下有项目说明，供参考。 

最低语言要求 
1. DEEP：原则上需通过日本语水平测试一级或具备相当水平。 

2. JYPE:申请人需熟练掌握英语，托福 79，有一定日语基础为佳。 

3. IPLA: 申请人需熟练掌握英语，有一定日语基础为佳。 

校 内 选 拔 时 将 采 取 有 考 级 者 优 先 、 择 优 录 取 的 原 则 。

https://www.insc.tohoku.ac.jp/english/exchange/english-requirement-for-exchange-program/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该校 fact sheet上有关于各个分项目的具体情况介绍，打算申请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需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当地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当地交

通及通讯费、书杂费等。https://www.insc.tohoku.ac.jp/english/exchange/  

外方奖学金情况 
少量申请者可能有获得JASSO奖学金的机会，最终是否获得由对方学校决定。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insc.tohoku.ac.jp/english/exchange/deep-u/
http://www.insc.tohoku.ac.jp/english/exchange/jype/
http://www.tohoku.ac.jp/en/academics/exchange_programs.html
https://www.insc.tohoku.ac.jp/english/exchange/english-requirement-for-exchange-program/
https://www.insc.tohoku.ac.jp/english/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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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工业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东京工业大学/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学校简介 
东京工业大学是一所创建于日本明治 14 年，即 1881 年、具有 120 余年历史的理工类综合大学。目前有以大

学院为主体的理工学研究科、生命理工学研究科、综合理工学研究科、情报理工学研究科及社会理工学研究科等 5

个研究科，以及理学部、工学部、生命理工学部等 3 个学部。另外还包括资源化学研究所、精密工学研究所等 150

余个学内共同教育研究设施。在校学生(含学部生与大学院生)约 9700 名，其中约有 66个国家的 800余名留学生在

校学习。东工大特别为国际学生开设了主要以英文授课的 YSEP 项目及主要以日文授课的 ACAP 项目，参加项目同学

在读期间可同时进入当地企业、工厂或实验室进行调研。 

迄今已有精仪系、美术学院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东京市，日本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3 月下旬-7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

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因年级限制的原因，无法申请该校 YSEP项目；申请者仅能申请该校 ACAP 项目。 

2. 该校部分课程有先修要求，申请者需符合先修要求方能申请相应课程。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原则上需通过日本语水平测试 1-2 级或具备相当日语水平；校内选拔时将按照择优录取、有考级成绩

者优先的原则进行。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主页为 http://www.titech.ac.jp/english/index.html 。 

2. 链接 http://www.titech.ac.jp/english/graduate_school/international/exchange/pdf/Class_List_U.pdf 下有该校

针对本科生开放的研究生英文课程，供参考。 

3. 该校为学生开设专门日本语课程，链接 http://www.titech.ac.jp/english/learning/index.html下有详细情

况介绍。 

4. 链接 https://www.titech.ac.jp/english/graduate_school/international/exchange/acap.html 项目介绍。 

5. https://www.titech.ac.jp/english/international-student-exchange/prospective-students/non-degree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申请人可尝试申请 JASSO奖学金，最终是否获得由对方学校决定。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baike.baidu.com/view/607036.htm
http://www.titech.ac.jp/english/index.html
http://www.titech.ac.jp/english/graduate_school/international/exchange/pdf/Class_List_U.pdf
http://www.titech.ac.jp/english/learning/index.html
https://www.titech.ac.jp/english/graduate_school/international/exchange/acap.html
https://www.titech.ac.jp/english/international-student-exchange/prospective-students/non-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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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桥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一桥大学/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一桥大学是日本著名的国立大学之一，是日本文部科学省管辖下的国立教育机构，以商学和经济学闻名。学校

特别注重学生的自主性培养，强调给学生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并与国际交流频繁。该校成立于 1875 年（明治 8

年），历经商法讲习所、东京商业学校、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东京产业大学、东京商科大学等，发展到现在的一桥大

学。如今，一桥大学已成为包含商学部、经济学部、社会学部、法学部的社科类综合大学。该校目前拥有 560名教

职员工，约 4400 名本科学生及 2000名研究生。 

学校所在地区 
东京市，日本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4 月-7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

别 完 成 2023 年 春 、 秋 季 学 期 期 末 考 试 之 后 方 能 赴 外 学 习 。 https://syllabus.cels.hit-

u.ac.jp/syllabus/  

交流限制  
1. 该校 MBA 课程不对交换生项目开放。 

2. 该校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trategy 及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不对校级交换生开

放。 

3. http://www.hit-u.ac.jp/eng/ （学校主页） 
4. http://international.hit-u.ac.jp/en/pros/exchange/index.html （交换生项目主页） 
5. http://international.hit-u.ac.jp/en/pros/exchange/undergrad.html （本科交换生申请主页） 
6.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Global Program (offered in English)] 

http://international.hit-u.ac.jp/jp/courses/hgp/index.html 

7.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 

https://international.hit-u.ac.jp/en/courses/japanese/index.html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该校日文课程者需具备 JLPT 二级水平或相当；申请该校英文课程者需具备托福 79 或雅思 6.0；校内遴选

时将采取有考级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相关选课说明 
1. 该校开放给本科交换生申请的 4 个院系：Commerce and Management, Economics, Law, and 

Social Sciences。院系介绍如下：http://www.hit-u.ac.jp/eng/education/undergraduate.html  
http://international.hit-u.ac.jp/en/pros/exchange/reg.html （选课说明） 

2. 不会日语的同学可申请该校 HGP（Hitotsubashi Global program）的课程，课程以英文授课，授课领域涉及

日本语言、商科及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链接 http://international.hit-

u.ac.jp/jp/courses/hgp/index.html 下有相关课程信息。 

3. 申请链接：http://international.hit-u.ac.jp/en/pros/exchange/index.html  

相关费用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

交换生可以住在该校 Kunitachi校区或 Kodaira校区的国际公寓，具体住宿及开支情况在该校交换生项目介绍中有

详细说明。 
外方奖学金情况 

申请者有获得文部省奖学金或 JASSO奖学金的机会，最终是否获得由对方学校决定。 

https://syllabus.cels.hit-u.ac.jp/syllabus/
https://syllabus.cels.hit-u.ac.jp/syllabus/
http://www.hit-u.ac.jp/eng/
http://international.hit-u.ac.jp/en/pros/exchange/index.html
http://international.hit-u.ac.jp/en/pros/exchange/undergrad.html
http://international.hit-u.ac.jp/jp/courses/hgp/index.html
https://international.hit-u.ac.jp/en/courses/japanese/index.html
http://www.hit-u.ac.jp/eng/education/undergraduate.html
http://international.hit-u.ac.jp/en/pros/exchange/reg.html
http://international.hit-u.ac.jp/jp/courses/hgp/index.html
http://international.hit-u.ac.jp/jp/courses/hgp/index.html
http://international.hit-u.ac.jp/en/pros/exchang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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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九州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九州大学/ Kyushu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九州大学本科阶段设有文学部、法学部、经济学部、理学部、医学部、牙医学部、药学部、工学部、艺术工艺

学部及农学部。除常规项目以外，大学面向国际学生还特别开设了 JLCC 及 JTW项目。JLCC(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urse)为一年期的日本语言及文化课程，较适合日语专业同学申请；JTW(Japan in today’s world)项

目基本以英文授课，主要针对日本国情介绍及相关通识教育，课程包括跨文化交流、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事务、

都市心理学等，较适合相关文科类同学申请。在日语达标的情况下，参加 JTW项目的同学还可适当选上院系的常规

课程。 

迄今已有日语系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福冈市，日本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3 月下旬-7 月下旬（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

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在 JLCC、JTW项目中，实践类课程如医学、药学、牙医学方面课程不对外开放。 

2. 该校法学院、商学院课程仅针对本专业申请者开放。 

3. https://www.isc.kyushu-u.ac.jp/intlweb/en/admission/exchangetop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原则上需通过日本语水平测试一级或具备相当日语综合使用水平。遴选时将采取有考级者优先、择优

录取的原则；申请英文课程者原则上需持有雅思总分 6.0 或托福网考总分 79。日语项目需要有日语水平能力测验

N1 水平。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http://www.isc.kyushu-u.ac.jp/jtw 下有 JTW项目介绍。 

2. 链接 http://www.isc.kyushu-u.ac.jp/jlcc/下有 JLCC 项目介绍。 

3. 链接 http://www.isc.kyushu-u.ac.jp/center/home.htm下有该校国际学生中心介绍。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少量申请者可能有获得JASSO奖学金的机会，最终是否获得由对方学校决定。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www.isc.kyushu-u.ac.jp/intlweb/en/admission/exchangetop
http://www.isc.kyushu-u.ac.jp/jtw
http://www.isc.kyushu-u.ac.jp/jlcc/
http://www.isc.kyushu-u.ac.jp/center/ho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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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北海道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北海道大学/ Hokkaido University  

https://www.oia.hokudai.ac.jp （学校主页） 

 https://www.oia.hokudai.ac.jp/prospective-students/exchange-student-admissions/（交换生项目主页） 

学校简介 
北海道大学的前身为 1876年为开发北海道而设立的札幌农学校，二战后改制为新型大学。北海道大学拥有 11

个本科生课程的学部，主要包括医学部、法学部、经济学部、文学部、理学部、农学部等。其中农学部及医学部是

设立时间最早、历史最为悠久的学部。北海道大学还拥有若干从事专门学科研究的研究生院，领域涉及地球环境、

广播传媒、信息科学等。除常规日语课程（SAS）之外，该校还专门设  立了日本语言及文化课程项目（JLCSP）及

英语课程项目（HUSTEP）。JLCS项目较适合日语专业的同学申请，HUSTEP较适合除日语水平欠佳、英语较好的同学

申请。 

迄今已有日语系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札幌市，日本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4 月-7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申请 HUSTEP及 JLCS项目者根据项目需要或需在外方进行为期一学年的学习。 

2. 因申请人数较多，申请 HUSTEP项目者不一定都能全部为对方学校录取。 

3. JLCS 项目简介：http://www.oia.hokudai.ac.jp/jlcsp/   
4. HUSTEP 项目简介：https://www.global.hokudai.ac.jp/admissions/exchange-student-admissions/exchange-programs-in-

english-hustep/  
最低语言要求 
1. 申请 JLCSP者：日本语水平测试 3级或相当 

2. 申请 HUSTEP者：托福网考 79或雅思 6.5 

3. 申请 SAS项目者：原则上需具备日本语水平测试 2级 

相关选课说明 
链接 https://www.oia.hokudai.ac.jp/prospective-students/exchange-student-admissions/校 JLCSP 和 HUSTEP 简介，

供参考。 
项目申请信息：https://www.global.hokudai.ac.jp/admissions/exchange-student-admissions/ ,  
课程查询链接：https://www.global.hokudai.ac.jp/students/syllabus-search/  
 
相关费用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因宿位紧张之故，参加SAS项目者有可能无法获得校内住宿。 

外方奖学金情况 
申请HUSTEP项目者有可能获得JASSO奖学金；申请JLCS项目者有可能获得日本文部省（MEXT）奖学金，最终是

否获得由外方学校决定。 

 
  

https://www.oia.hokudai.ac.jp/
https://www.oia.hokudai.ac.jp/prospective-students/exchange-student-admissions/
http://www.oia.hokudai.ac.jp/jlcsp/
https://www.global.hokudai.ac.jp/admissions/exchange-student-admissions/exchange-programs-in-english-hustep/
https://www.global.hokudai.ac.jp/admissions/exchange-student-admissions/exchange-programs-in-english-hustep/
https://www.oia.hokudai.ac.jp/prospective-students/exchange-student-admissions/
https://www.global.hokudai.ac.jp/admissions/exchange-student-admissions/
https://www.global.hokudai.ac.jp/students/syllabus-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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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名古屋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名古屋大学/ Nagoya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名古屋大学的创校历史可追溯到 1871 年。经过战后改革及院系重组之后的名古屋大学，由 9 个本科学院、13

个研究生院、3 家研究所以及 16 所跨院系研究及教育中心组成。该校推出的 NUPACE(全称为：Nagoya University 

Program for Academic Exchange)项目特别针对国际学生，教学中的专业核心课程以英文教授，学科领域主要涉及

农业科学、经济学、教育学、工程、环境科学、国际发展、语言及文学、法律、数学、医学、自然科学。项目同时

辅以日语语言及文化课程以及指导性研究。 

目前已有来自我校人文学院经济学专业、日语专业、法学院的同学赴该进行了交换学习。 

学校所在地区 
名古屋市，日本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4 月-7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申请 NUPACE英文课程项目者仅能选择项目指定课程。 

2. 不得申请对方医学院（school of medicine）的临床实践（clinical practice）方面课程。 

3. NUPACE 项目主页: http://nupace.iee.nagoya-u.ac.jp/en/  

4. 申请要求: http://nupace.iee.nagoya-u.ac.jp/en/apply/procedures.html  

最低语言要求 
1. 申请 NUPACE项目者：托福网考 79 或雅思 6.0，并有少量日语基础。TOEIC 780, CEFR B2, or CET-6 485亦可

考虑。 

2. Students intending to take university courses instructed in Japanese must possess N1/level 1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JLPT), or the equivalent.申请常规日语课程者：需通过日本

语水平测试 1级或具有相当水平。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主页为：http://www.nagoya-u.ac.jp/en/。交换生一学期最少需修读 15学分课程。 
2. Course Websites: 

1) https://nupace.iee.nagoya-u.ac.jp/en/academic/course/overview.html 
2) https://nupace.iee.nagoya-u.ac.jp/en/academic/course/syllabi.html 
3) https://admissions.g30.nagoya-u.ac.jp/undergraduate/ Restrictions 

3.  1) NUPACE Special Undergraduate and Special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Chemistry or Physics are generally not 
permitted to enrol in G30 courses with laboratory content. 
2) Students wishing to apply for clerkships at the School of Medicine should carefully follow application notes and 
instructions on the NUPACE website.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 Health and personal liability insurance is compulsory.  

- Costs: Approximately 2,000 yen per month. 

外方奖学金情况 
申请人可尝试申请 JASSO奖学金，最终是否获得由对方学校决定。 

 

http://nupace.iee.nagoya-u.ac.jp/en/
http://nupace.iee.nagoya-u.ac.jp/en/apply/procedures.html
http://www.nagoya-u.ac.jp/en/
https://admissions.g30.nagoya-u.ac.jp/under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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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33 
 

（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名古屋工业大学/ Nagoy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学校简介 
名古屋工业大学创办于 1905年，前身是名古屋高等技术学校，在经过几次合并后于 1949 年正式更名为现有学

校名称。该校由单纯工科大学发展而来，系日本的单科大学，以培养工程师及生产制造业方面的专业人才为主要办

学目标。该校的课程主要集中在工程学院（工学部），其主要教学领域在 9个学部内开展：生命物质工学部、环境材

料工学部、机械工学部-机械、能源方向、机械工学部-物理计策方向、电机电器工学部、信息工学部、建筑设计工

学部、城市社会工学部-城市环境方向、城市社会工学部-管理系统方向。学校还设有多个研究中心，在信息科技、

纳米技术研发、自动化研究、陶瓷技术、质量革新技术、工程科学高等教育研究、风险管理、仪器设备等领域开展

研究及外部合作。 

目前已有来自我校建筑学院、美术学院、软件学院的同学赴该校进行了交换学习。 

学校所在地区 
名古屋市，日本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3 月下旬-7 月下旬（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

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该项目较适合理工科专业同学申请。 

https://www.nitech.ac.jp/eng/admission/exchange.html  

最低语言要求 
该校所有课程均以日语教授，申请者原则上需具备日本语二级水平；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者优先、择优录

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本科生需以 special undergraduate student（SUS）身份参与该校项目。 

2. 该校主页链接为 http://www.nitech.ac.jp/eng/index.html。 

3. 该校在学生就读期间提供个别“对子导师”指导。 

4. http://syllabus.ict.nitech.ac.jp/index-e.html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申请人可尝试申请 JASSO奖学金，最终是否获得由对方学校决定。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www.nitech.ac.jp/eng/admission/exchange.html
http://www.nitech.ac.jp/eng/index.html
http://syllabus.ict.nitech.ac.jp/index-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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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稻田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早稻田大学/ Waseda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早稻田大学始创于 1882年，迄今已有 125年的历史，是日本最著名的综合型私立大学之一，是日本社会精英

的摇篮。该校毕业生遍及媒体、政界、学界等。早大本科教学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文学、文学构想教育、法学、

商学、社会科学、教育学、理工类科学、社会学等 13个学部；研究生层面设有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商学、

社会科学等在内的 20个研究科。早稻田大学共有 4处校园，由地处东京市中心西北部新宿附近的西早稻田校园（即

本部）、户山校园、大久保校园和 30公里以外的所泽校园构成。该校面向国际交换生开放三类课程：常规日本语课

程项目（undergraduate studies program）、专门日本语课程项目（intensive Japanese language program）、一

年期英文授课的文理通识课程项目（one-year study abroad program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iberal 

studies）。另，早稻田大学与康师傅集团合作，提供早稻田大学-康师傅奖学金项目，项目详情可查看该奖学金招生

简章（https://www.waseda.jp/inst/cie/en/to-waseda/masterkong）。 

迄今已有外语系、经管学院等院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东京市，日本 

学期时间  
2023年 10月-2024年 2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4月-7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常规日本语课程较适合有一定日语基础的同学申请。早大 11 个本科生学部对该项目开放，分别是政治经济学

部、法学部、文理学部、教育学部、商学部、理工学部、社会科学学部、人文学学部、体育科学学部。 

2. 专门日本语课程项目较适合日语专业的同学申请。 

3. 常规项目的一年期文理通识课程项目涉及亚洲文化、历史、社会发展、政治经济、地理、人文等，较适合日语

水平欠佳、文科类专业同学申请。 

4. 交换生项目网页 https://www.waseda.jp/inst/cie/en/exchange 
最低语言要求 
1. 申请日本语课程者原则应具备日本语水平测试一级或相当水准。申请专门日本语项目者需具备日语基础。 

2. 申请英语课程项目者需具备良好综合使用英语的能力及少量日语基础，择优录取的原则。

https://www.waseda.jp/inst/cie/en/exchange/application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各 个 院 系 或 项 目 对 课 程 的 限 制 有 所 不 同 ， 具 体 可 参 看 链 接 ：

https://www.waseda.jp/inst/cie/en/course/class 。 

2. 项目申请要求：www.waseda.jp/inst/cie/en/exchange/application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费、餐饮费、学生保险费、当地交通

及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申请专门日本语课程项目者可尝试申请日本文部省奖学金，申请常规项目者可尝试申请 JASSO 奖学金，最终

是否获得由对方学校决定，具体情况另行通知。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www.waseda.jp/inst/cie/en/to-waseda/masterkong
https://www.waseda.jp/inst/cie/en/exchange
https://www.waseda.jp/inst/cie/en/exchange/application
https://www.waseda.jp/inst/cie/en/course/class
http://www.waseda.jp/inst/cie/en/exchange/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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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同志社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同志社大学/ Doshisha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同志社大学创立于 1875年，是日本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该校自创立迄今，秉承以国际主义精神为建校方

针，与海外院校的交流密切，校内留学生活动丰富。大学设有文学、法学、经济学、商学、工学及神学 6个本科生

学部，研究生院设有 8个学科，分别是神学研究科、文学研究科、法学研究科、经济学研究科、商学研究科、工学

研究科、美国研究科、综合政策科学研究科。同志社大学位于日本京都市中心，拥有两个校园及超过 24,000 在校

生。作为同志社大学诞生地的今出川校园，拥有日本历史及建筑史中众多知名建筑物，校园风景环境优美。 

迄今已有日语系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京都市，日本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4 月-7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能否选上该校合适课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申请者日语水平，只有通过对方学校水平测试者方能选上相应课程。 

2. 该校研讨课程及院系组织的特别课题课程不对交换生开放。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原则上需具备日本语水平测试二级或具备相当日语综合使用水平，TOEFL-iBT 61, TOEIC 630 or IELTS 5。

遴选时将采取有考级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英文主页：http://www.doshisha.ac.jp/english/。 

2. 该校日本语言及文化学习中心主页：https://intad.doshisha.ac.jp/en/exchange/curriculum.html。 

3. 该校为打算学习日本语言和文化者特别开设’ Nichibun program’（ CJLC），相关细则可参考

http://www.doshisha.ac.jp/en/international/from_abroad/cjlc.html；  

4. 英语项目（CGE项目）: https://intad.doshisha.ac.jp/en/exchange/cge_curriculum.html  

5. 日语项目（CJLC 项目）: https://intad.doshisha.ac.jp/en/exchange/curriculum.html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少量申请者可能有获得JASSO奖学金的机会，最终是否获得由对方学校决定。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doshisha.ac.jp/english/
https://intad.doshisha.ac.jp/en/exchange/curriculum.html
http://www.doshisha.ac.jp/en/international/from_abroad/cjlc.html
https://intad.doshisha.ac.jp/en/exchange/cge_curriculum.html
https://intad.doshisha.ac.jp/en/exchange/curriculu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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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阪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大阪大学/ Osaka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大阪大学的最早创校历史可追溯到 18 世纪在大阪地区设立的汉学塾怀德堂和兰学塾适塾。现在的大阪大学设

有 11个本科学部、15 个研究生学部、6个科研机构以及 20个教育和研究中心。该校针对不同学生特点设计了四类

项目，其中包括 OUSSEP项目、OUSSEP-Maple项目、FrontierLab@OsakaU项目以及常规课程项目。OUSSEP项目侧重

通识课程教学，英语为主要授课语言；OUSSEP-Maple 项目主要针对专门进行日本语言及文化学习及强化者；

FrontierLab@OsakaU 项目以实验室活动为主；参加常规日语课程项目者将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常规课堂。在符

合校方条件的情况下，以上四个项目均可申报。 

迄今已有日语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大阪市，日本 

学期时间  
2023年 10月-2024年 2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4月-7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能否选上该校合适课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申请者日语水平，只有通过对方学校水平测试者方能选上相应课程。 

2. 该校研讨课程及院系组织的特别课题课程不对交换生开放。Maple 项目只能选择交换一学年，详情参考

FactSheet。 

最低语言要求 
1. OUSSEP 项目：英语需达到相当于托福纸考 550分水平。 

2. OUSSEP-Maple项目：需具备一定日语基础，最好达到日本语水平测试三级水平。 

3. FrontierLab@OsakaU 项目：需具备一定日语基础。 

4. 常规日本课程项目：一般要求达到日本语水平测试二级或一级水平。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5. 链接 http://www.osaka-u.ac.jp/en/international/inbound/exchange_program 下有交换项目详细说明，供

同学参考。 

6. 链接 http://www.osaka-u.ac.jp/en/international/inbound/exchange_program/oussep 有 OUSSEP项目详细

介绍，供同学参考。该项目适合日语水平欠佳，欲申请英文课程者。学科领域不限。 

7. 链接 http://www.osaka-u.ac.jp/en/international/inbound/exchange_program/maple 有 Maple 项目详细介绍，供同学

参考。该项目适合有一定日语基础，欲再进行深入学习者。 

8. FrontierLab@OsakaU 该项目仅限理、工科背景且具备一定日语水平者申请，但申请者需考虑学分替换问题，慎

重申请。 

9. 链接 https://koan.osaka-u.ac.jp/syllabus_ex-e/campus课程详细说明，同学在申请前需做仔细阅读。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少量申请者可能有获得JASSO奖学金的机会，最终是否获得由对方学校决定。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osaka-u.ac.jp/en/international/inbound/exchange_program
http://www.osaka-u.ac.jp/en/international/inbound/exchange_program/oussep
http://www.osaka-u.ac.jp/en/international/inbound/exchange_program/maple
https://koan.osaka-u.ac.jp/syllabus_ex-e/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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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千叶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千叶大学/ Chiba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日本千叶大学创立于 1901年，系日本的国立大学之一。千叶大学的本科学部设有：文学部、法经学部、教育

学部、理学部、医学部、护理学部、工学部、园艺学部等。该校最近新设置了文理学院并从 2016年开始各项教学活

动。本科生阶段课程基本以日语授课，申请者需具备良好日语水平。该校交换生项目统称为 J-PAC，即 Japan program 

at Chiba，其中两种类型课程均对本科生开放：international liberal arts program及 Japanese studies program。

前者较适合非日本语言文化专业、同时具备一定日语基础并且打算在读期间对日本文化与社会进一步了解的同学；

后者较适合日本语言文化专业的同学申请，Program2 较适合。该项目主要授课语言为日语，申请者需具备良好日本

语水平，需至少学习日本语 150学时。迄今已有日语系、新闻学院、电子系的同学参加了该校项目。 

迄今已有生命学院、日语系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千叶市，日本 

学期时间  
2023年10月-2024年2月 （2023年秋季）；2024年4月-7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2023年春、

秋 季 学 期 期 末 考 试 之 后 方 能 赴 外 学 习 。  对 方 大 学 校 历 http://www.chiba-

u.ac.jp/international/isd/english/access/calendar.html  

交流限制  
该校仅 J-PAC(Japan program at Chiba)项目对本科交换生开放，申请者必需具备一定日语基础。Japan Program 

at Chiba（J-PAC） - Chiba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hiba-u.ac.jp)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日本语水平测试二级水平；遴选时将采取有考级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一学期最少需选上 7门课程。 

2. 链接 www.chiba-u.ac.jp/e/ 下有该校英文简介。 

3. 链接 59f70601e46c61de4d319730ce606c453d52a13d.pdf (chiba-u.ac.jp)可查询相关课程。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少量申请者可能有获得JASSO奖学金的机会，最终是否获得由对方学校决定。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chiba-u.ac.jp/international/isd/english/access/calendar.html
http://www.chiba-u.ac.jp/international/isd/english/access/calendar.html
https://cie.chiba-u.ac.jp/programs-e.html
https://cie.chiba-u.ac.jp/programs-e.html
http://www.chiba-u.ac.jp/e/
https://cie.chiba-u.ac.jp/data/59f70601e46c61de4d319730ce606c453d52a13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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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庆应义孰大学/ Keio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庆应义孰大学系日本成立的第一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创校时间可追溯到 1858年，由当时著名日本思想家福

泽谕吉创办，迄今已有逾 150 年历史。大学有 10 个学部面向本科生教育，分别是文学部、经济学部、政治法律学

部、商学部、医学部、理工学部、综合政策学部、环境信息学部、护理医疗部及药学部，其中尤其以医学部、经济

学部、法学部的历史悠久、成果卓著而闻名。至 2008年，有近千名各国留学生赴该校交流学习。 

迄今已有我校法学院、日语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东京市，日本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4 月-7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该 校 1. 日 本 语 言 学 习 课 程 （ Japanese language program-JLP ）

http://www.ic.keio.ac.jp/en/study/exchange/courses/jlp.html ； 2.国际 课程项目 (Keio International 

Program-KIP)http://www.ic.keio.ac.jp/en/study/exchange/courses/kip.html 对外开放。 

最低语言要求 
1. 申请国际课程项目及经济学职业培训课程者需具备综合使用英语能力，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成绩者优先、

择优录取的原则。 

2. 申请日本语言学习课程者需具备一定日语基础。校内选拔时将采取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 校 国 际 中 心 专 门 设 有 国 际 课 程 项 目 ， 所 有 课 程 均 用 英 文 授 课 ， 链 接

http://www.ic.keio.ac.jp/en/iccourse/index.html 下有详细课程列表及课程介绍，供同学参考。 

2. 该校的日本语言文化课程较适合日本语专业同学申请。请仔细阅读两种不同项目的链接内容介绍。 

3. http://www.ic.keio.ac.jp/en/study/exchange/courses.html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http://www.ic.keio.ac.jp/en/study/exchange/housing.html  

外方奖学金情况 

申请人可尝试申请 JASSO奖学金，最终是否获得由对方学校决定。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baike.baidu.com/view/627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750.htm
http://www.ic.keio.ac.jp/en/study/exchange/courses/jlp.html
http://www.ic.keio.ac.jp/en/study/exchange/courses/kip.html
http://www.ic.keio.ac.jp/en/iccourse/index.html
http://www.ic.keio.ac.jp/en/study/exchange/courses.html
http://www.ic.keio.ac.jp/en/study/exchange/hous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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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神户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神户大学/ Kobe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神户大学的创校历史可追溯到 1902 年神户高等商业学校的创立。神户大学设有 11 个学部，分别是经济学部、

经营学部、法学部、文学部、国际文化学部、理学部、工学部、农学部、医学部、人类发展学部、海事科学部。其

中经营学为该校的最为出色的学科，神户大学也被称为日本现代经营学的发祥地。该校经济学和法学课程亦为优势

课程。 

迄今已有日语系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神户市，日本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4 月-7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 春 、 秋 季 学 期 期 末 考 试 之 后 方 能 赴 外 学 习 。 对 方 大 学 校 历 http://www.kobe-

u.ac.jp/en/about_us/academic_calender.html  

交流限制  
1. 该校仅在国际文化学院、法学院、经济学院、经营学院、工程学院中有少量课程以英文授课；部分课程可能有

先修要求。 

2. The School of Medicine (undergraduate level)， Faculty/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的课程不对交换生开放。 

最低语言要求 
日语课程者需具备综合使用日语水平，原则上最少需通过日本语水平测试二级。校内将采取有考级成绩者优先、

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https://www.kobe-u.ac.jp/en/study_in_kobe/admission/exchange_program.html  下有最新详细交换项目介

绍，供同学参阅。 

2. 该校本科阶段的英文课程涉及国际文化学、法学、经济学、商务管理、及少量农、工、医方面课程。  

3. http://www.kobe-u.ac.jp/en/study_in_kobe/admission/exchange_program.html#about  

4. Exchange students mainly take courses within the Faculty/Graduate School they belong to, but they 

can also take courses from other Faculties/Graduate Schools with permission. 

5. 日本语课程对国际学生免费开放 

6. 交换生不可以选择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提供的课程  

7. 本科交换生不可以选择 School of Medicine 和 Faculty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integrated into 

Faculty of Global Human Sciencessince 2017)的课程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http://www.kobe-u.ac.jp/en/campuslife/housing/accommodation.html  

外方奖学金情况 
少量申请者可能有获得JASSO奖学金的机会，最终是否获得由对方学校决定。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kobe-u.ac.jp/en/about_us/academic_calender.html
http://www.kobe-u.ac.jp/en/about_us/academic_calender.html
https://www.kobe-u.ac.jp/en/study_in_kobe/admission/exchange_program.html
http://www.kobe-u.ac.jp/en/study_in_kobe/admission/exchange_program.html#about
http://www.kobe-u.ac.jp/en/campuslife/housing/accommod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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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方特别提醒申请以下方向的申请者需要提前联系导师或学术指导，并在申请书中提供相关信

息： 

The following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obtain approval from a Kobe University professor in their chosen academic field 
prior to application. Please include the professor’s name in the study plan on page 2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1. -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pplying for the Faculty of Oceanology  
2. - Master’s students applying for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ngineering  
3. - Master’s students applying for the Graduate School of System Informatics  
4. - Master’s students applying for the Graduate School of Maritime Science  
5. - Master’s students applying for the Graduate School of Health Sciences  
6. - Master’s students applying for the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7. - PhD (Doctoral /3rd Cycle) students applying for any of the graduate schools. 

 
The following students are required their preferred Kobe University academic advisor in their chosen academic field. 
They must also include the professor’s name in the study plan on page 2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approval from the 
professor is not mandatory).  

1.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pplying for the Faculty of Science  
2. -Master’s students applying for the 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  
3. -Master’s students applying for 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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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上智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上智大学/ Sophia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上智大学于 1913 年建校，是日本著名私立大学之一。该校在本科生教育中主要设有文理学部、人文学部、人

类科学学部、法律学部、经济学部、国际研究学部、科技学部以及神学部，教学领域涉及多国语言及文学研究、教

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法学及国际法事研究、新闻学、经济及管理学、国际关系学、材料及生命科

学、工程及应用科学、信息及通讯科学等。上智大学文理学院（faculty of liberal arts）的所有课程均采用英文

授课，小班授课制。 

迄今已有外语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东京市，日本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4 月-7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文理学院的核心课程不对交换生开放。核心课程有 4门，分别为：English Composition 1, English Composition 

2, Public Speaking, Thinking Processes。 

2. 除了日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课程均不对交换生开放。 

最低语言要求 
1. 申请该校文理学院（faculty of liberal arts）课程者需具备托福网考总分 79分或雅思（学术类）总分 6.0。 

2. 申请其他以日语授课院系课程者需具备日本语能力测试 1级水平；校内面试时将采取有考级者优先、择优录取

的原则。 

3. https://www.sophia.ac.jp/eng/admissions/exchangeprograms/application_info/qualification.html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文理学院(faculty of liberal arts)课程均以英文授课，申请人需达到相关英语语言要求。 

2. 交换生在读期间一学期最多可修 20学分课程。 

3. 链接 https://www.sophia.ac.jp/eng/admissions/exchangeprograms/course_info.html  有课程信息（包括英文课程）。 

4. 链接 http://www.sophia.ac.jp/eng/admissions/exchangeprograms 囊括该校交换生项目主要信息。 

5. https://www.sophia.ac.jp/eng/admissions/exchangeprograms/index.html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需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当地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当地交

通 及 通 讯 费 、 书 杂 费 等 。 链 接

http://www.sophia.ac.jp/eng/admissions/exchangeprograms/housingInfo_costs/living_expenses 有花销说明。 

外方奖学金情况 
申请人可尝试申请 JASSO奖学金，最终是否获得由外方决定。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www.sophia.ac.jp/eng/admissions/exchangeprograms/application_info/qualification.html
https://www.sophia.ac.jp/eng/admissions/exchangeprograms/course_info.html
http://www.sophia.ac.jp/eng/admissions/exchangeprograms
https://www.sophia.ac.jp/eng/admissions/exchangeprograms/index.html
http://www.sophia.ac.jp/eng/admissions/exchangeprograms/housingInfo_costs/living_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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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新加坡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学校简介 

新加坡国立大学始创于 1905 年。学校目前拥有 9 所专业学院，7个研究生院，多个研究所和科研中心。新加

坡国立大学学科门类齐全，设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商学、法学、建筑学、计算机学、杨潞龄医学院、

杨秀桃音乐学院；另有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及东亚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校园内还分布着淡马锡生命科学研究所（TLL）

和属于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genc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or A*STAR）的数据存储研究所（DSI），

信息研究所（I2R），材料研究和工程研究所（IMRE）、分子细胞生物研究所（IMCB）等高级研究机构。新加坡国立大

学的教学语言是英文，并采用英美式的通才教育，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人文学院、法学院、经管学院、美术学院、物理系、数学系、生物系、电子系、精仪系、生

医系、土木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新加坡 

学期时间 

2023 年 9 月-2023 年 12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1 月-5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对除经管学院、法学院以外的其他院系同学开放。 

2. 医学院课程、牙医学院课程、MBA 课程、李光耀公共政策管理学院、杨秀桃音乐学院、风险管理研究所课程均

不能申请。 

3. 该校课程代号前缀为 BMC、BME、BMU、BMA 的商业类课程及计算机系的课程不能申请。该校机械工程系（facul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以及化学系（faculty of chemistry）本科阶段开设的英文课程较有限。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１００分或雅思成绩总分６.５及以上。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本科生一学期可选上 3-5门课。 

2. 部分课程只有特定专业可申请，同学在做课程查询时需注意 

3. 更 多 申 请 细 则 可 查 询 ： https://www.nus.edu.sg/registrar/docs/info/prospective-students---non-graduating/ng-
modules.pdf ，下有详细列表，建议同学申请之前做仔细阅读。 

4. https://www.nus.edu.sg/registrar/prospective-students/non-graduating/coursework 

5. https://www.nus.edu.sg/gro/global-programmes/student-exchange/incoming-exchangers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www.nus.edu.sg/registrar/docs/info/prospective-students---non-graduating/ng-modules.pdf
https://www.nus.edu.sg/registrar/docs/info/prospective-students---non-graduating/ng-modules.pdf
https://www.nus.edu.sg/registrar/prospective-students/non-graduating/coursework
https://www.nus.edu.sg/gro/global-programmes/student-exchange/incoming-ex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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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创校时间可追溯到 1955 年。大学目前设有商、工、文理四大学院，下设 12 个院系。

该校商学院是新加坡唯一一所同时获得欧洲质量发展体系及美国国际管理教育联合会两项认证的商学院，教学领域

涉及会计、精算、金融、市场营销、MBA 课程等；工学院开设专业主要涉及化学与生物分子工程、环境工程、土木

工程、计算机科学、宇航科技、材料与机械工程、电机与电机工程等；该校理学院主要开设专业涉及生物、化学、

数学、物理及应用物理；该校文学院则设有艺术设计与传媒、传播学、英语语言、经济学、心理学与社会学等课程。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环境系、热能系、材料系、人文学院、电子系、经管学院、机械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新加坡 

学期时间 

2023 年 9 月-2023 年 12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1 月-5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创业学（enterpreneuship courses）方面的课程不对外开放，即课程列表中一切以‘EN1’开头的课程。 

2. 该校国家教育研究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简称 NIE）仅有普通选修课程(general elective 

courses)对外开放。 

3. 选上该校商科类课程的学生需为商科专业；其中新加坡本地内容的商科类课程不对外开放，如：新加坡立法、

新加坡法律及财务系统课程等。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90 或雅思写作不低于 6.0 分的成绩；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

的原则；链接 https://gem.ntu.edu.sg/index.cfm?FuseAction=Programs.ViewProgramAngular&id=10006 下有具体分数说

明。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https://wis.ntu.edu.sg/webexe/owa/aus_subj_cont.main 下可进行本科生课程查询，供同学参考。 

2. 本科生一学期可选上的课程数量为 4-5门，约 20学分左右。 

3. 该校理工科及商科类课程教学质量佳，较适合相关专业同学申请。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https://gem.ntu.edu.sg/index.cfm?FuseAction=Programs.ViewProgramAngular&id=10006
https://wis.ntu.edu.sg/webexe/owa/aus_subj_cont.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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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Singapore University Technology and Design （SUTD） 

学校简介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简称 SUTD），是继新加坡国立大

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管理大学后，新加坡的第四所公立大学。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新科大）创校校

长为麻省理工学院工学院院长的 Thomas L. Magnanti教授，创办时间为 2009年。2018年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入选

“全球十大工程教育新兴领袖”。新科大新校园位于新加坡东部，与樟宜机场和博览馆等设施相距不远。 

学校所在地区 

新加坡 

学期时间 

2023 年 9 月-2023 年 12 月 （2023 年秋季）；2024 年 1 月-5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尚无。 

最低语言要求 

外方没有明确语言成绩的限制，但学生有能力完成全英文授课的任务。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成绩者优先、

择优录取的原则。四六级考试成绩可提交至外方作为语言能力参考。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https://www.sutd.edu.sg/SUTD/media/SUTD/inbound-exchange-guide.pdf 下可进行本科生课程查询，供同学

参考。 

2. Inbound exchange website http://sutd.edu.sg/Global/Student-Exchange    

3. wearesutd blog (Read in depth articles on the learning points of exchange students who have been 

to SUTD) https://wearesutd.sutd.edu.sg/category/exchange/inbound-exchange/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https://www.sutd.edu.sg/SUTD/media/SUTD/inbound-exchange-guide.pdf
http://sutd.edu.sg/Global/Student-Exchange
https://wearesutd.sutd.edu.sg/category/exchange/inbound-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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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以色列理工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以色列理工学院/ Technion-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学校简介 

以色列理工学院成立于 1912年,系以色列最古老的大学,也是享誉全球的理工大学之一,在以色列享有"以色列

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美誉。学校目前拥有 13000名在校生、超过 600名教授，阿龙·切哈诺夫教授、阿夫拉姆·赫

什科教授、丹尼尔·舍赫特曼教授分别在近年获诺贝尔奖，现为以色列科学家，仍在以色列理工学院执教。该校

生物化学、军工、材料技术开发、土木工程等专业均属世界一流。学院还设有 40个科研机构和 9个跨学科的实验

室。以色列理工学院是全世界五所学生参与卫星设计、制造和发射的高等院校之一。  

迄今已有材料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海法市，以色列 

学期时间 

2023年 10月-2024年 1月 （2023 年秋季）；2024年 3月-7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社科学院只针对交换生开放选修课。 

2. 该校的部分院系要求学生申请前具有先修课程的基础，因此学生申请前请仔细查看申请网站的要求。 

3. GPA 要求：above 3.00 out of 4.00.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综合使用英语水平，雅思或托福网考成绩（参考分数：雅思 7.0或托福 80）。校内选拔时将采用

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下有该校课程信息；该校 fact sheet中包含有更多和课程有关的信息，打算申报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2. 交换生一学期可选修 306学分的课。 

3. Fact Sheet下载链接: https://sway.office.com/qWfEsT51dl1Od9un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该校 factsheet里面有项目情况、英文课程简介等信息，供参考。 

2.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sway.office.com/qWfEsT51dl1Od9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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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学校简介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创于 1918 年，落成于 1925 年，系是以色列的第一所大学。希伯来大学校园有斯科普司山

校区外、吉瓦特拉姆校区、雷霍伏特校区和英科雷姆校区。 

希伯来大学位列 2020QS世界大学排名第 162位。希大共有学生约 2万人，其中 40%为理科生，70%来自耶路撒

冷以外地区。 这些学生中，有本科生 1.4万人，硕士研究生 4,500人，博士研究生 1,500 人（其中 50%为理科

生）；此外，还有各类外国留学生 1,800 人。  

学校所在地区 

耶路撒冷，以色列 

https://overseas.huji.ac.il/student-life/jerusalem/  

学期时间 

2023年 10月-2024年 2月 （2023 年秋季）；2024年 3月-7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本科交换项目申请信息： https://overseas.huji.ac.il/academics/undergraduate-programs/exchange-

students/ 

2. GPA 要求：above 3.00 out of 4.00. 

3. Medicine专业不接收交换生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综合使用英语水平，雅思 6.0或托福网考成绩 80分。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

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https://overseas.huji.ac.il/academics/course-catalog/undergraduate-course-catalog/ 下有该校课程信息；该校

fact sheet中包含有更多和课程有关的信息，打算申报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2. 交换生一学期可选修 15-20 学分的课。 

3. https://international.huji.ac.il/book/exchange-programs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该校 factsheet里面有项目情况、英文课程简介等信息，供参考。 

2.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3. 住宿信息：https://overseas.huji.ac.il/student-life/university-housing/  

4. 签证办理相关指导：https://overseas.huji.ac.il/admissions/visas/  

5. 行 前 信 息 ：  https://overseas.huji.ac.il/welcome-to-the-hebrew-university-of-jerusalem/hebrew-

university-students/prepare-for-your-trip/  

6. 希伯来大学可为交换生提供学伴计划，以帮助交换生更快适应当地的交换生活。 

 

  

https://overseas.huji.ac.il/student-life/jerusalem/
https://overseas.huji.ac.il/academics/undergraduate-programs/exchange-students/
https://overseas.huji.ac.il/academics/undergraduate-programs/exchange-students/
https://overseas.huji.ac.il/academics/course-catalog/undergraduate-course-catalog/
https://international.huji.ac.il/book/exchange-programs
https://overseas.huji.ac.il/student-life/university-housing/
https://overseas.huji.ac.il/admissions/visas/
https://overseas.huji.ac.il/welcome-to-the-hebrew-university-of-jerusalem/hebrew-university-students/prepare-for-your-trip/
https://overseas.huji.ac.il/welcome-to-the-hebrew-university-of-jerusalem/hebrew-university-students/prepare-for-your-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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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中东技术大学/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METU) 

http://www.metu.edu.tr/  
学校简介 

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成立于 1956 年,系土耳其久负盛名的一所大学，该校理工科在全土耳其名列前茅。该校

采用全英文授课，拥有教学人员 750余名，400 名学术导师和 1400 余名研究助理，校园面积 4500 公顷。该校的孔

子学院也是中国在土耳其开设的第一所孔子学院。中东科技大学的科目繁多，其中最有名的学科包括工程学，教

育学，建筑学，心理学，政治关系和城市规划等等。  

学校所在地区 

安卡拉（Ankara），土耳其 

学期时间 

2023年 10月-2024年 1月 （2023 年秋季）；2024年 3月-7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GPA 要求：above 3.00 out of 4.00. 

2. 土耳其语、音乐、艺术、媒体专业不接收交换生（Turkish Language, Music and Fine Arts and Media 

Studies are not open to Exchange students） 

交换项目介绍网站：http://ico.metu.edu.tr/overseas-exchange-program-0  

交换项目端口：https://oibs2.metu.edu.tr/Incoming_Exchange_Student_Application/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综合使用英语水平，雅思 6.5 或托福网考成绩 79。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

录取的原则。http://europass.cedefop.europa.eu/resources/european-language-levels-cefr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https://oibs2.metu.edu.tr/View_Program_Course_Details_64/ 有该校课程信息； 

2. www.ico.metu.edu.tr  

3. 该校最新的 fact sheet可通过联络对方 icm@metu.edu.tr 获得。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metu.edu.tr/
http://ico.metu.edu.tr/overseas-exchange-program-0
https://oibs2.metu.edu.tr/Incoming_Exchange_Student_Application/
http://europass.cedefop.europa.eu/resources/european-language-levels-cefr
http://www.ico.metu.edu.tr/


48 
 

 美加澳新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于 1946 年由澳大利亚政府创建。 该校的医学研究院已先后培养出 3 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

学家。该校的自然、物理、科学、人文科学、工程领域及医学、创新型研究等领域也均走在澳洲各大学前列。澳国

立八大学科领域对本科生开放，其中包括经济和商业学院、环境科学与资源管理、工程和信息科技学院、法学院、

科学院、艺术学院、社会与文化学院、音乐和视觉。该校师资力量雄厚，78%的教师拥有博士头衔。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外文系、社科学院、经管学院、工物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堪培拉市，澳大利亚 

学期时间 
2023年 7月-2023年 12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2月-6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申请该校法学院（school of law）课程者必须为法律专业；申请该校商学院(college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课程者必须为相关专业者。 

2. 部分研究生课程对本科生有限制。 

最低语言要求 
1. 雅思：申请法学院（ANU College of Law）课程者需最少具备雅思总分 7.0且各项单科分数不低于 6.0分；申

请其他专业者需具备雅思总分 6.5 且各项单科分数不低于 6.0分。 

2. 托福：申请法学院课程者需最少具备托福网考总分 100 且各项单科分数不低于 22 分；申请其他专业者需具备

托福网考总分 80且阅读和写作不低于 20分、口语和听力不低于 18分。 

申请者达到以上两种成绩标准中一种即可。 

https://policies.anu.edu.au/ppl/document/ANUP_000408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对语言要求较高，法学专业尤其如此，同学申请之前需仔细阅读。 

2. 链接 http://studyat.anu.edu.au/discipline_areas/undergraduate 下有该校开设课程列表，建议同学申请

之前做仔细浏览，寻找匹配专业及课程。 

3. 该 校 对 部 分 研 究 生 课 程 有 申 请 限 制 ， 若 需 就 可 选 情 况 做 相 关 咨 询 ， 需 发 电 邮 至 邮 箱

studyabroad.info@anu.edu.cn进行咨询。  

4. 该校 fact sheet中有更详细的项目信息，打算申请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5. 课程链接：https://programsandcourses.anu.edu.au/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用、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

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policies.anu.edu.au/ppl/document/ANUP_000408
http://studyat.anu.edu.au/discipline_areas/undergraduate
https://programsandcourses.anu.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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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墨尔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学校简介 
墨尔本大学拥有超过 150年的建校历史，是澳大利亚最古老、最杰出的大学之一，迄今已培养出三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两名澳洲前总理以及文化和商业领域中的众多杰出人物。学校设有 11个专业，主要有建筑、文学、商学、

教育、工程、土地和食品资源、法律、医学及健康科学等，另外还有维多利亚艺术学院提供的音乐、戏剧、美术等

课程，其中商学院、工程学院、教育学院、医学院教学质量尤为突出。墨尔本大学现拥有来自世界 100多个国家的

学生，学生俱乐部及各种文体活动丰富异常，校园国际化氛围浓厚。位于墨尔本市中心以北的帕克维尔主校区，校

园环境优美，拥有众多历史悠久的建筑及景点，著名的有钟楼、方场、南草坪等，校园文化氛围浓厚。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法学院、经管学院、热能系、外文系、生命学院、新闻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墨尔本市，澳大利亚 

学期时间 
2023年 7月-2023年 12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2月-6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外方大学校历：http://www.unimelb.edu.au/dates  

交流限制  
该校以下学科对交换生开放：architecture, building and planning; arts; economics and commerce; 

education;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land and food resources; law; medicine, dentistry and health 

sciences; music; science; veterinary science; Victorian College of the Arts(VCA)。要求申请者的平均分

在 80%以上。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雅思（学术类）总分 6.5以上且各项单科成绩不低于 6.0或托福网考 85分或以上且写作、口语、

阅 读 、 听 力 分 别 不 低 于 21 、 18 、 13 、 13 分 。 部 分 院 系 可 能 有 特 殊 要 求 ， 具 体 可 参 考 链 接

https://study.unimelb.edu.au/how-to-apply/international-exchange-and-study-abroad-applications/entry-
requirements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https://study.unimelb.edu.au/how-to-apply/international-exchange-and-study-abroad-

applications/program-options/research-program/faculty-specific-requirements-and-restrictions  

2. 申请者最多可从 4个院系中选择课程；最多可选不超过 50学分课程。 

3. 根据墨大建议：工程类课程申请者在初选时最好选择 6门课程，用以备选。   

4. 可查询到详细学科领域；通过链接 http://www.mobility.unimelb.edu.au/inbound/before-applying/index.html 进行详

细科目的查询，建议同学在申请之前做仔细阅读。 

5. 申请建筑、教育、法学、医学（包括健康科学）、音乐、维多利亚艺术学院者校方有特殊申请要求，建议同学在

申请之前先做自我评估。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用、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

请费、书杂费等。http://www.mobility.unimelb.edu.au/inbound/life/housing.html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unimelb.edu.au/dates
https://study.unimelb.edu.au/how-to-apply/international-exchange-and-study-abroad-applications/entry-requirements
https://study.unimelb.edu.au/how-to-apply/international-exchange-and-study-abroad-applications/entry-requirements
https://study.unimelb.edu.au/how-to-apply/international-exchange-and-study-abroad-applications/program-options/research-program/faculty-specific-requirements-and-restrictions
https://study.unimelb.edu.au/how-to-apply/international-exchange-and-study-abroad-applications/program-options/research-program/faculty-specific-requirements-and-restrictions
http://www.mobility.unimelb.edu.au/inbound/before-applying/index.html
http://www.mobility.unimelb.edu.au/inbound/life/hous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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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悉尼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http://sydney.edu.au （学校主页） 

 http://sydney.edu.au/future-students/sydney-abroad/international-students/ （交换生项目主页） 

学校简介 
悉尼大学是澳大利亚的第一所大学，创建于 1850 年。大学也是澳洲八大名校的重要院校、国家最主要的科研

组织之一。大学迄今已培养出澳大利亚前总理、诺贝尔化学奖及经济学奖得主、世行总裁、奥斯卡奖获得者等在内

的多位著名毕业生。悉尼大学共有 17 个系级学院，教学领域涉及文学、法学、经济、工程、医学、理学、建筑、农

学、建筑、音乐及艺术、海洋科学、牙科、兽医等，优势学科包括医学、法律、文科、商科、音乐、海洋生物等。

在悉尼大学目前拥有的超过 46000 名在校生中约有 9900名国际学生，其中包括 3000 余名中国留学生。悉尼大学位

于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市，提供牛津剑桥式的学院生活，大学内学生活动丰富。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社科学院、法学院、经管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悉尼市，澳大利亚 

学期时间 
2023年 7月-2023年 11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3月-7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对社科学院国关系以外的同学开放。 

2. 该校医学、兽医学、护理学方面、心理学课程不对外开放。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雅思总分不低于 6.5 且各项单科成绩不低于 6.0的成绩或托福网考总分不低于 90分（写作不低

于 21分，其他各项不低于 20分）水平。 

https://www.sydney.edu.au/study/how-to-apply/international-students/english-language-

requirements.html  

相关选课说明 
1. 本科生不得选该校硕士生课程，即只能选择课程代号在 1000-3000之间的课程。 

2. 本科生一般一学期的学分量为 24 学分，即 4 门课；最少可选择的学分为 18学分，；即 3 门课；最多可选择 30

学分，即 5门课。 

3. https://www.sydney.edu.au/study/why-choose-sydney/study-abroad-and-exchange/study-abroad-at-sydney.html  （课

程信息） 

4. https://www.sydney.edu.au/study/why-choose-sydney/study-abroad-and-exchange.html （项目信息） 

相关费用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用、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

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http://sydney.edu.au/
http://sydney.edu.au/future-students/sydney-abroad/international-students/
https://www.sydney.edu.au/study/how-to-apply/international-students/english-language-requirements.html
https://www.sydney.edu.au/study/how-to-apply/international-students/english-language-requirements.html
https://www.sydney.edu.au/study/why-choose-sydney/study-abroad-and-exchange/study-abroad-at-sydney.html
https://www.sydney.edu.au/study/why-choose-sydney/study-abroad-and-exchan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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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昆士兰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学校简介 
昆士兰大学始建于 1910年，是澳大利亚最大最有声望的大学之一，也是昆士兰州成立最早的大学。大学设有

文学院、商学，经济学及法学院、自然科学学院、工程学，建筑学及资讯科技学院、自然资源，农学及兽医学院、

社会学院、健康科学学院。 

迄今已有生命学院、人文学院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布里斯班市，澳大利亚 

 

学期时间  
该校 2022 秋季学期交换项目暂停，2024 年 2月-6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秋季

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该校健康科学（health sciences）领域的课程不对外开放，主要包括医学（medicine）、牙医学（dentistry）、

理疗科学（physio therapy）等。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雅思总分 6.5且单科成绩不低于 6.0或托福网考总分 87， 21 in writing, 19 in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该校 fact sheet上对语言要求有更详细说明，打算申报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凡是含有出行（field trip）环节的课程（如：MARS2005），同学需自行承担出行费用。 

2. 交换生一学期可修 3-5门课程；链接 https://my.uq.edu.au/programs-courses/ 可查询该校课程；该校 fact sheet

中有关于和课程有关的信息，打算申报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3. 链接 http://www.uq.edu.au/studyabroad/下有更多国际生学习及生活说明。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通行证件申请费、书杂费等。

费用明细可参考链接 http://www.uq.edu.au/studyabroad/。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my.uq.edu.au/programs-courses/
http://www.uq.edu.au/studyabroad/
http://www.uq.edu.au/study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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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麦考瑞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acquarie    

 

学校简介 
麦考瑞大学成立于 1967年，系澳大利亚的教学类大学之一，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己任。麦考瑞大学目前设有

四个学系：文学系(faculty of arts)、经济学系(facult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社会科学、人类科学系

（faculty of human sciences）及自然科学系（faculty of science）。 

迄今已有来自新闻学院、社科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悉尼市（市郊），澳大利亚 

学期时间 
2023 年 7 月-2023 年 12 月（2023 年秋季）；2024 年 2 月-6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

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以 下 课 程 不 对 交 换 生 开 放 ： 课 程 代 号 为

ICOM302,MAS110,MAS208,MAS209,MAS223,MAS224,MAS227,MAS228,MAS308,MAS309,MAS317,MAS318,MAS325,MAS326 ；

所有关于 aboriginal education practice, chiropractic studies, community management, early childhood 

studies, teacher education 的课程不开放；health类 300以及 400的课程不开放；麦考利管理学院（Macquarie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的课程不开放；链接 http://www.mq.edu.au/study/international-students/how-to-
apply/study-abroad-and-exchange/restricted-units 下有更详细课程限制说明。 

最低语言要求 
1. 除有单独要求的学科以外，雅思（学术类）总分 6.5且单科成绩不低于 6.0或托福网考总分 83，其中各项小分

不低于以下要求：听力 12、阅读 13、写作 21、口语 18。 

2. 所有教育学、口译及笔译、现代医学、英语文学类课程有单独语言要求。  

3. https://www.mq.edu.au/study/international-students/how-to-apply/english-language-requirements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的金融及经济、现代历史和政治、国际关系、英语语言文学、化学及生命科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

传 媒 及 文 化 科 学 、 环 境 及 地 理 科 学 为 该 校 的 优 势 教 学 领 域 。 可 通 过 链 接

http://www.mq.edu.au/faculties/index.html进行详细学科查询。 

2. 一学期可选修 9-14学分课程，即 3-4门课。 

3. https://www.mq.edu.au/study/find-a-course/study-abroad-and-exchange-programs/exchange  

4. 课程手册：https://coursehandbook.mq.edu.au/  

5. https://www.mq.edu.au/study/international-students/how-to-apply/study-abroad-and-

exchange/restricted-units  

6. https://www.adelaide.edu.au/inbound-study-abroad/choosing-a-course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确 定 交 换 推 荐 人 选 后 ， 国 际 处 将 就 申 请 资 料 的 准 备 、 提 交 时 间 等 细 则 再 行 说 明 。

https://www.mq.edu.au/study/international-students/how-to-apply/study-abroad-and-

exchange/exchange  

https://www.mq.edu.au/study/international-students/how-to-apply/english-language-requirements
http://www.mq.edu.au/faculties/index.html
https://www.mq.edu.au/study/find-a-course/study-abroad-and-exchange-programs/exchange
https://coursehandbook.mq.edu.au/
https://www.mq.edu.au/study/international-students/how-to-apply/study-abroad-and-exchange/restricted-units
https://www.mq.edu.au/study/international-students/how-to-apply/study-abroad-and-exchange/restricted-units
https://www.adelaide.edu.au/inbound-study-abroad/choosing-a-course
https://www.mq.edu.au/study/international-students/how-to-apply/study-abroad-and-exchange/exchange
https://www.mq.edu.au/study/international-students/how-to-apply/study-abroad-and-exchange/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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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阿德莱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学校简介 
阿德莱德大学自 1874 年创校，是澳大利亚最古老、最享有盛誉的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阿大曾培养出五名

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 101位罗德奖（Rhodes）得主。阿德雷德大学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可放入自然环境中，遗传控

制的有机体，世界上第一个可视计算机蕊片，世界上第一个汽车可视电话和训练了澳大利亚第一位宇航员。阿德莱

德大学目前设有农学院, 建筑与规划学院, 文学院, 牙医学院, 经济学院, 工学院, 法学院, 数学学院, 医学院, 

音乐学院及理学院。就创新和前瞻性而言，阿德莱德大学在下列领域具有显著优势：酿酒与食品、健康科学、生物

科学、物理科学、信息技术与电信、环境科学和社会科学。阿德莱德大学位于阿德莱德市中心，分为 4大校区，大

部分学生在主校区 north terrance，旁边即是 Torrens河，校园及城市环境优美。 

迄今已有来自外文系、社科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阿德莱德市，澳大利亚 

学期时间  
2023年 7月-2023年 12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2月-6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对法学院以外院系的同学开放。 

2. 该校兽医学院课程不对外开放。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雅思 6.5 且写作与口语不低于 6.0、阅读和听力不低于 5.5或托福网考 82且写作不低于 22、口

语不低于 20、阅读不低于 18 和听力不低于 20 的成绩。具体信息可参考该校 https://www.adelaide.edu.au/inbound-
study-abroad/steps-to-apply/entry-requirements#english-language-requirements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http://www.adelaide.edu.au/seek-light/ 下有该校最新简介。 

2. 该校生命健康学院（faculty of health sciences）、教育学院（school of education）、英语语言中心（English 

language centre）对英语语言要求高于平均要求。 

3. 链接 http://www.international.adelaide.edu.au/下有更多项目细节，供同学查询。 

4. 链接 http://access.adelaide.edu.au/courses/search.asp 下有详细开课信息，供同学参考。 

5. 本科生交换期间一学期最多可选修 12 学分课程。 

6. https://www.adelaide.edu.au/inbound-study-abroad/choosing-a-course#arts 

7. 课 程 限 制 ： https://www.adelaide.edu.au/inbound-study-abroad/choosing-a-course#unavailable-

restricted-courses 

8. Exchange website: https://www.adelaide.edu.au/inbound-study-abroad/exchange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www.adelaide.edu.au/inbound-study-abroad/steps-to-apply/entry-requirements#english-language-requirements
https://www.adelaide.edu.au/inbound-study-abroad/steps-to-apply/entry-requirements#english-language-requirements
http://www.adelaide.edu.au/seek-light/
http://www.international.adelaide.edu.au/
https://www.adelaide.edu.au/inbound-study-abroad/choosing-a-course#arts
https://www.adelaide.edu.au/inbound-study-abroad/choosing-a-course#unavailable-restricted-courses
https://www.adelaide.edu.au/inbound-study-abroad/choosing-a-course#unavailable-restricted-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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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西澳大利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学校简介 
西澳大利亚大学创校于 1911年，是西澳州最古老和最出名的大学之一，也是澳大利亚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之

一。西澳大学继悉尼大学之后亦成为 Worldwide Universities Network（WUN）一员。大学目前拥有在校生超过两

万名，其中包括逾 4000 名国际学生。该校设有 9个学院，分别是建筑及景观学院、文学及社会科学学院、商学院、

教育学院、工程学、计算机及数学科学学院、法学院、自然及农业科学学院及生命科学学院。西澳大学的校园也被

公认为是澳大利亚最美丽校园之一。 

迄今已有来自电子系、生命学院、物理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佩斯市，澳大利亚 

学期时间  
2023年 7月-2023年 12月（2023年秋季）；2024 年 2月-6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该校医学及牙医学院不对外开放。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雅思总分 6.5 且各项单科不低于 6.0 或托福网考总分 82 且听力和口语不低于 20 分、阅读不低

于 18分、写作不低于 22分。链接 http://www.studyat.uwa.edu.au/undergraduate/admission/english 下有更详细说明。 
https://www.uwa.edu.au/study/How-to-apply/english-language-requirements.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医学、牙医学、心理学（硕士）、法学专业不接受交换生。 

2. 该 校 部 分 课 程 可 能 收 取 额 外 学 费 ， 详 细 情 况 需 参 见 链 接 ：

http://www.teachingandlearning.uwa.edu.au/studentnet/fees  

3. 链接 https://handbooks.uwa.edu.au/   
4. 下有关于交换生方面的信息，供同学参阅。 

5. 本科生不得选该校硕士生课程。 

6. 本科生一般一学期的学分量为 24 学分，即 4门课。  

7. 链接 http://www.studyat.uwa.edu.au/undergrad/international/courses下有关于本科生详细课程情况介绍，

供参阅。 

8. https://www.uwa.edu.au/study/courses-and-careers/study-abroad-and-student-exchange/completing-

exchange-at-uwa  

在外开支说明 
免对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

链接 http://www.studyat.uwa.edu.au/unilife/costs 有相关当地费用明细。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studyat.uwa.edu.au/undergraduate/admission/english
https://www.uwa.edu.au/study/How-to-apply/english-language-requirements
http://www.teachingandlearning.uwa.edu.au/studentnet/fees
https://handbooks.uwa.edu.au/
http://www.studyat.uwa.edu.au/undergrad/international/courses
https://www.uwa.edu.au/study/courses-and-careers/study-abroad-and-student-exchange/completing-exchange-at-uwa
https://www.uwa.edu.au/study/courses-and-careers/study-abroad-and-student-exchange/completing-exchange-at-u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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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新南威尔士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学校简介 
新南威大学是一所以理工为主兼有文科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从 1949年建校至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学已

经发展成为现代多元化、澳大利亚一流大学，系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该校目前拥有在校生 4万名，其中包括来

自 170 多个国家的 7000 多名国际学生。该校拥有 10 个学院、共计 75 个系，包括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建筑环境

学院、贸易与经济学院、工程学院、法学院、医药学院、管理学院及艺术学院。该校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亚太地区最

好的 10 所大学之一。新南威尔士大学注重国际交流，办学风格美国化，与传统英制大学有明显区别，每年吸引大

批美国学生赴该校交换学习。该校主校区位于距离悉尼市中心 8公里之外的肯辛顿。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美术学院、汽车系、电子系、法学院、建筑学院、土木系、经管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悉尼市，澳大利亚 

学期时间  
2023年 7月-2023年 12月（2023年秋季）；2024 年 2月-6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兽医系课程不对外开放。课程代号为 GLST, INST, MDCM, MDIA, EDST, Zxxx, MARK6xxx, GBAT, JURD不

对交换生项目开放。所有的在线课程、舞蹈和音乐课程不对交换生项目开放。 

2. 该校语言学院（institute of languages）可能有收费课程。 

3. The Fact Sheet is available via link only: https://sway.office.com/LUMxAzRKDvS7n8nE?ref=Link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雅思总分 6.5 且各项单科不低于 6.0 或托福网考总分 90 且写作不低于 23 分，听力、口语、阅

读均不低于 22分。https://www.unsw.edu.au/english-requirements-policy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工程学、农学、设计学、材料学为优势学科。 

2. 链接 http://www.international.unsw.edu.au/exchange/exchangecome.html下有关于交换细则说明，建议同

学在申请之前做仔细阅读。 

3. 链接 http://www.unsw.edu.au/gen/pad/faculties.html下有各学院系科设置信息，供同学参考。 

4. 即便有合格托福成绩，因签证政策要求，申请人必须持有合格的雅思成绩。 

5. 课程手册：https://www.handbook.unsw.edu.au/  

6. 一个学期需选 18-24学分课程，即 3-4门课。本科生可在尚有课程位置，且符合先修课程要求的情况下选读部

分硕士课程。 

7. 该校对交换生特别设立 Aussie Mate Program，帮助同学熟悉学校师生。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学生保险费、书杂费等。链接 www.housing.unsw.edu.au/下有关于住房信息。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2. 项目 Factsheet：https://sway.office.com/LUMxAzRKDvS7n8nE?ref=Link 请仔细参考。 

  

https://sway.office.com/LUMxAzRKDvS7n8nE?ref=Link
https://www.unsw.edu.au/english-requirements-policy
http://www.international.unsw.edu.au/exchange/exchangecome.html
http://www.unsw.edu.au/gen/pad/faculties.html
https://www.handbook.unsw.edu.au/
http://www.housing.unsw.edu.au/
https://sway.office.com/LUMxAzRKDvS7n8nE?ref=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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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莫纳什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onash   

学校简介 
莫纳什大学创办于 1961 年，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国立大学之一，是澳大利亚最优秀的 G8 盟校之一。该校

主要的院系包括艺术设计及建筑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育学院、工程学院、信息科

技学院、法学院、医学，护理及健康科学学院、药学科学学院。莫纳什大学在全球有共计 8个校区，其中 6个校区

在墨尔本市区及市郊，另外在南非、马来西亚各设有 1所分校，同时在全球共设 75个研究中心。 

迄今已有法学院、电子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墨尔本市（主校区），澳大利亚 

学期时间  
2023年 7月-2023年 12月（2023年秋季）；2024 年 2月-6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对除经管学院以外的同学开放。 

2. 课 程 限 制 参 考 链 接 ： http://www.monash.edu/study-abroad/inbound/study-options/academic-

considerations  

3. 该校远程类教学课程（OCL，DE）不对外开放。 

4. 若申请者选修该校的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课程的课程，且课程数量超过总体课程数量的 50%，则申请者必须选

修该校的“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OHS1000)”课程。 

5. 该校经济管理学院（facult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课程可能有名额限制，尤其在 Clayton and 

Caulfield校区。 

6. 申请者若申请该校文学院（faculty of arts）的语言类课程，必须满足具体课程的先修要求方可进行选修。 

7. 该校法学院仅限法学专业的同学申请，且部分课程不对交换生开放。 

8. https://www.monash.edu/study-abroad/inbound/academic-advising/academic-considerations  

最低语言要求 
1. 申请法学及药学课程者需具备：雅思总分 7.0且各单科均不低于 6.5或托福网考总分 100且听力、阅读、口语

不低于 20，写作不低于 24 的分数。 

2. 申请其他学院课程者需具备：雅思总分 6.5 且各单科不低于 6.0 或托福网考总分 90 且听力、阅读、口语不低

于 18，写作不低于 21的分数。可参考链接https://www.monash.edu/study-abroad/inbound/apply/english-requirements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本科生一学期最多可选修 4门课程。 

2. 校方对于英语水平未能达到该校标准的申请者提供 10-15 周的前期语言强化课程（English Bridging 

programs），课程单独收费，具体上课长度视申请者实际考试分数而定。 

3. 该 校 面 向 国 际 交 换 生 提 供 约 每 周 一 小 时 的 英 文 辅 导 ， 重 点 强 化 沟 通 及 社 交 能 力 。 链 接

www.monash.edu/international/studyabroad/courseinfo/units.html下有该项目详细情况说明。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

等。链接https://www.monash.edu/study-abroad/inbound/life-at-monash 下有详细开支说明。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monash.edu/study-abroad/inbound/study-options/academic-considerations
http://www.monash.edu/study-abroad/inbound/study-options/academic-considerations
https://www.monash.edu/study-abroad/inbound/academic-advising/academic-considerations
https://www.monash.edu/study-abroad/inbound/apply/english-requirements
https://www.monash.edu/study-abroad/inbound/life-at-mon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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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坎特伯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www.canterbury.ac.nz/study/study-abroad-and-exchange/incoming-student-exchange 交换生项目主页链接 

学校简介 
坎特伯雷大学建立于 1873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第一代学者与教授所成立，位于新西兰南岛古老

的城市基督城，拥有超过 2万名学生，其中 2200 多名国际留学来自 70多个国家，是新西兰国内历史悠远的百年老

校。坎特伯雷大学系综合类大学，教学领域涉及文理通识类、商学类、教育及法律类等课程，工程类课程系该校的

优势学科。 

迄今已有电子系、外文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基督城，新西兰 

 

学期时间  
2023年 7月-2023年 11月（2023年秋季）；2024 年 2月-6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外方大学校历：www.canterbury.ac.nz/study/keydates  
交流限制  

暂无。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80且听力、阅读、写作不少于 19或雅思（学术类）6.0且各项单科不低于 6.0的成绩。 

https://www.canterbury.ac.nz/enrol/international/english/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同学一学期一般修读 60学分课程。  

2. 该校的 Maori language and culture（毛利人语言和文化）、field science course、antarctic studies等

均为特色课程，颇受国际学生欢迎，主要讲述新西兰的历史、地理、文化特色等。 

3. 链接 https://www.canterbury.ac.nz/study/study-abroad-and-exchange/incoming-student-exchange/ 下有更多学生方面

信息。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当地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当地交

通 及 通 讯 费 、 签 证 申 请 费 、 书 杂 费 等 。 链 接

http://www.canterbury.ac.nz/accom/international/study_abroad.shtml 有关于住宿方面的信息。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canterbury.ac.nz/study/study-abroad-and-exchange/incoming-student-exchange
http://www.canterbury.ac.nz/study/keydates
https://www.canterbury.ac.nz/enrol/international/english/
https://www.canterbury.ac.nz/study/study-abroad-and-exchange/incoming-student-exchange/
http://www.canterbury.ac.nz/accom/international/study_abroa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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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奥塔哥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奥塔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Otago   

http://www.otago.ac.nz/study/studentexchange/ 交换生项目主页 

学校简介 
奥塔哥大学是新西兰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在 1869 年由苏格兰人创建。奥塔哥大学的教学领域涉及商

学、健康科学、人文社科以及自然科学。奥塔哥大学位于新西兰南岛奥塔哥省首府但尼丁市，城市也是新西兰著名

的大学城。在 12万人口中，有超过 2万是但尼丁大学的学生，其中有逾 2000名国际学生。 

迄今已有外文系、生命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但尼丁市，新西兰 

 

学期时间  
2023年 7月-2023年 11月（2023年秋季）；2024 年 2月-6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该校医学、牙医学、精神病科学、物理医疗学、药理学、药学以及临床医学方面课程不对交换生开放；该校

MBA、野生动物管理、海事经济课程在录取的时候亦有限制。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雅思总分 6.0，且各项单科成绩不低于 6.0，或托福网考总分 80 且写作不低于 20 分水平。

http://www.otago.ac.nz/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otago661288.html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下有该校课程列表。https://www.otago.ac.nz/international/future-students/student-exchange-

and-study-abroad/student-exchange/otago001485.html   

2. 本科生一学期可选择 54-90 学分课程。 

3. 链接 http://www.otago.ac.nz/study/studentexchange/otago001485.html 下有更多关于该项目的信息；该

校 fact sheet中包含有更多课程方面的信息，打算申请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4. 医学相关课程不对交换生开放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对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链接 www.otago.ac.nz/about/accommodation下有当地花费说明。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otago.ac.nz/study/studentexchange/
http://www.otago.ac.nz/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otago661288.html
https://www.otago.ac.nz/international/future-students/student-exchange-and-study-abroad/student-exchange/otago001485.html
https://www.otago.ac.nz/international/future-students/student-exchange-and-study-abroad/student-exchange/otago001485.html
http://www.otago.ac.nz/study/studentexchange/otago001485.html
http://www.otago.ac.nz/study/studentexchange/otago001485.html
http://www.otago.ac.nz/about/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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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多伦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学校简介 
多伦多大学始建于 1827 年，是北美大陆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大学目前拥有 6 万多名学生，14

个院系，30多个图书馆，以及 300 多个专业课程，其中以统计学、经济贸易、商科、生物、财会、计算机科学、建

筑学、工程学、心理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尤为杰出。由于其规模、声望以及影响力，多大吸引了世界各地及加

拿大国内的顶尖学生。目前多伦多大学已连续多年排在加拿大大学的榜首，被公认为是加拿大综合实力数一数二的

优秀大学。 

多大与我校已有多年合作，迄今已有来自我校法学院、生物系、经管学院、建筑学院、电子系、人文学院、新

闻学院等多名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多伦多市，加拿大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3年 12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1月-5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需特别注意外方大学校历时间是否与我校考期冲突。 

交流限制 
该项目对除能源动力工程系烽火班、经管学院以外的同学开放。 

对方院校会根据情况录取申请者至不同校区：UTSG: St. George (Downtown) campus; UTSC: Scarborough 

campus; UTM: Mississauga campus。 

该校以下课程不对交换生项目开放：Dentistry, Medicine, Rehabilitation Science/Occupational 

Therapy, Nursing, Pharmacy, Management (MBA), Master of Financial Economics (MFE), Master of Law 

(LLM) and Bachelor of Education (BEd)，the Academic Bridging Program, the Concurrent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CTEP), the Co-op (work placement) program at UTSC。 

https://inboundvisiting.utoronto.ca/schools/tsinghua-university/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89且写作最少达 19 分或雅思 6.5且各项单科均不低于 6.0水平。申请交换到对方法学院徐

班组托福 100且阅读和写作各达到 25或雅思 7.0且单科不低于 6.5的要求。 

The Faculty of Applie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s reviewing the minimum TOEFL (IBT) and IELTS score 

for 2017-18 inbound exchange students. Changes (if any) will be updated on this web page. 

该校不接受 TOEFL "Institutional Testing Program"(ITP)的成绩。 

https://inboundvisiting.utoronto.ca/inbound-exchange/english-requirements/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www.cie.utoronto.ca/Exchange-Programs/Students-From-Abroad/English-Requirement.htm→ study 

options for inbound exchange students 下有各院系开设课程介绍。 

2. 本科生在征得所申请院系的同意之下可选修少量研究生课程。本科生一学期可选修 3-5门课。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

请费、书杂费等。http://studentlife.utoronto.ca/hs （宿舍链接）；链接 http://www.studentlife.utoronto.ca/cie 有
费用明细。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https://inboundvisiting.utoronto.ca/schools/tsinghua-university/
https://inboundvisiting.utoronto.ca/inbound-exchange/english-requirements/
http://www.cie.utoronto.ca/Exchange-Programs/Students-From-Abroad/English-Requirement.htm
http://studentlife.utoronto.ca/hs
http://www.studentlife.utoronto.ca/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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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西蒙弗雷泽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imon Fraser   

 

学校简介 
西蒙弗雷泽大学坐落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邻近温哥华的本那比市内，它一共分为六个科系，分别为：

应用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工商管理、教育、健康科学、自然科学。该校以探索温哥华地区的探险者西蒙·弗

雷泽命名，于 1965年成立。学校主校区位于伯那比（Burnaby）的一座山上，分校区位于温哥华市内，二者相距 8

英里。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西蒙弗雷泽大学学科设置全面，主要专业涉及艺术、科学、应用科学、商业、教育

等。学校课程设置亦较灵活。 

我校迄今已有来自经管学院、生物系、人文学院、新闻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伯那比市（主校区），加拿大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3年 12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1月-5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对除经管学院以外的同学开放。 

2. 研究生申请对方需要 case by case 讨论 

3. 该校心理学系（department of psychology）、社科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大众传

播学院(school of communication), 计算机科学学院（school of computing science）, 犯罪科学学院

（school of criminology）, 工程学院（school of engineering science）, 运动机能学院（school of 

kinesiology）, 教育学系（faculty of education）, 自然科学系（faculty of science）, explorations 

program, 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centre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等院系均有一定限

制和要求，详细信息请参见链接 http://www.sfu.ca/students/exchange/academic-information/restricted-subjects-and-
courses.html。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88且各项单科不低于 20或雅思 6.5且各项单科均不低于 6.0分水平。 

http://www.sfu.ca/students/exchange/prospective/application.html (Click Proof of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http://www.sfu.ca/students/exchange/prospective/courses.html 下有该校详细课程信息。 

2. 链接 http://www.sfu.ca/students/exchange.html 下有该校提供的《国际学生手册》，供同学参考。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用、当地交通及

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sfu.ca/students/exchange/academic-information/restricted-subjects-and-courses.html
http://www.sfu.ca/students/exchange/academic-information/restricted-subjects-and-courses.html
http://www.sfu.ca/students/exchange/prospective/application.html
http://www.sfu.ca/students/exchange/prospective/courses.html
http://www.sfu.ca/students/exchan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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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https://students.ubc.ca/about-student-services/go-global/coming-ubc-study-abroad/coming-ubc-

exchange/apply-ubc-exchange （交换生项目主页） 

学校简介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于 1877 年，经历了近百年的长足发展后，逐渐发展成为蜚声全球的综合性大学，在

加拿大的综合大学排名中始终保持前五名之列，世界综合排名亦保持在 30-40名之间。学校设有农业经济学、动物

学、森林资源管理、计算机学、营养学、石油勘探工程、地理学、艺术、英语、历史、德语研究等 70多个专业。学

校坐落在加拿大的西海岸岸边，三面环海。校园建筑众多，设施优良，被誉为世界最美丽的校园之一。 

迄今已有工物系、人文学院、生命学院、社科学院、外文系、自动化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温哥华市/基隆拿市，加拿大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3年 12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1月-5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Okanagan（Okanagan校区）: https://students.ok.ubc.ca/involvement-activities/go-global/study-abroad-

at-ubc-okanagan/  

交流限制 
1. 交换项目主页：https://students.ok.ubc.ca/global-engagement-office/go-global/exchange/  

2. 商学院课程最多只能选 1-2 门，商学院不接收校级交换生，该项目对除经管学院以外的同学开放。 

3. 该校以下学科不对外开放：Audiology and Speech Sciences, Dentistry, Film (some courses 

available), Journalism, Medicine, Nursing, and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Rehabilitation 

Sciences, and Theatre (some courses available) are not open to exchange students。 

4. 该校无法给建筑学专业本科生提供 Studio（工作室）课程，不建议相关专业同学申报。 

5. 关于课程的详细链接可参考：https://global.ubc.ca/go-global/coming-ubc-study-abroad/coming-ubc-
exchange/register-courses-ubc-exchange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雅思总分 6.5 且各项单科不低于 6.0，或托福网考总分 90 且阅读和听力不低于 22、写作和口语

不低于 21分水平。https://you.ubc.ca/applying-ubc/requirements/english-language-competency/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Course Schedule - UBC Student Services  
2. 本科生一学期可选上该校 9-15学分课程。请根据外方学校项目最新要求进行选课及学习计划制定。 

3. 该校 fact sheet有更多关于项目的信息，强烈建议感兴趣的同学阅读。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

请费、书杂费等；因住房紧张之故，校方无法保证秋季学期申请者的校内住房，申请人有可能需自行解决住宿问题。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students.ubc.ca/about-student-services/go-global/coming-ubc-study-abroad/coming-ubc-exchange/apply-ubc-exchange
https://students.ubc.ca/about-student-services/go-global/coming-ubc-study-abroad/coming-ubc-exchange/apply-ubc-exchange
https://students.ok.ubc.ca/involvement-activities/go-global/study-abroad-at-ubc-okanagan/
https://students.ok.ubc.ca/involvement-activities/go-global/study-abroad-at-ubc-okanagan/
https://students.ok.ubc.ca/global-engagement-office/go-global/exchange/
https://you.ubc.ca/applying-ubc/requirements/english-language-competency/
https://courses.students.ubc.ca/cs/courseschedule?pname=subjarea&tname=subj-all-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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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阿尔伯塔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学校简介 
阿尔伯塔大学成立于 1908年，是加拿大五所最大的以科研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其科研水平居加拿大大学

前列，科研收入与所得资助总额居全国第五位。其工学院的五个系都颇具实力，科研水平和教育质量在加拿大的学

术界和工业界都有很好的声誉，是一所全面发展的大学。大学目前的主要院系有：农业，林业及家政学院、文学院、

商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医学及牙医学院、土著居民研究学院、护理学院、制药及药理学院、

体育及康乐学院等。 

迄今已有热能系、电子系、生命学院的同学赴该校交流学习。 

学校所在地区 
艾德蒙顿市，加拿大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3年 12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1月-5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医学（medicine）、牙医学（dentistry）、药学（pharmacy）、犯罪学（criminology）、计算机科学（computer 

engineering）课程均不对外开放。 

2. 本科生不能选择研究生类课程。课程序号“AU”开头的课程不建议选择。 

3. 工程学院有额外要求。 

4. 代号含有 ACCTG 480, BUS 201, BUS 301, FIN 436, FIN 480, MGTSC 312, MIS 441, SMO 310, SMO 441, SMO 

470 and SMO不对交换生项目开放。 

5. 一部分商科类课程不开放，其中以会计类课程居多。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总分 81 分或雅思总分 6.5 且各单科均不低于 5.0 的成绩。具体可参考

http://calendar.ualberta.ca/content.php?catoid=6&navoid=819#language_proficiency_requirements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本科生一学期需修 9-15学分课程。 

2. 链 接 https://www.ualberta.ca/admissions-programs/exchange-programs/incoming-exchange-application-
guide/programs-and-courses/program-restrictions.html 有相关留学信息。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用、当地交通及

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baike.baidu.com/view/166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348.htm
http://calendar.ualberta.ca/content.php?catoid=6&navoid=819#language_proficiency_requirements
https://www.ualberta.ca/admissions-programs/exchange-programs/incoming-exchange-application-guide/programs-and-courses/program-restrictions.html
https://www.ualberta.ca/admissions-programs/exchange-programs/incoming-exchange-application-guide/programs-and-courses/program-restric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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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麦基尔大学/ McGill University   

www.mcgill.ca/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coming-mcgill/request-exchange 交换生项目链接 

学校简介 
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创立于 1821年，是一所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其研究水平被称为“北方哈佛”，曾培养出 12位

诺奖得主及 136位罗德学者。麦基尔大学一共设有 21个院系，其医学、农学、法学、工程学、自然科学均以高质量

的科研水平著称。 

学校所在地区 
蒙特利尔市，加拿大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3年 12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1月-5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校历 www.mcgill.ca/importantdates/key-dates  

交流限制 
该校医学、牙医学、继续教育学院的课程不对外开放；该校在法学、工程学、建筑学、研究生类课程方面亦有

一定限制，具体请参看该校 fact sheet第 2页‘faculty restriction’一项，打算申报该项目且为相关专业的同

学务必仔细阅读。 

最低语言要求 
1. 托福：申请该校教育（TESL方向）及管理类课程者需具备总分 100；申请该校建筑学、文学、工程学、自然

科学、普通教育学等专业课程者具备托福总分 90且各单科均不低于 21分的成绩。 

2. 雅思：申请者需具备总分 6.5且各单科均不低于 6.0的成绩。 

3. 链接 https://www.mcgill.ca/undergraduate-admissions/apply/english-proficiency下有详细说明。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Online course catalogue: www.mcgill.ca/study/ 

2. 该校 fact sheet上有更多关于课程方面的信息，打算申报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3. https://www.mcgill.ca/mcgillabroad/incoming/exchange/apply-mcgill 

4. 课程链接：https://www.mcgill.ca/mcgillabroad/incoming/exchange/register-courses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用、当地交通及

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www.mcgill.ca/students/housing/（宿舍链接）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mcgill.ca/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coming-mcgill/request-exchange
http://www.mcgill.ca/importantdates/key-dates
https://www.mcgill.ca/undergraduate-admissions/apply/english-proficiency
http://www.mcgill.ca/study/
https://www.mcgill.ca/mcgillabroad/incoming/exchange/apply-mcgill
https://www.mcgill.ca/mcgillabroad/incoming/exchange/register-courses
http://www.mcgill.ca/students/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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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滑铁卢大学/ University of Waterloo 

 

学校简介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大学创建于 1952年，是加拿大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滑铁卢大学有医学院、文学院、数

学、工学院、理学院、环境学院等学院。其拥有加拿大的最大的工程学院，是北美地区最优大学之一，其数学、计

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科教学水平居世界前列，其中优势专业计算机科学名列 2017 年 USNEWS 世界大学排名第 18 位。

2018年，滑铁卢大学物理系教唐娜·斯特里克兰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学校所在地区 
滑铁卢市，安大略省，加拿大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3年 12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1月-5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关于课程的详细链接可参考：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study-abroad-and-exchanges/come-

waterloo/exchange/undergraduate-course-selection  
2.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study-abroad-and-exchanges/come-waterloo  

3.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sites/ca.student-success/files/uploads/files/inbound-

exchange-brochure_aoda_2022_0.pdf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雅思总分 6.5且各项单科不低于 6.0，或托福网考总分 90且写作和口语不低于 25分水平。 
https://uwaterloo.ca/future-students/admissions/english-language-requirements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 接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study-abroad-and-exchanges/come-waterloo/exchange/undergraduate-

course-selection  下有该校课程设置情况，打算申请的同学请务必阅读。 

2. 该 校 交 换 生 手 册 ：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sites/ca.student-

success/files/uploads/files/c018573_inbound-exchange-brochure_aoda.pdf  有更多关于项目的信息，强

烈建议感兴趣的同学阅读。 

3.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exchange-and-study-abroad/come-waterloo/exchange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

请费、书杂费等；因住房紧张之故，校方无法保证秋季学期申请者的校内住房，申请人有可能需自行解决住宿问题。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2.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sites/ca.student-

success/files/uploads/files/c018573_inbound-exchange-brochure_aoda.pdf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study-abroad-and-exchanges/come-waterloo/exchange/undergraduate-course-selection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study-abroad-and-exchanges/come-waterloo/exchange/undergraduate-course-selection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study-abroad-and-exchanges/come-waterloo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sites/ca.student-success/files/uploads/files/inbound-exchange-brochure_aoda_2022_0.pdf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sites/ca.student-success/files/uploads/files/inbound-exchange-brochure_aoda_2022_0.pdf
https://uwaterloo.ca/future-students/admissions/english-language-requirements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study-abroad-and-exchanges/come-waterloo/exchange/undergraduate-course-selection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study-abroad-and-exchanges/come-waterloo/exchange/undergraduate-course-selection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sites/ca.student-success/files/uploads/files/c018573_inbound-exchange-brochure_aoda.pdf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sites/ca.student-success/files/uploads/files/c018573_inbound-exchange-brochure_aoda.pdf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exchange-and-study-abroad/come-waterloo/exchange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sites/ca.student-success/files/uploads/files/c018573_inbound-exchange-brochure_aoda.pdf
https://uwaterloo.ca/student-success/sites/ca.student-success/files/uploads/files/c018573_inbound-exchange-brochure_aod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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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卡尔加里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www.ucalgary.ca/uci/incoming-exchange（交换生项目网站链接） 

学校简介 
卡尔加里大学创建于 1945 年，位于加拿大艾伯塔省卡尔加里的西北部，是加拿大排名前七的研究性大学之一。

卡大目前拥有 15 个学院，下设超过 60 个系科，主要教学领域涉及文科、商科、理工科、教育类学科、艺术、音乐、

环境、护理等。卡大不但是九个国家优秀科研中心的成员之一，也是全国唯一的特优资质教育中心，其国际旅游教

育与研究中心经世界旅游组织认可，是欧洲之外仅有的研究中心。卡大众多的研究所、研究中心与研究团体致力于

诸如法律、家庭、能源、环境、工程、软件、人文科学等领域的广泛的专业研究，并有着卓著的成果。1988 年冬奥

会在大学滑冰场举行。 
迄今已有来自外语系、经管学院、法学院、新闻学院、电子系、自动化系、生命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卡尔加里市，加拿大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3年 12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1月-5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商学院（Haskayne School of Business）及工程学院课程选课难度极大。 

2. 该校法学院只接收我校法学院全日制学生，且不能选择代码为 400范围的课程。 

3. 教育学、MBA、医学院、护理学院课程不开放。outdoor pursuits专业所有课程不对外开放。 

4. 商学院、Schulich School of Engineering、运动机能学专业的大部分课程不对交换生开放 

5. 文学院（fine arts）部分课程有所限制。 

6. 研究生课程基本不对本科生开放，即不能选择 600-700范围内课程。 

7. 以上详细信息均可在链接 www.ucalgary.ca/pubs/calendar/current/course-main.html  下进行查询。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83或雅思 6.5分水平；该校对申请法学院课程者的雅思要求为托福 100或雅思 7.0。

http://ucalgary.ca/admissions/requirements/elp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http://contacts.ucalgary.ca/directory/departments#h 下的’ Departments and Programs’有该校各院系课程及专

业设置的具体信息，打算申报该项目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2. 交换生每学期可选 3-5 门课程。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用、当地交通及通讯费、

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www.ucalgary.ca/residence （住宿链接）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ucalgary.ca/uci/incoming-exchange
http://www.ucalgary.ca/pubs/calendar/current/course-main.html
http://ucalgary.ca/admissions/requirements/elp
http://contacts.ucalgary.ca/directory/department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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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伍斯特理工学院/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学校简介 

伍斯特理工学院创建于成立于 1865 年，是一所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也是全美最

早的理工类院校之一。2016年，伍斯特理工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的美国大学综合排名中位列第 57。

伍斯特理工学院目前有 4个学部组成：文理学部（Arts & Sciences）、工程学部（Engineering）、商学院（School 

of Business）和专业进修教育部（Corporate & Professional Education）。该校工程类专业为强势学科专业，各

个专业可提供课程内容丰富而多样。 

学校所在地区 
马萨诸塞州 伍斯特市，美国 

 

学期时间 
   2023 年 8 月-2023 年 12 月（2023 年秋季）；2024 年 1 月-5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外方大学校历链接：https://www.wpi.edu/news/calendar。请

特别注意外方春季学期的开学时间是否与清华课业安排冲突。 

交流限制 
    暂无，以外方大学官网届时公布信息为准。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90（各科不低于 20）或雅思 7.0（各科不低于 6.5）水平。 

外方接收多邻国测试成绩，相关要求如下：Duolingo English Test: Recommended score of 115 PTE (Pearson’s 

Test of English): Recommended score of 61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由于外方尚未更新课程方面关于交换生的相关要求，可登陆外方大学网站进行查阅，最终以外方大学届时公

布信息为准。https://www.wpi.edu/academics/calendar-courses/course-descriptions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用、当地交通及

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2、 目前外方表示 2023-2024学年度的教学及项目安排尚未确定。待确定后，国际处将与有意向的申请者具体联络。 

  

  

https://www.wpi.edu/news/calendar
https://www.wpi.edu/academics/calendar-courses/course-de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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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康奈尔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康奈尔大学于 1865年建立，是一所世界顶级私立研究型大学，为美国大学协会的十四个创始院校之一，以及

著名的常春藤盟校的八个成员之一。康奈尔大学最初以农工学院为特色而起家，其酒店管理学院、工业与劳工关系

学院为全美首创。康奈尔大学专业包括农业、兽医、工科、计算机科学、劳工关系、文理、经济、建筑、城市规划、

教育、商科、传媒、以及酒店管理等。截止 2018 年，共有 58位康奈尔大学的校友或教研人员曾荣获诺贝尔奖，2020

年 THE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 19，2021 年 QS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 18。 

学校所在地区 
伊斯卡，美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3年 12月（2023年秋季）；2024年 1月-5月（2023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

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Computer Science (CS)专业的课程不对交换生开放。外方大学的要求为：Exchange students are 

unable to take courses in Computer Science (CS). Related subjects may be found in other 
departments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Science, Systems, and Technology; 
or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2. architecture, art, design, and fashion 专业的所有课程不对交换生开放。 
3. Senior capstone courses as well as first year writing seminars are not available to exchange and 

visiting students. 
4. 所有与 professional graduate degree programs 相关的课程均不能对非学历生开放。 
5. 本科交换生不能选择研究生课程。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优秀综合使用英语的能力；托福成绩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根据外方要求，托福成绩需达到 100分（含）以上，方可申请该项目。多邻国成绩也可以接受，成绩要求 120

分及以上。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本科生一学期可选修 12个学分时课程。 

2. 校历链接：https://registrar.cornell.edu/academic-calendar/2023-2024。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用、当地交通及

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2. 交换生项目信息外方尚未最终提供，待更新信息后国际处会就项目信息向申请者进行说明。 

 
  

https://registrar.cornell.edu/academic-calendar/202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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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雷赛尔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德雷赛尔大学/ Drexel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德雷赛尔大学是美国一所四年制私立大学，创立于 1891 年，是费城三大名校之一。大学下设 12 个学院, 分
别是：文理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工程学院、医学院、护理健康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公共健康学

院、信息系统与技术学院、法学院、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职业研究学院。该校工程学院和商学院教学质量尤

属上乘，且该校已连续 5 年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最佳美国大学”。该校拥有超过 13000 名本科生和 6000
余名研究生。         

德雷赛尔大学位于美国文化的发祥地费城，城市文化特色浓厚，拥有众多博物馆、歌剧院、历史景点及文化活

动。 
学校所在地区 

费城（主校区），美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8月-2023年 12月（2023年秋季）；2024 年 1月-5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该校 Westphal College of Media Arts and Design，课程很难选上；研究生层面：LeBow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Computing and Informatics课程很难选上。 

该校英语语言中心（English language center, ELC）以及建筑学院课程均不对外开放。 

该法学、教育学、药剂学相关学院（Kline School of Law,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College of Medicine）

不接受交换生。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80或雅思（学术类）6.5 分的成绩 

https://drexel.edu/global/student-programs/education-abroad/exchange-and-visiting-

students/nomination-application/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本科生一学期需修12-20学分课程，学校会给同学在读期间安排专门的课程顾问，且会指定一位 dragon buddy，

帮助同学尽快适应当地的学习与生活。 

2. 交换生在读期间可享用校内一切文体设施，并可参加校内逾 160个学生团体。 

3. https://termmasterschedule.drexel.edu/webtms_du/app  

4. https://drexel.edu/global/student-programs/education-abroad/exchange-and-visiting-

students/academics/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疫苗注射费等。链接 https://drexel.edu/studyabroad/ 下有住宿方面更详细信息。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40799.htm
https://drexel.edu/global/student-programs/education-abroad/exchange-and-visiting-students/nomination-application/
https://drexel.edu/global/student-programs/education-abroad/exchange-and-visiting-students/nomination-application/
https://termmasterschedule.drexel.edu/webtms_du/app
https://drexel.edu/global/student-programs/education-abroad/exchange-and-visiting-students/academics/
https://drexel.edu/global/student-programs/education-abroad/exchange-and-visiting-students/academics/
https://drexel.edu/study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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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学校主页：http://www.washington.edu/ ；  

学校简介 
华盛顿大学创建于 1861 年，位于美国西雅图，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大学，坐落在美国最适宜居住和工作的

城市西雅图，也是美国西海岸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同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齐名。华盛顿大学迄今已培养出

12 位诺奖得主及 12 位普利策奖得主。大学设有 24 个学院，开设有 250 种本科学位课程，346 种研究生学位课程，

建有 270多个研究中心，为本科生提供 7000多个研究职位，开设 70多种语言课程。 

迄今已有工业工程系、热能系、外文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西雅图市，美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8月-2023年 12月（2023 年秋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

学习。外方大学校历：http://www.washington.edu/students/reg/calendar.html 

交流限制  
1. 该校工作室（studio classes）、会计与金融方面课程基本不对外开放。 

2. 该校计算机科学、心理学、艺术、建筑科学、基因科学、传媒学、社会学、法学方面课程竞争激烈，较难选上，

请相关专业同学申请前仔细考虑。 

3. 该校教育学、法学、健康科学类课程仅对研究生开放，不对本科生开放。 

4. https://www.washington.edu/studyabroad/visitingexchange/academics/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具备托福总分 92或雅思 7.0 分水平。根据专业不同，录取语言要求不通 

对方给出建议：TOEFL (IBT): minimum 76, recommended 92 IELTS: minimum 6.0, recommended 7.0  

Duolingo: minimum 105, recommended 120。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工程学科为该校的优势学科之一，建议相关专业同学申报。 

2. 本科生一学期可选修 12-18 学分课程。 

3. 链接 http://www.washington.edu/students/crscat/ 下有相关课程信息。 

4. https://www.washington.edu/studyabroad/visitingexchange/academics/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当地住宿及餐饮费、交通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washington.edu/
http://www.washington.edu/students/reg/calendar.html
https://www.washington.edu/studyabroad/visitingexchange/academics/
http://www.washington.edu/students/crscat/
https://www.washington.edu/studyabroad/visitingexchange/acade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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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犹他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犹他大学/the University of Utah  

 

学校简介 
犹他大学始建于 1850 年，是美国著名公立大学之一，也是美国第一类研究型大学之一。大学共分 11个学部，

专业设置主要涉及财经、法律、工程技术、管理、环境、建筑、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生物、新闻传媒、信息科学、

医学、自然科学等。学生报读人数最多的是心理学，其商学、传播学、美术、计算机科学、工程、采矿及自然科学、

教育学在美国也享有盛誉。犹他大学位于犹他州盐湖城，校园依山傍水，风景别致，距离周围的几个国家公园仅三

个小时车程。有几十家当地高科技公司也坐落在校园内的科技园，其中大部分由犹他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开创发展。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新闻学院、建筑学院、电机系、化学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盐湖城，美国 

 

学期时间 
2023 年 8 月-2023 年 12月（2023 年秋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

学习。校历链接：http://registrar.utah.edu/academic-calendars/  

交流限制 
该校 School of Medicine, College of Nursing, College of Pharmacy, School of Dentistry, and the 

College of Law 和 研究生项目原则上不接收交换生。研究生课程如有申请，按个案讨论后决定。 

该校所有商科类课程，包括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rketing, management, accounting 均额外收费；

部分体育、艺术类课程额外收费。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80分水平或雅思 6.5。 

可详细参考 https://learningabroad.utah.edu/student/exchange/index.php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本科生一学期可修 12-18学分课程。 

2. 研究生选课限制较多，需要和意向学院联络确认。graduate level coursework that requires admission to 

that particular graduate program. Requests to take any other graduate level coursework will 

require the approval from the graduate program/academic department. 

3. 本科生可在尚有课程位置且征得开课院系许可的情况下选读少量硕士课程。 

4. 链接下 http://www.international.utah.edu/有相关项目介绍，供同学参考。 

5. https://learningabroad.utah.edu/student/exchange/registration.php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用、当地交通及

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registrar.utah.edu/academic-calendars/
https://learningabroad.utah.edu/student/exchange/index.php
http://www.international.utah.edu/
https://learningabroad.utah.edu/student/exchange/registrat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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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佐治亚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佐治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https://goabroad.uga.edu/index.cfm?FuseAction=Programs.ListAll&type=2  交换生项目网站  

学校简介 

佐治亚大学创建于 1785年，佐治亚大学目前由 14所学院及 1个研究所组成。该校提供了 173个不同领域中的

19 种学士学位课程，以及 130个不同领域的 25 种研究生课程，课程内容丰富而多样。 

迄今已有法学院、美术学院、新闻学院、建管系、外文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雅典市，美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8月-2023年 12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1月-5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在商学、国际关系学、新闻、法律、生态学、教育学、环境与设计、林业及自然科学、药学、消费科学、

大众健康、社会工作以下学科领域完全或部分开放。 

2. 该校在商学、国际关系学、新闻领域（Courses in Terry College of Business, SPIA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Grad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选课限制较多。 

3. 该校法学、药学专业不对本科交换生开放。 

4. 学 生 手 册 可 在 以 下 链 接 下 载 ： 

https://goabroad.uga.edu/index.cfm?FuseAction=Abroad.ViewLink&Parent_ID=919B0C6F-5056-BA1F-

74627E63B46F723C&Link_ID=92F6628F-5056-BA1F-74E1A144EF51733C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80或雅思 6.5水平。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本科生一学期可选修 12-17 学分时的课程。研究生选修 9-15 学分时课程。 
2. 本科生可在尚有课程位置且符合专业要求的的情况下选读硕士课程。http://www.reg.uga.edu/schedule-of-classes  
3. 链接 http://international.uga.edu/education_abroad/下有更多交换学生信息。 
4. https://studyaway.uga.edu/index.cfm?FuseAction=Abroad.ViewLink&Parent_ID=0&Link_ID=919B0C6F-5056-

BA1F-74627E63B46F723C  
5. 如下链接可查课程及简要课程大纲：http://www.bulletin.uga.edu/CoursesHome.aspx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用、当地交通及

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goabroad.uga.edu/index.cfm?FuseAction=Programs.ListAll&type=2
https://goabroad.uga.edu/index.cfm?FuseAction=Abroad.ViewLink&Parent_ID=919B0C6F-5056-BA1F-74627E63B46F723C&Link_ID=92F6628F-5056-BA1F-74E1A144EF51733C
https://goabroad.uga.edu/index.cfm?FuseAction=Abroad.ViewLink&Parent_ID=919B0C6F-5056-BA1F-74627E63B46F723C&Link_ID=92F6628F-5056-BA1F-74E1A144EF51733C
http://www.reg.uga.edu/schedule-of-classes
http://international.uga.edu/education_abroad/
https://studyaway.uga.edu/index.cfm?FuseAction=Abroad.ViewLink&Parent_ID=0&Link_ID=919B0C6F-5056-BA1F-74627E63B46F723C
https://studyaway.uga.edu/index.cfm?FuseAction=Abroad.ViewLink&Parent_ID=0&Link_ID=919B0C6F-5056-BA1F-74627E63B46F723C
http://www.bulletin.uga.edu/Courses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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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北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东北大学/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http://www.northeastern.edu/geo/incoming-exchange/#_ga=2.2607029.400210236.1511853657-

1292216768.1511853657 交换生项目主页 

学校简介 

东北大学成立于 1898 年，系美国著名研究型私立大学之一。该学设有 6 个面向本科生教学的院系及 8 个面向

研究生教学的院系，优势学科包括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商科、新闻学等。东北大学位于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波

士顿市，紧邻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 

学校所在地区 
波士顿市，美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3年 12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1月-5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链 接 http://www.northeastern.edu/geo/incoming-exchange/#_ga=2.2607029.400210236.1511853657-
1292216768.1511853657 下有该校交流限制细则，供参考。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92 且阅读、听力、写作不低于 22、口语不低于 24或雅思 6.5且各单科均不低于 6.0 水平。 

目前外方可以接受的语言考试类型及要求如下： 

• TOEFL iBT: minimum score of 92 

• IELTS: minimum score of 6.5 

• Pearson: minimum score of 62 

•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minimum score of 5 

•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CEFR): minimum of B2 or equivalent 

• Cambridge First/Advanced English exam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绝大部分课程均为每门 4 学分；本科生一学期可选修 12-18 学分的课程，即相当于 3-4 门课。 
2. 该校在专业设置及符合先修要求的前提下可跨进行院系选课。 
3. 链接 http://www.northeastern.edu/geo/incoming-exchange/academics/有所有和交换项目学术课程的信息，供参

考。 
4. https://geo.northeastern.edu/programs/incoming-exchange-program/  
5. 交换生不能选择对方研究生课程（）Exchange students cannot enroll in graduate or professional school course）。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用、当地交通及

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该校项目手册第 3页中有详细费用说明，供参考。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northeastern.edu/geo/incoming-exchange/#_ga=2.2607029.400210236.1511853657-1292216768.1511853657
http://www.northeastern.edu/geo/incoming-exchange/#_ga=2.2607029.400210236.1511853657-1292216768.1511853657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8690/1109176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8690/11091760.htm
http://www.northeastern.edu/geo/incoming-exchange/#_ga=2.2607029.400210236.1511853657-1292216768.1511853657
http://www.northeastern.edu/geo/incoming-exchange/#_ga=2.2607029.400210236.1511853657-1292216768.1511853657
https://geo.northeastern.edu/programs/incoming-exchange-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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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威廉玛丽学院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威廉玛丽学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学校简介 
威廉玛丽学院成立于 1693年，是全美国第二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也是美国最优秀的公立大学之一，曾培养

出 5 位美国总统及 4位联邦高等法院大法官、众多联邦议员及社会知名人士。学校于 1967年成为现代综合型大学，

被称为美国公立常青藤学校，其本科生的文理课程的教学质量更是上乘，学生受到非常高的关注度，其 1：11的师

生比例更是领先于其他大学。威廉玛丽学院位于美国的国家“发祥地”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其充满历史及文化

气息的校园环境系美国最优美的校园之一。 

迄今已有经管学院、人文学院、外文系、新闻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威廉斯堡市，美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3年 12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1月-5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外方大学校历： http://www.wm.edu/offices/registrar/calendarsandexams/index.php  

交流限制 
1. 该校为纯文理类大学，无工程类课程。 

2. 该校法学院及研究生课程（即课程代号为 500及以上）不对交换生开放。 

3. https://prod.banner.wm.edu/ssb8/bwckschd.p_disp_dyn_sched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100 且写作不低于 25 分或雅思总分不低于 7 分的成绩；该校对学生的写作水平要求较

高，申请同学需具备优秀英文写作水平。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主页为 http://www.wm.edu  

2. 该校国际关系、地质学、商学、美国研究、物理学、 神经科学、心理学为优势学科。 

3. 链接 http://www.wm.edu/offices/registrar/coursecatalschedules/index.php有该校的课程列表。 

4. 本科生一学期可修读 12-18 学分课程，校方建议不超过 16学分。 

5. 该校 http://www.wm.edu/offices/revescenter/studyabroad/ 有更多项目方面的介绍，打算申请的同学务必

仔细阅读。 

6. https://www.wm.edu/offices/revescenter/geo/exchange/index.php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在该校须购买 meal plan,价

格在一学期 1800 美金左右）、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链接 http://www.wm.edu/campuslife/housing-
dining.php 有相关住宿信息。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wm.edu/offices/registrar/calendarsandexams/index.php
https://prod.banner.wm.edu/ssb8/bwckschd.p_disp_dyn_sched
http://www.wm.edu/
http://www.wm.edu/offices/registrar/coursecatalschedules/index.php
http://www.wm.edu/offices/revescenter/studyabroad/
https://www.wm.edu/offices/revescenter/geo/exchange/index.php
http://www.wm.edu/campuslife/housing-dining.php
http://www.wm.edu/campuslife/housing-dini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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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莱斯大学 2023-2024 年秋季学期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莱斯大学创建于 1892 年，是美国著名私立大学之一。学校目前设有数十种专业领域，主要涉及古文化学、人

类学、艺术史、语言学及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管理科学、化学、生物工程、数学、

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机械工程、环境科学、建筑学等。莱斯大学校园规模及人数不大，但教学质量上乘，绝大

部分课程均采用小班授课制，理工类学科的教学质量尤为突出。 

迄今已有材料系、电子系、计算机系、新闻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休斯顿市，美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8月-2023年 12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1月-5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 Jesse H. Jones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the Shepherd School of Music以及建筑学院课程

均不对交换生开放。 

2. 课程代号以 500开头的研究生课程很难选上，除非征得对方开课教师许可。 

3. 交换项目网站：https://www.tcd.ie/study/study-abroad/inbound/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总分 100 或雅思 7.0 分水平或 Duolingo 120。 

https://www.tcd.ie/study/international/how-to-apply/entry-requirements.php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工程学科为该校的优势学科。 

2. 本科生一学期最少需修读 4门课，即 12学分课程；最多可选修不超过 18学分课程。 

3. 链接 http://www.students.rice.edu/students/Departments.asp下有该校院系介绍。 

4. 链接 http://futureowls.rice.edu/futureowls/Majors_Minors_Programs.asp 下有该校开设专业情况介绍。 

5. 该校实行‘shopping for courses’，即在读同学可在新学期开课前两周相对自由听课，再决定最终选课情况。 

6. 该校 fact sheet里有更多课程方面的介绍，打算申请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7. *Provided that pre-requisites for courses are met, all undergraduate courses in the Schools of 

Engineering, Natur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are open to exchange students.  

8. Course catalog: http://courses.rice.edu/admweb/swkscat.main?p_action=cata  

9. Course Schedule: http://courses.rice.edu/admweb/swkscat.main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当地住宿及餐饮费、交通费、书杂费、学生

保险（1055 美金）及健康服务费、通讯费参与迎新周费用（1100美金）。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www.tcd.ie/study/study-abroad/inbound/
https://www.tcd.ie/study/international/how-to-apply/entry-requirements.php
http://www.students.rice.edu/students/Departments.asp
http://futureowls.rice.edu/futureowls/Majors_Minors_Programs.asp
http://courses.rice.edu/admweb/swkscat.main?p_action=cata
http://courses.rice.edu/admweb/swkscat.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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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 

（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圣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Dublin  
 

学校简介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位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于 1592 年下令兴建，是爱尔兰最古老

的大学。学院占地 40 英亩，各时期的建筑自成方阵，颇具时代特色。 圣三一学院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下设 7 个分

院，共有 70 多个系,科研实力雄厚，是欧洲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学院下设六个学院，分别为：工程学院，商业经

济及社会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下设护理分院），自然科学院，人文学院，文学院。各系下面设有齐全的本科、研究

生、硕士和博士课程。 
学校所在地区 

都柏林市，爱尔兰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12月（2023年秋季），2024年 1 月-5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完成 2023年秋

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https://www.tcd.ie/study/study-abroad/inbound/  

2. 通常情况，该校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化学方面课程不对交换生开放。 

3. 该校性别与女性研究（gender and womens’ studies）、医学、药学领域课程不对交换生开放。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90且写作不低于 21；或雅思（学术类）总分 6.5且单科不低于 6.0分。 

https://www.tcd.ie/study/international/how-to-apply/entry-requirements.php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交换生一学期可选修 25-30 学分课程。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

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2. 该校 factsheet信息较为丰富，建议感兴趣的申请同学仔细参考。 

  

https://www.tcd.ie/study/study-abroad/inbound/
https://www.tcd.ie/study/international/how-to-apply/entry-requirement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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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塔尔图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artu   

 

学校简介 
塔尔图大学建校于 1632 年，是爱沙尼亚最主要的科研和教育基地。塔尔图大学设有 10 个系科和 5 个学院，

10 个系科分别是法律系、医学系、哲学系、教育学系、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系、社会科学系、科学与技术系及体育科

学系。学校拥有 17000 名在校生及 600 名国际学生。该校已培养众多人才，世界知名的有天文学家 Friedrich Georg 

Wilhelm von Struve、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Friedrich Wilhelm Ostwald、胚胎学之父 Karl Ernst von Baer、语

言符号学家 Yuri Lotman等。该校拥有全国最古老和规模最大的图书馆，藏书量超过 300万册。 

迄今已有外文系、新闻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塔尔图市，爱沙尼亚 

 

学期时间  
2023 年 9 月-2024 年 1 月（2023 年秋季）；2024 年 2 月-6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该校提供一定数量英文课程，主要专业包括：波罗地海地区政治、社会科学、波罗地海地区历史文化介绍、商

务管理及经济学、法学、软件工程、俄罗斯文学、神学、应用测量科学等。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该校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79或雅思总分 6.5且各项单科不低于 5.5分的成绩；校内遴选时将采用有考级成

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通过链接：http://www.ut.ee/292870 以及 https://www.ut.ee/en/courses-taught-english  均可查询该校以英文授

课的课程，建议同学申请之前做仔细阅读并参照往年开设课程。 

2. 链接：http://www.ut.ee/studentoffice下有相关项目介绍。 

3. 申 请 信 息 : https://www.ut.ee/en/prospective-students/exchange-students ; practical info: 

https://www.ut.ee/en/welcome/international-students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

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确认录取后，校方除特别免除当地住宿费用之外，还将为交换同学交换期间提供约合人民币 1500 元/月的补

助。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2. https://english.hi.is/sites/default/files/kolbrunh/fact_sheet_2022-2023.pdf  

 

  

http://www.ut.ee/292870
https://www.ut.ee/en/courses-taught-english
http://www.ut.ee/studentoffice
https://www.ut.ee/en/prospective-students/exchange-students
https://www.ut.ee/en/welcome/international-students
https://english.hi.is/sites/default/files/kolbrunh/fact_sheet_2022-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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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冰岛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冰岛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Iceland   

 

学校简介 
冰岛大学大学教学质量高,学风严谨,，始建于 1816 年，拥有 5 个主要学院：即教育学院，社会科学学院，

人文学院，健康科学学院，工程与自然科学学院，和约 30 多个学科，数百个专业。 

学校所在地区 
雷克雅维克，冰岛 

学期时间  
2023年 8月-2023年 12月（2023年秋季）；2024 年 1月-6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 春 、 秋 季 学 期 期 末 考 试 之 后 方 能 赴 外 学 习 。 校 历 ：

http://english.hi.is/university/academic_calendar  

交流限制  
1. http://english.hi.is/ 冰岛大学主页 

2. http://english.hi.is/university/prospective_exchange_students  

3. 交换项目网页：https://english.hi.is/node/50023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的英文需至少具备欧洲语言教学大纲（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中的B2水准，即需有较强听说读

写综合使用能力；参考分数：托福纸考ibt 79分，雅思A类5.5分以上。具体要求可查询对方大学fact sheet: 

https://www.ut.ee/sites/default/files/ut_files/da5a424f8e5f32f1d2b3239b55df9293.p
df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课 程 列 表 ： https://ugla.hi.is/kennsluskra/index.php?tab=skoli&chapter=content&id=-

2017&kennsluar=2017  

2. 医学院、药学院和护理学院的课程对交换生不开放，MBA课程不对交换生开放 

3. 法律与经济学系不接收交换生 

4. 英语语言项目（English Language Programme）的课程仅针对英语专业同学开放h (except the course 

“English for Practical Purposes”) 

5. 用冰岛语授课的课程原则上不对交换生开放 (except Nordic students and students who are fluent 

in Icelandic and can speak, write and understand Icelandic) 

6. 交换生一学期可选上该校30ECT（European Credits Transfer System）学分的课程，其中六成以上课程

需是与学生专业相关课程。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

等。当地住宿约为720-1200元人民币每月。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english.hi.is/university/academic_calendar
http://english.hi.is/
http://english.hi.is/university/prospective_exchange_students
https://english.hi.is/node/50023
https://www.ut.ee/sites/default/files/ut_files/da5a424f8e5f32f1d2b3239b55df9293.pdf
https://www.ut.ee/sites/default/files/ut_files/da5a424f8e5f32f1d2b3239b55df9293.pdf
https://ugla.hi.is/kennsluskra/index.php?tab=skoli&chapter=content&id=-2017&kennsluar=2017
https://ugla.hi.is/kennsluskra/index.php?tab=skoli&chapter=content&id=-2017&kennsluar=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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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华沙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华沙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Warsaw   

 

学校简介 
华沙大学是波兰最大的公立大学，始建于 1816 年，拥有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在内的 18 个

学院和多个研究所。该校自建校以来在波兰的政治、文化领域扮演重要角色，06年被《泰晤士报高等教育》评为世

界 500强学校。华沙大学在开设专业门类丰富，主要领域涉及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国际经济与金融、化学、数学、

文学研究、法学、心理学等。 

迄今已有国关系、社科学院、新闻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华沙市，波兰 

 

学期时间  
2023年 10月-2024年 2月（2023年秋季）；2024年 2月-6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对方大学校历：http://en.bwz.uw.edu.pl/academic-

calendar/  

交流限制  
该项目对除国际关系系以外的同学开放。 

项目网站：http://en.bwz.uw.edu.pl/incoming/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的英文需至少具备欧洲语言教学大纲（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中的B2水准，即需有较

强听说读写综合使用能力；参考分数：托福纸考550分。www.informatorects.uw.edu.pl/en/  具体要求可查询

对方大学网站。语言专业的同学相关外语能力水平要求或会更高，详情可参考对方大学项目网站的具

体要求。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http://informatorects.uw.edu.pl/en/  下有本科生及英文课程介绍。 
2. 交换生一学期可选上该校 15-30ECT（European Credits Transfer System）学分的课程。 

3. 课程链接：http://informatorects.uw.edu.pl/en/courses/  

4. 课 程 限 制 ： https://international.au.dk/education/admissions/exchange/admission-to-aarhus-

university/course-information-prerequisites-restrictions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

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en.bwz.uw.edu.pl/academic-calendar/
http://en.bwz.uw.edu.pl/academic-calendar/
http://en.bwz.uw.edu.pl/incoming/
http://www.informatorects.uw.edu.pl/en/
http://informatorects.uw.edu.pl/en/
http://informatorects.uw.edu.pl/en/courses/
https://international.au.dk/education/admissions/exchange/admission-to-aarhus-university/course-information-prerequisites-restrictions
https://international.au.dk/education/admissions/exchange/admission-to-aarhus-university/course-information-prerequisites-restr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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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丹麦奥尔胡思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奥尔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奥尔胡斯大学是丹麦历史悠久，规模第二大的综合性大学，与哥本哈根大学在丹麦国内享有同等国际声誉的教

育和科研机构。大学目前设有四大学院，分别是艺术学院、商学与社会科学学院、医学院、工程与科技学院。该校

以英文授课的课程数量也较多，学科领域涉及商务管理、新闻与传媒、英语语言与文学、工程科学、信息科学、建

筑科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等。 

学校所在地区 
奥尔胡斯市，丹麦 

 

学期时间 
2023 年 9 月-2024 年 1 月（2023 年秋季）；2024 年 2 月-6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交换生仅能选择该校以英文授课的课程。 

商 科 、 文 学 系 、 理 学 系 、 技 术 科 学 系 和 健 康 学 系 有 具 体 申 请 限 制 ， 可 参 考 链 接 ：

https://international.au.dk/education/admissions/exchange/admission-to-aarhus-university/course-

information-prerequisites-restrictions/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 83 或雅思（学术类）6.5分。 

可参考如下链接：https://international.au.dk/education/admissions/exchange/admission-to-aarhus-university/language-
requirements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http://kursuskatalog.au.dk/en/  有该校往年英文课程信息。 

2. https://international.au.dk/education/admissions/exchange/admission-to-aarhus-

university/course-information-prerequisites-restrictions  

3. 链接http://www.au.dk/en/exchange/welcome/ 有相关项目信息介绍。 

4. 交换生一学期可选修30学分(ECTS)课程；链接http://kursuskatalog.au.dk/en/下可进行课程查询。 

5. 交换项目相关链接：www.au.dk/exchange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international.au.dk/education/admissions/exchange/admission-to-aarhus-university/course-information-prerequisites-restrictions/
https://international.au.dk/education/admissions/exchange/admission-to-aarhus-university/course-information-prerequisites-restrictions/
https://international.au.dk/education/admissions/exchange/admission-to-aarhus-university/language-requirements
https://international.au.dk/education/admissions/exchange/admission-to-aarhus-university/language-requirements
http://kursuskatalog.au.dk/en/
https://international.au.dk/education/admissions/exchange/admission-to-aarhus-university/course-information-prerequisites-restrictions
https://international.au.dk/education/admissions/exchange/admission-to-aarhus-university/course-information-prerequisites-restrictions
http://kursuskatalog.au.dk/en/
http://www.au.dk/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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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丹麦技术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丹麦技术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  
 

学校简介 
该校又名丹麦工业大学，系世界最古老的技术院校之一，是丹麦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主要学府。创校历史

可追溯到 1829年，第一任校长是发现电与磁之间相互关系的著名物理学家奥斯特。经过改制，目前该校拥有 15个

系及研究中心，学科及研究范围涉及 数学、机械、物理、化学、化工、电子工程、电力工程、制造工程和管理、环

境工程、交通运输、食品研究等。 

迄今已有来自电子系、环境学院、工业工程系、机械系、工程物理系、自动化系、精仪系、土木工程系的同学

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宁比市，丹麦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3年 12月（2023年秋季）；2024 年 2月-6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项目适合工程或理科专业同学申请。 

2. 该校部分课程有先修要求，详细信息可在指定链接中查询。 

3. 只能选择该校以英文授课的课程，有熟练掌握丹麦语者除外。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良好英语综合听、说、读、写能力；参考分数：托福 88-90或雅思 6.5；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

级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https://www.dtu.dk/english/education/incoming-students/exchange/application-and-deadlines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有超过 400 门课程以英文授课，该校 fact sheet 上有更详细和课程相关的信息，打算申报的同学务必仔

细阅读。 

2. 就读一个学期可选择该校总计 25-30学分的课程。 

3. 若满足先修要求且征得对方导师许可后，可选修部分研究生课程。 

4. https://www.dtu.dk/english/education/incoming-students/exchange/choosing-courses  

5. 课程详列：courses.dtu.dk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

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旨在为同学提供更充分信息，附件里特别附上该校项目申 fact sheet，供参考。 

2.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3. https://www.dtu.dk/english/education/incoming-students/exchange  

 
  

https://www.dtu.dk/english/education/incoming-students/exchange/application-and-deadlines
https://www.dtu.dk/english/education/incoming-students/exchange/choosing-courses
https://www.dtu.dk/english/education/incoming-students/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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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哥本哈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学校简介 
哥本哈根大学创立于 1479 年，是丹麦规模最大、最有名望的综合性大学，也是北欧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学校

目前在校学生数已超过 35，000 人，拥有 1800 人次的师资。哥本哈根大学为丹麦培训了许多医生、律师和教师等

专业人才。大学设有 8个学院，分别是法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医学院、人文学院、药理学院、理学院以及健康科

学学院。该校本科阶段大部分课程以丹麦语授课，有部分学科领域提供英文课程。 

迄今已有外文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哥本哈根市，丹麦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3年 12月（2023年秋季）；2024年 2月-6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该校以下领域均开放：人文及社会学科、法学、理学、生命科学、药学、健康科学及神学，但法学、健康科学、

药理学、理学均无英文课程，授课语言为丹麦语；该校在以下领域不开设课程，不建议以下相关专业的同学申请：

商务、会计、金融、市场营销、管理、工程、设计、建筑。 

最低语言要求 

1. 申请者需具备良好熟练英文听、说、读、写能力。校内选拔将采用有相关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具体学科的语言要求可参考申请系统中的相应信息。外方提示，只有部分专业有具体语言要求，可参

考如下链接：https://studies.ku.dk/visiting/overseas/how-to-apply/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https://studies.ku.dk/visiting/overseas/course-information/ 下有该校以英文授课的课程。但实际开课情况需在

开学前 1-2个月内方能确定，该信息仅供参考。 

2. 链接 https://studies.ku.dk/visiting/overseas/course-information/restrictions-and-acdemic-reqirements/ 下有该校各不

同院系选课联系人及课程注册说明。 

3. 本科生基本不能选上该校研究生课程。 

4. 本科生一学期可选上对方 30学分课程。 

5. 该校同时免费提供一定数量丹麦语言和文化课程。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2. https://studies.ku.dk/visiting/  

  

https://studies.ku.dk/visiting/overseas/how-to-apply/
https://studies.ku.dk/visiting/overseas/course-information/
https://studies.ku.dk/visiting/overseas/course-information/restrictions-and-acdemic-reqirements/
https://studies.ku.dk/vis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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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指南 

院校名称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IT)  
  

学校简介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最初创建于 1825 年，当时为理工类大学，1967 年更名为卡尔斯鲁厄大学，2006 年大学

与卡尔斯鲁厄科研中心联合成立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即现在的 KIT。KIT是德国最优秀的科技型大学之一，设有 11

个院系，下设超过 40个专业。大学迄今已培养出 5名诺贝尔奖得主及多名知名校友。 

迄今已有精仪系、建筑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卡尔斯鲁厄市，德国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下旬（2023 年秋季）；2024 年 4 月-7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

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http://www.intl.kit.edu/istudies/3157.php （校

历） 

交流限制 

1. http://www.kit.edu/english/index.php （学校主页） 

2. http://www.intl.kit.edu/istudies/3242.php ；（交换生项目主页） 

3. http://www.intl.kit.edu/download/OVERSEAS_student_handbook.pdf （交换生学生手册） 

4. the Hector School and at the School of Optics and Photonics两个学院不接受交换生。 

最低语言要求 

该校绝大部分课程以德语教授，申请者需具备一定德语语言基础。申请人需达到德语欧盟标准 B1 水平；申请英文

课程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86或相当水平；校内遴选将采用有德语语言基础或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相关选课说明 

5. https://campus.studium.kit.edu/english/events/catalog.php#!campus/all/fields.asp?group=Vorlesungsverzeichnis （课程

列表）。 

6. 校方建议交换生在读期间同时进行德语语言的学习；该校在语言学习阶段收取 50 欧元押金，通过考试之后返

还。 

相关费用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特别说明该校宿舍紧张，不一定能保证交换生在校内住宿。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http://www.intl.kit.edu/istudies/3157.php
http://www.kit.edu/english/index.php
http://www.intl.kit.edu/istudies/3242.php
http://www.intl.kit.edu/download/OVERSEAS_student_handbook.pdf
https://campus.studium.kit.edu/english/events/catalog.php#!campus/all/fields.asp?group=Vorlesungsverzeich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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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Darmstadt 
 

学校简介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建校于 1877 年。学校设有 17 个院系及研究中心，教学领域涉及文理科、工程、法律、

经济、自然科学等。该校的优势学科包括计算机科学、机械工程、电子及信息工程、社会学及教育学。该校部分硕

士课程以英文教授，专业包括语言学及文学、国际城市发展、信息工程学、电力工程学、环境工程学在符合先修要

求的情况下可以酌情选读。学校目前拥有将近两万名在校生，所在城市达姆施塔特市距离法兰克福市仅 30 分钟车

程。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生命学院、建筑学院、环境系、人文学院、法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达姆施塔特市，德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10月-2024年 2月下旬（2023年秋季）；2024 年 4月-7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

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无 

最低语言要求 

该校绝大部分课程以德语教授，申请者需具备一定德语基础，请提前关注查询外方要求。校内遴选将采用有

外语考级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要求英语成绩 equivalent to CEFR B2 Level (e.g. TOEFL iBT 72, IELTS 

5.0, TOEIC 785)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工程类课程及商务管理学院（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课程为优势学科。 

2. 链接 www.tucan.tu-darmstadt.de 下可查询到该校开设的英文课程；该校 fact sheet中有更多和课程有关的

信息，外方强烈建议打算申报的同学在申报前仔细阅读。 

3. 该校在学期正式开始前特别开设为期一个月的德语语言强化课程。课程算在交换协议课程之内，不另外收取学

费。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

请费、书杂费等。链接 http://www.tu-darmstadt.de/international有详细信息。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tucan.tu-darmstadt.de/
http://www.tu-darmstadt.de/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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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亚琛工业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亚琛工业大学/ RWTH Aachen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成立于 1870年，是德国最知名的理工科大学之一。该校目前设有 9 个院系，主要包括数学

及计算机科学学院、建筑学院、土木工程学院、电子工程与信息学院、机械学院、人文学院、商学院等。亚琛工大

的电子、机械制造方面的教学实力排名一直名列德国第一，计算机、建筑、物理等学科也在德国大学排行榜上位列

三甲。除教学外，亚琛工大与企业的合作亦非常密切，仅该校机械学院的材料系下属塑胶研究所便受到 320 多家企

业的资助，如奔驰、宝马、福特等。该校的航空航天所、汽车研究所等均拥有庞大的实验车间和试车场，和宝马等

大公司常年有密切联系。 

学校所在地区 

亚琛市，德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10月-2024年 2月下旬（2023年秋季）；2024 年 4月-7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

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建筑学院仅接收 1名交换生；校内选拔时将择优录取，相关专业的申请同学需做好一定思想准备。 

2. 该校大部分本科生课程以德语教授，申请同学需掌握一定程度德语；仅掌握英语的同学仅能申请该校以英文授

课的课程。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该校英语授课课程的同学英文需达到欧盟 B1 标准，即相当于托福 80 或雅思 6.0 分的成绩；申请该校德

语授课课程的同学德文亦需达到欧盟 B1标准。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www.rwth-aachen.de/exchange-students下有关于该校接收国际交换生的信息。 

2. 链接www.rwth-aachen.de/Studiengaenge下关于该校英文授课的信息，打算申报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3. 该校fact sheet有更多关于项目的信息，包括该校往年以英文授课的课程信息，打算申报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baike.baidu.com/view/24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1070.htm
http://www.rwth-aachen.de/exchange-students
http://www.rwth-aachen.de/Studienga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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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柏林工业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柏林工业大学/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学校简介 

柏林工业大学作为德国目前最大的理工类高校，其创校历史可追溯到 200 年前的科技工程职业学校。大学是德

国 T9 盟校之一，柏林的四所综合性大学之一，也是柏林地区唯一的一所理工类大学。大学校区面积大约为 600,000
平方米，分布在柏林西部的许多地方。学校主校区坐落于夏洛腾堡区，其中主楼建于 1884 年，由理查德·卢卡(Richard 
Lucae)设计。大学目前拥有七个学院，100 多个专业，涵盖了理工科几乎所有专业，该校在哲学等文科专业实力也相

当雄厚。学校目前拥有近三万名在校生，大约 20%的学生来自于国外，从而使柏林工业大学相比德国其他高校更具

国际化色彩。大学迄今已培养出九位诺贝尔奖得主。 
迄今已有电机系、环境学院、机械系、建筑学院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柏林市，德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10月-2024年 2月下旬（2023年秋季）；2024 年 3月-7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

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该校绝大部分课程以德语教授，申请者需具备一定德语语言基础；申请者原则上还需一定德语语言基础，校内

遴选将采用有德语语言基础或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良好英语水平或一定德语语言基础，TOEFL 87 以上，雅思 6.0-6.5，校内遴选将采用有考级成

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本科生一学期可选修 20-30 ECT 学分的课程。链接课程信息查询链接： https://www.auslandsamt.tu-
berlin.de/international-
office/betreuung_internationaler_austauschstudierender/rund_ums_studium/lehrveranstaltungen/parameter/en/ 下有该

校英文课程信息。 

2. https://www.auslandsamt.tu-berlin.de/international-

office/betreuung_internationaler_austauschstudierender/rund_ums_studium/lehrveranstaltungen/par

ameter/en/  

3. 本科生在征得开课老师同意的基础上可以选上该校研究生课程。 

4. 参加该校交换生项目的同学可同时至柏林地区的其他高校旁听课程，如柏林洪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等。 

5. 课程信息链接 http://www.tu-berlin.de/lsf/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上该校语言课程的同学需额外交 50 欧元学费。链接 http://www.auslandsamt.tu-
berlin.de/international-office/information_for_exchange_students/housing/parameter/en/下有更多和住宿相关的信息。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www.auslandsamt.tu-berlin.de/international-office/betreuung_internationaler_austauschstudierender/rund_ums_studium/lehrveranstaltungen/parameter/en/
https://www.auslandsamt.tu-berlin.de/international-office/betreuung_internationaler_austauschstudierender/rund_ums_studium/lehrveranstaltungen/parameter/en/
https://www.auslandsamt.tu-berlin.de/international-office/betreuung_internationaler_austauschstudierender/rund_ums_studium/lehrveranstaltungen/parameter/en/
https://www.auslandsamt.tu-berlin.de/international-office/betreuung_internationaler_austauschstudierender/rund_ums_studium/lehrveranstaltungen/parameter/en/
https://www.auslandsamt.tu-berlin.de/international-office/betreuung_internationaler_austauschstudierender/rund_ums_studium/lehrveranstaltungen/parameter/en/
https://www.auslandsamt.tu-berlin.de/international-office/betreuung_internationaler_austauschstudierender/rund_ums_studium/lehrveranstaltungen/parameter/en/
http://www.tu-berlin.de/lsf/
http://www.auslandsamt.tu-berlin.de/international-office/information_for_exchange_students/housing/parameter/en/
http://www.auslandsamt.tu-berlin.de/international-office/information_for_exchange_students/housing/paramet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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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哥廷根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哥廷根大学/ Georg-August-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 the University of Gottingen 
 

学校简介 

哥廷根大学始创于 1734 年，位于德国西北部下萨克森州南端的大学城哥廷根市，系德国九所精英大学之一。

哥廷根大学有着良好的国际声誉，至 2014 年，与哥廷根大学相关的诺贝尔奖获奖人数为 47 人，为德国大学第 1，
世界大学第 10 位。在 2010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世界排名”中，哥廷根大学排名德国第 1，全球第 43 位。在 2014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世界排名”中，名列德国第 2，全球第 67 位。同时在 2014-2021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

全球大学排名”中，名列德国第 5，全球第 93 位。该校目前拥有 13 个院系，主要包括法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

哲学系、数学及信息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及心理学系、医学系等。该校在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领域的造

诣较高，曾在该领域培养出多名国际顶尖人才，著名数学家高斯也曾在此任教。 

学校所在地区 

哥廷根市，德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10月-2024年 2月下旬（2023年秋季）；2024 年 4月-7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该校在课程上并无限制，但申请同学需注意教学语言；仅掌握英语的同学仅能申请该校以英文授课的课程。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该校英语授课课程的同学英文需达到欧盟 B2 标准；申请该校德语授课课程的同学德文亦需达到欧盟 B2

标准。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TOEFL iBT 79-93 or IELTS 6.5。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链接http://univz.uni-goettingen.de/下有该校的课程信息. 

2. Information on fields of study: http://www.uni-goettingen.de/en/3811.html 

3. 英文课程信息： http://www.uni-goettingen.de/en/46551.html  

4. 该校fact sheet有更多关于项目的信息，打算申报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外方特别提示，由于可接受的交换名额有限，对方本年度不能接受录取名额顺延（deferal）的申请。 

2.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2961.htm
http://univz.uni-goettingen.de/
http://www.uni-goettingen.de/en/465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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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指南 

院校名称 

慕尼黑工业大学/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 
 

学校简介 

慕尼黑工业大学始建于 1868 年，是德国最古老的工业大学，也是世界顶尖大学之一，迄今已培养出 20 位诺

贝尔奖得主。慕尼黑工业大学设有共计 13 个系，分别是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商务管理系、土木工程系、建筑

学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信息工程系、营养与环境科学系、药学系、体育科学系和教育学系。慕尼黑工业

大学坐落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慕尼黑，位处德国乃至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慕尼黑市也是公认的欧洲经

济文化名城之一。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建筑学院、经管学院、精仪系、数理基科班、机械系、化学系、航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慕尼黑市，德国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下旬（2023 年秋季）；2024 年 4 月-7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

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http://www.intl.kit.edu/istudies/3157.php （校

历）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对除我校建筑学院及美术学院艺术设计类以外的同学开放。 

2. 该校机械工程系（facul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以及化学系（faculty of chemistry）本科阶段开

设 的 英 文 课 程 较 有 限 。 可 选 择 交 换 的 对 方 学 院 ， 可 在 以 下 链 接 详 细 查 看

https://tum.moveon4.de/publisher/1/eng 

最低语言要求 

该校绝大部分课程以德语教授，申请者需具备一定德语基础；校内遴选将采用具备德语语言基础或有考级成

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https://campus.tum.de/tumonline/webnav.ini，外方建议在正式申请之前可与对方院系相关课程负责人联系，落实

英文课程的开课情况。 
2. 校方建议一个学期可选修的学分数量为 20个学分。 
3. https://www.international.tum.de/en/global/comingtotum/tumexchange/#c9058 
4. 申请者可参考如下网站链接：https://www.international.tum.de/en/global/comingtotum/tumexchange/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https://www.international.tum.de/en/coming-to-tum/exchangestudents/accommodation/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intl.kit.edu/istudies/3157.php
https://tum.moveon4.de/publisher/1/eng
https://campus.tum.de/tumonline/webnav.ini
https://www.international.tum.de/en/global/comingtotum/tumexchange/#c9058
https://www.international.tum.de/en/global/comingtotum/tumexchange/
https://www.international.tum.de/en/coming-to-tum/exchangestudents/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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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慕尼黑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指南 

院校名称 

慕尼黑大学/ LMU 
 

学校简介 

慕尼黑大学（LMU），始建于 1472年，是坐落于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市中心，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

物理、化学、医学、数学、计算机语言学等领域均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该校有 35 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全球院校

诺奖排名中位列 16 名。 

学校所在地区 

慕尼黑市，德国 

学期时间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2 月下旬（2023 年秋季）；2024 年 4 月-7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

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暂无 

最低语言要求 

建议申请者需具备一定德语基础；英语达到 B2标准，校内遴选将采用具备德语语言基础或有考级成绩者优先、

择优录取的原则。www.lmu.de/international/incoming/language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交换项目 handbook：https://cms-cdn.lmu.de/media/lmu/downloads/lmu_wegweiser_de_2019-08_barr-3.pdf  

2、 https://www.lmu.de/en/study/all-degrees-and-programs/programs-for-international-visiting-students/erasmus-
and-lmuexchange/how-to-apply/index.html#st_img_text__master_3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lmu.de/international/incoming/language
https://cms-cdn.lmu.de/media/lmu/downloads/lmu_wegweiser_de_2019-08_barr-3.pdf
https://www.lmu.de/en/study/all-degrees-and-programs/programs-for-international-visiting-students/erasmus-and-lmuexchange/how-to-apply/index.html#st_img_text__master_3
https://www.lmu.de/en/study/all-degrees-and-programs/programs-for-international-visiting-students/erasmus-and-lmuexchange/how-to-apply/index.html#st_img_text__master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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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海德堡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海德堡大学/ 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 
 

学校简介 

海德堡大学成立于 1386年，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是德国乃至欧洲的科研与教学重镇。大学自创立以来已先

后培养出 1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海德堡大学的教学领域主要涉及生物化学、医学、法学、数学与植物学、天文学、

自然科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音乐、地址与古生物学、植物学等。该校所有开设课程可划分为‘Vorlesungen’,

‘Seminare’, ‘Übungen’三类，教学侧重点均有不同：Vorlesungen属于传统课堂教学，听课人数多，师生互动

较少，授课内容大多涉及基础知识；Seminare听课人数较少，但需要听课者的更多参与，且结课之后有测试；Übungen

则侧重于学生实际技能的培训，如实验技术、翻译技巧等。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人文学院、外文系、法学院、经管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海德堡市，德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10月-2024年 2月下旬（2023年秋季）；2024 年 3月-7月（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

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由于课程衔接的原因，·  ·   

外方特别建议，前往交换的同学为学年制交换，而不是学期交换。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对除我校外文系以外的同学开放。 

2. 海德堡大学无工程类学科，不适合工程类专业同学申请。对方医学院课程不对外开放。 

3. 该校要求申请的交换生 GPA在 3.0 及以上。 

4. http://www.uni-heidelberg.de/courses/prospective/admission_int/guide/online_guide_index.html（交

换项目网页） 

最低语言要求 

该校绝大部分课程以德语教授，申请者需具备一定德语基础，最好已达到 CEFR(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B2水准或持有 DSH或 DAF考级成绩。校内遴选将采用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

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所有国际学生入校后必须参加校方规定的德语语言水平测试。 

2. 除集中授课之外，德语语言课程也会穿插在常规学期时间当中，同时辅以相关德国文化介绍等内容。 

3. 德语水平不足者，可先行选上对方的德语语言集中课程，授课时间为每周 20小时。 

4. 链接 https://lsf.uni-heidelberg.de/下有对交换生开放的课程列表，供同学参考；要求每学期修 30学分课程。 

4. 该校 fact sheet该校 fact sheet 有更多关于项目的信息，强烈建议感兴趣的同学阅读。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签证申请费、住宿（http://www.studentenwerk.uni-

heidelberg.de/zv_portal/zv ）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交通及通讯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uni-heidelberg.de/courses/prospective/admission_int/guide/online_guide_index.html
http://www.studentenwerk.uni-heidelberg.de/zv_portal/zv
http://www.studentenwerk.uni-heidelberg.de/zv_portal/z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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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政治学院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指南 

院校名称 
巴黎政治学院/Paris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学校简介 
巴黎政治学院创建于 1872 年，是一所由法国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埃米尔•布特米（1835-1906 年）建立的高等

教育和研究机构，现在法国拥有巴黎、勒阿弗尔、第戎、芒通、南锡、普瓦捷、兰斯七个校区，设有学士、硕士和

博士三个阶段的课程，在经济、法律、社会和历史四大学科以及政治学领域享有国际盛誉，该些校区均对本科生开

放。 

迄今已有新闻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巴黎市，法国（主校区） 

学期时间 
2023年 8月下旬-2023年 12月下旬（2023 年秋季）；2024年 2 月中下旬-5月中下旬（2024年春季）；参加该

项 目 同 学 需 先 分 别 完 成 2023 年 春 、 秋 季 学 期 期 末 考 试 之 后 方 能 赴 外 学 习 。

http://www.sciencespo.fr/students/en/study/handbook/calendars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对除社科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以外的同学开放。 

最低语言要求 
1. 申请该校法语课程的同学需达到：TCF 400 或 DELF/DALF B2，两项中达到一项即可。 

2. 申请该校英语课程的同学需达到：IELTS 6、TOEFL 87、FCE Grade C、CAE Grade C 或 CPE Grade C；五项中

达到一项即可。 

3. 注意，不同校区及专业的语言要求有可能不同，请前往该校交换生网站查询。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本科生交换项目主页 http://www.international.sciences-po.fr/en/undergraduate-exchange-program

下有更多介绍，供同学参考。 

2. 链接 http://college.sciences-po.fr/siteparis/course-catalogue 下有课程列表，该校没有为交换项目特

别设置的专业和课程，可根据个人兴趣与母校要求在所有开放课程中进行选择。 

3. https://www.sciencespo.fr/college/en  

4. 可选择法语、英语或混合语言授课的课程；录取学生可在该校选择与自己水平相应的法语课程。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用、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

请费、书杂费等。http://www.sciencespo.fr/students/en/get-started/international-students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sciencespo.fr/students/en/study/handbook/calendars
http://www.international.sciences-po.fr/en/undergraduate-exchange-program
http://www.international.sciences-po.fr/en/undergraduate-exchange-program
http://college.sciences-po.fr/siteparis/course-catalogue
https://www.sciencespo.fr/college/en
http://www.sciencespo.fr/students/en/get-started/international-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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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阿尔托大学科技学院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指南 

院校名称 
阿尔托大学，技术学院/ Schools of Technology Aalto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阿尔托大学科技学院系芬兰原赫尔辛基工业大学，该校于 2009 年年底与当地其他两所学校共同合并为阿尔托

大学。原赫尔辛基工业大学是北欧诸国中规模最大的技术型大学，最早成立于 1849 年，1908 年升级为大学，成为

芬兰境内第二大大学。大学旨在培养技术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部分研究领域亦相当突出，如手机通讯工程方面，

与诺基亚及爱立信均有合作。学校目前设有四大学院：化学及材料科学学院、电子通讯及自动化学院、工程及建筑

学院、信息及自然科学学院，下辖 25个系，研究及教学领域涉及自动化和系统技术、机械工程及材料学、工业管理

该校学生活动丰富，每一位在校生均可成为该校 TKY学生联盟成员。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精仪系、电子系、工业工程系、汽车系、物理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埃斯波市（赫尔辛基卫星城），芬兰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4年 1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2 月-6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对除我校建筑学院及美术学院艺术设计类以外的同学开放。 

2. 该校绝大部分以英文授课的课程集中在硕士课程阶段且不少课程对申请者有先修要求。 

3. 交换生不可以从 School of Business, School of Arts, Desing and Atchitecture选课 

4. 交换生所选课程的 2/3（至少）需要来自 one field/one engineering school. 可参考链接 : 

https://into.aalto.fi/display/enuudet/Studies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英语综合听、说、读、写能力。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外语考级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化学学院、电子通讯及自动化学院、工程学院、自然科学学院以英文开设的硕士课程较多；电子通讯、森

林制造工程为该校优势学科。 

2. https://into.aalto.fi/display/enuudet/Incoming+exchange+students  

3. 该校要求一学期内需修满 20-30学分。 

4. Bachelor level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select Master level courses as long as they fulfill the 

course specific prerequisites. 链 接 : 

https://into.aalto.fi/display/enuudet/Incoming+exchange+students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

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into.aalto.fi/display/enuudet/Studies
https://into.aalto.fi/display/enuudet/Incoming+exchange+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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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乌特勒支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乌特勒支大学/ Utrecht University（Universiteit Utrecht） 

学校简介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是荷兰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成立于 1636 年。该校位于荷兰人文荟萃的重镇-乌勒特支，以

其悠久的传统而闻名于世。今天的乌特勒支大学已经发展成为欧洲最大、最有名望、集科研和教学于一体的高等院

校。该校有 14个院系，开设了 70 门学位课程，开设的学科比荷兰的其他任何大学都多。在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体系

中，一直把质量放首要位置。 乌特勒支大学培养出众多知名学者，其中包括物理和天文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赫拉

德.霍夫特。 

迄今已有社科学院、外文系、法学院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乌特勒支市，荷兰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12月（2023年秋季）；2024年 2月-5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

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校历：https://www.uu.nl/en/education/exchange-and-visiting-

students/course-information/academic-calendar  

交流限制 
该校医学、兽医学、药学、生物学方面课程不对外开放；该校理学院（faculty of science）课程中基本没有

英文课程，不建议相关专业同学申请。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原则上需具备托福总分 83 或雅思 6.0（学术类）且写作不低于 5.5，不同专业的要求存在不同，申请

前可查询外方网站确认；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乌特勒支大学学院的语言要求为：IELTS (min average of 7.0 for all components, with no partial score 

lower than 6.5); TOEFL (min score 100)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www.uu.nl/exchange  →course information→choose faculty下有该校各院系英文课程信息。若申请者

学分绩在3.0或以上，申请者还可修读该校university college Utrecht(UCU), Roosevelt academy (RA), the 

international honors college of UU的课程，但不可在UCU、RA、UU中进行交叉选课。 

2. 链接www.uu.nl/exchange下有关于来校国际学生信息，供参考。  

3. 本科生一学期需修读 30ECT 学分课程，一般在 4 门课左右；本科生在达到选课要求的前提下，可少量选修研究

生课程。 
4. https://www.uu.nl/en/education/exchange-and-visiting-students/application  
5. 课程参考链接 https://www.uu.nl/en/education/exchange-and-visiting-students/course-information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住宿需由同学自行解决。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baike.baidu.com/view/6323.htm
https://www.uu.nl/en/education/exchange-and-visiting-students/course-information/academic-calendar
https://www.uu.nl/en/education/exchange-and-visiting-students/course-information/academic-calendar
http://www.uu.nl/exchange
http://www.uu.nl/exchange
https://www.uu.nl/en/education/exchange-and-visiting-students/application
https://www.uu.nl/en/education/exchange-and-visiting-students/course-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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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莱顿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莱顿大学/ Leiden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莱顿大学成立于 1575 年，是荷兰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高等学府。莱顿大学共有 9 大学院，50 多个系所，

150 多个专业。莱顿也是是一座典型的大学城，莱顿大学的各学院遍布全莱顿市，同时，莱顿人文学科排名常年位

居欧洲大陆前列。 

学校所在地区 
莱顿市，荷兰 

学期时间 
2023年 8月下旬-2024年 2月 上旬（2023 年秋季）；2024年 2 月中旬-7月上旬（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

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英文网页 http://www.leiden.edu/ 

2. 该校对交换生的 GPA要求在 3.2及以上。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总分 90或雅思 6.5的成绩； 部分专业会要求雅思 7.0的成绩或托福总分 100，例如：Leiden 

University College The Hague (LUC)。该校不接受 TOEFL® ITP (Institutional Testing Program)的考试成绩。

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交换生每学期可选修 20-30 学分课程。 
2. 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en/education/other-modes-of-study/exchange/study-options/taught-courses  
3. 关于更多课程介绍 http://www.prospectivestudents.leiden.edu/study-abroad-exchange  
4. 链接 http://www.prospectivestudents.leiden.edu/study-abroad-exchange/application-admission/admission-requirements.html. 

下有更多详细申请及项目信息。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

费、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住宿需由同学自行解决。特别注意，所有中国学生前往荷兰该校学习需

要准备一份nuffic certificate： http://www.studyinholland.nl/practical-matters/visas-and-permits/nuffic-

certificate-for-chinese-students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en/education/other-modes-of-study/exchange/study-options/taught-courses
http://www.prospectivestudents.leiden.edu/study-abroad-exchange
http://www.prospectivestudents.leiden.edu/study-abroad-exchange/application-admission/admission-requirements.html
http://www.studyinholland.nl/practical-matters/visas-and-permits/nuffic-certificate-for-chinese-students
http://www.studyinholland.nl/practical-matters/visas-and-permits/nuffic-certificate-for-chinese-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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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TU Delft 

 

学校简介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是荷兰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专业涉及范围最广、最具有综合性的理工大学，其专业几乎

涵盖了所有的工程科学领域，被誉为“欧洲的麻省理工”。 其航空工程，电子工程，水利工程等学科在世界教学及研

究领域都具有很高声望。 

学校所在地区 
代尔夫特市，荷兰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4年 1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2 月-7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对交换生开放的院系包括：Facultu of Applied Sciences,;Facul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Geosciences; Facult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s; Faculty of 

Industrial Design Engineering; Faculty of Mechanical, Maritime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Faculty 

of Technology, Policy and Management，建议相关专业同学申请。 

2. 根据外方要求，相关专业领域仅能接收两名交换；若某一专业领域申报同学较多，学校将进行专门遴选，申报

同学需做好一定思想准备。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总分 90 或雅思 6.5 的成绩 ；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https://www.tudelft.nl/en/education/admission-and-application/exchange-students/requirements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本科生阶段 nanobiology 等专业课程以英文授课的课程数量较多，相当一部分课程均用荷兰语教授；该校

所有研究生课程均以英文教授。英文课程信息请详细查看外方网站。  

2. 交换生每学期可选修 24-30 学分课程。 
3. 链 接 https://www.tudelft.nl/en/education/admission-and-application/exchange-students/requirements/course-

selection-restrictions 下有更多详细项目信息。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住宿需由同学自行解决。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www.tudelft.nl/en/education/admission-and-application/exchange-students/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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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VU University Amsterdam  

 

学校简介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成立于 1880 年，学校目前拥有 12 个系，教学及科研领域涉及人文、生命科学、医学、

经济学、法学、教育和心理学、科学技术、社会文化学等。大学非常注重管理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并将教学质

量作为学校生存的根本点。自由大学在本科生阶段以英文授课的课程数量系全欧洲以英文授课课程数量最多的大学

之一，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法律和生命科学是该校教学和科研水平最高的两个专业，每年均有大批来自各个国家

的学生学习相关专业。 

学校所在地区 
阿姆斯特丹市，荷兰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4年 1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2 月-6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https://vu.nl/en/education/more-about/courses ，打算申报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https://vu.nl/en/education/more-about/nomination-and-application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总分 92或雅思 6.5分的成绩；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申

请交换项目的同学语言成绩必须在对外申请时即满足对方要求。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www.vu.nl/en 下有关于学校总体信息的介绍。 
2. 链接 www.vu.nl/exchange 下有更多和交换生项目相关的信息。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住宿需由同学自行解决。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vu.nl/en/education/more-about/courses
https://vu.nl/en/education/more-about/nomination-and-application
http://www.vu.nl/en
http://www.vu.nl/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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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图温特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图温特大学/ University of Twente,UT 

 

学校简介 
图温特大学创办于 1961 年，是荷兰三大顶尖理工大学联盟 3TU 之一，也是荷兰唯一的一所具有美式校园的

现代化综合大学。图温特大学目前有 6个学院：行为科学学院（GW），经营与管理学院（BBT），科学与技术学院（TNW），

电子工程、数学与计算机学院（EWI），工程技术学院（CTW））以及 2010 年并入的地理信息科学与地球观察（ITC）。 

学校所在地区 
恩斯赫德市，荷兰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4年 1月（2023 年秋季）；2024年 2 月-6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该校在链接https://www.utwente.nl/en/education/exchange-students/programmes/ 中列出所有开放的课

程，不在该列表上的课程均不对交换生开放，打算申报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总分 80 或雅思 6 分的成绩；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https://www.utwente.nl/en/education/exchange-students/english-requirements/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3. 链接 https://www.utwente.nl/en/ 下有关于学校总体信息的介绍。 
4. 链接 https://www.utwente.nl/en/education/exchange-students/programmes/  是课程方面的介绍和交换生项目相关

的信息。 
5. https://www.utwente.nl/en/education/exchange-students/overview/ 交换生项目概览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住宿需由同学自行解决。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www.utwente.nl/en/education/exchange-students/programmes/
https://www.utwente.nl/en/education/exchange-students/english-requirements/
https://www.utwente.nl/en/
https://www.utwente.nl/en/education/exchange-students/programmes/
https://www.utwente.nl/en/education/exchange-students/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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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奥斯陆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奥斯陆大学/ University of Oslo 

 

学校简介 
奥斯陆大学创办于 1811 年，历史悠久，是挪威王国最高学府，位于首都奥斯陆，由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下令

建立。数理学院、法学院、经济学、人文学院等学科设置较强。奥斯陆大学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

学以及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并列为北欧地区四大学府。 

http://www.uio.no  
学校所在地区 

奥斯陆市，挪威 

 

学期时间 
2023 年 9 月-2024 年 1 月（2023 年秋季）；2024 年 2 月-6 月（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该校在链接https://www.uio.no/english/studies/courses/ 中列出所有开放的课程，不在该列表上的课程

均不对交换生开放，打算申报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最低语言要求 
校 内 选 拔 时 将 采 用 有 考 级 成 绩 者 优 先 、 择 优 录 取 的 原 则 。

https://www.uio.no/english/studies/admission/exchange/english-requirements.html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https://www.uio.no/english/studies/international-students/ 下有关于学校总体信息的介绍。 
2. 链接 https://www.uio.no/english/studies/courses/ 是课程方面的介绍和交换生项目相关的信息。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住宿需由同学自行解决。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uio.no/
https://www.uio.no/english/studies/courses/
https://www.uio.no/english/studies/admission/exchange/english-requirements.html
https://www.uio.no/english/studies/international-students/
https://www.uio.no/english/studies/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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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指南 

院校名称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TH) 
 

学校简介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成立于 1827年，系瑞典最大的工学院之一，也是瑞典最大、最古老的技术型院校之一，除

培养出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外，瑞典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工程师均出自该校。学校主要致力于自然科学、建筑、

工程及技术方面各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在信息交流及生物技术方面尤其有自己的专长，拥有设施精良的研究中心。

学校目前提供诸多学科的英文课程，主要包括生物物理,管理信息系统,机械工程,环境工程,信息和通信系统安全,

材料处理,量子物理,交互系统工程,房地产管理,软件工程,系统芯片设计,能源工程,计算科学等。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化学系、建筑学院、土木工程系、生物系、工物系、自动化、工业工程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

目。 

学校所在地区 
斯德哥尔摩市，瑞典 

 

学期时间 
2023年 8月下旬-2024年 1月中旬 （2023 年秋季）；2024年 1月上旬-5月中旬（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

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建筑学院课程不对交换生开放，不建议建筑学院同学申报。 

2. 该校以下课程领域对交换生开放：生物科学学院、化学工程学院、电脑科学学院、电子工程学院、信息及通讯

技术学院、工业工程及管理学院、工程科学学院、科学及健康学院。 

3. 只提供线下交换。 

最低语言要求 

原则上建议满足 TOEFL 90 or IELTS 6.5。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考级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http://www.kth.se/studies/exchange?l=en_UK 下有关于参加交换项目的信息，建议同学在申请之前进

行阅读。课程介绍链接 https://www.kth.se/en/studies/exchange/courses  

2. https://www.kth.se/student/kurser/sokkurs?l=en_UK  

3. 信息交流、生物技术等为该校优势学科。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kth.se/studies/exchange?l=en_UK
https://www.kth.se/en/studies/exchange/courses
https://www.kth.se/student/kurser/sokkurs?l=en_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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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指南 

院校名称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Stockholm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斯德哥尔摩大学成立于 1878 年，系瑞典规模最大的综合类大学之一，拥有超过 5 万名本科生和硕士生及 1800

名博士生。大学由人文、法律、自然及社会科学四大学院组成，下属系、研究所及院系约 80个。许多知名教师及研

究者均在该大学工作过，其中包括 6名诺贝尔奖得主及俄罗斯著名数学家、全欧洲第一名女性教授娃耶斯基。 

迄今已有社科学院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斯德哥尔摩市，瑞典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上旬-2024年 1月下旬 （2023 年秋季）；2024年 2月中旬-6月中旬（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

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没有工程类学科，不适合相关专业同学申报。 

2. 该校商学院（school of business）里的部分创业类课程不对外开放。 

3. 相当一部分院系的课程均有先修要求，例如法学院要求有 120学分的法律课程学习基础，且少数课程的修读时

间为一至两年，同学在选课时需注意。 

最低语言要求 

1. 除申请商学院者：托福网考 79或雅思总分 6.0且各项单科不低于 5.5。 

2. 申请商学院者：托福网考 80或雅思总分 6.5。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交换生一学期需选修 30 Swedish HEC 学分的课程，相当于 30 ECTS。 

2. 链接 http://www.su.se/english/departments 下有各院系列表。 

3. www.su.se/coursecatalogue  

4. 商学院和法学院的特殊要求: 

法学院和商学院的课程非常紧俏，选课并不能保证。商学院在开学前的一周能够确认具体课程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su.se/english/departments
http://www.su.se/coursecat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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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隆德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指南 

院校名称 
瑞典隆德大学/ Lund University（LTH） 

 

学校简介 
隆德大学始建于 1666 年，是北欧最大的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也是世界百强大学之一。大学目前拥有八个院

系，众多研究中心及专业学术机构，教学及研究领域涉及自然科学、法律、社会科学、经济管理、医学、工程技术、

人文科学、神学和艺术，学校有超过 500 门课程均以英文授课。隆德大学位于瑞典南部的隆德市，城市治安良好，

文化科学氛围浓厚。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美术学院、工业工程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隆德市，瑞典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上旬-2024年 1月下旬 （2023 年秋季）；2024年 1月上旬-6月上旬（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

需 先 分 别 完 成 2023 年 春 、 秋 季 学 期 期 末 考 试 之 后 方 能 赴 外 学 习 。 外 方 大 学 校 历 ：

http://www.lunduniversity.lu.se/international-admissions/why-study-at-lund-university/academic-

calendar 

交流限制 
1. 该校的 Faculty of Performing Arts, Malmö Art Academy, Faculty of Medicin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均不对交换生开放。 

2. 该校经济管理学院（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课程非常抢手，同学可能会面临选课困难。 

3. 该校部分课程可能有先修要求，同学申请时需注意；本科生原则上不能选修该校研究生课程。 

4. 外方大学交换项目介绍 http://www.lunduniversity.lu.se/international-admissions/exchange-study-

abroad/exchange-studies/exchange-application-and-acceptance 

最低语言要求 

外方无严格要求，但建议申请同学具备托福网考总分 90且写作不低于 20或雅思（学术类）总分 6.5且各项单

科均不低于 5.5的成绩；校内选拔时将本着有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对于直接申请对方瑞典语言课程

者，申请者需具备瑞典语 B级水平。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 接 http://www.lunduniversity.lu.se/international-admissions/exchange-study-abroad/exchange-studies/find-

exchange-courses （或链接 www.lu.se/lubas/subjects）下有关于该校各院系开设的英文课程交换学生综合情

况介绍。 

2. 各院系对申请者的要求会有不同，同学需对打算申请的院系要求进行了解；该校 fact sheet 中有更详细情况

介绍，打算申请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3. 交换生一学期可选 30-45学分课程。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lunduniversity.lu.se/international-admissions/why-study-at-lund-university/academic-calendar
http://www.lunduniversity.lu.se/international-admissions/why-study-at-lund-university/academic-calendar
http://www.lunduniversity.lu.se/international-admissions/exchange-study-abroad/exchange-studies/find-exchange-courses
http://www.lunduniversity.lu.se/international-admissions/exchange-study-abroad/exchange-studies/find-exchange-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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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学院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指南 

院校名称 
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Char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学校简介 
查尔姆斯理工大学是欧洲顶尖的理工大学及研究型大学之一。1829 年成立以来，学校的主旨就是将研究热情和

工程、建筑、数学和自然科学教育的悠久传统相结合，从探索的乐趣和学习新知的渴求中激发灵感。瑞典全国大约

40%左右的工程师和建筑师都是该校毕业生，是瑞典就业率最高的大学。该校拥有强大的环境科技，IT 科技，纳米

技术，生物工程，汽车工程与建筑学系，该校硕士阶段的课程均采用英文授课。 

学校所在地区 
哥德堡市，瑞典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上旬-2024年 1月下旬 （2023年秋季）；2024年 1月下旬-6月中旬（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

同 学 需 先 分 别 完 成 2024 年 春 、 秋 季 学 期 期 末 考 试 之 后 方 能 赴 外 学 习 。

https://student.portal.chalmers.se/en/chalmersstudies/Pages/TheAcademicYear.aspx  

交流限制 
1. 该校以下专业课程不对外开放：inter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enterpreneuship and business design, 

marinetime management。 

2. 本科生需尤其关注课程开放情况。外方建议在查询课程的时候选择多项指标进行查询，如 study level, 

department, study program等。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良好的英语综合使用能力，校内选拔时将采取有托福、雅思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 校 所 有 开 设 课 程 均 可 通 过 链 接

https://student.portal.chalmers.se/en/chalmersstudies/courseinformation/Pages/SearchCourse.aspx 进行查询。 

2. 交换生在读期间一学期可选修共计 30 学分课程，约相当于 4 门课；该校秋季学期课程安排将于当年 6 月份出

台、春季学期课程安排将于前一年 12 月份出台。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根据该校提供数据，一个月的住宿从 320-600 欧元不等，视所住地段及房型而定。链接

https://student.portal.chalmers.se/en/chalmersstudies/incomingexchange/Pages/default.aspx 下有更多交换相关相关信息。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student.portal.chalmers.se/en/chalmersstudies/Pages/TheAcademicYear.aspx
https://student.portal.chalmers.se/en/chalmersstudies/courseinformation/Pages/SearchCourse.aspx
https://student.portal.chalmers.se/en/chalmersstudies/incomingexchange/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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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TH Zürich   

学校简介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成立于 1460 年，是瑞士联邦政府两所工业大学之一，也是世界著名工学院之一。本着为

国家振兴科学研究的宗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目前拥有 80个研究所、实验室，330位各级教授及 840名讲师，有

将近 2万名中外学生在此学习。该校大部分的硕士课程以英文授课，教学领域涉及工程科学、建筑、数学及自然科

学、地球及环境科学、管理及社会科学等。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被称为盛产诺贝尔奖的大学，有包括伦琴、爱因斯

坦在内的多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化学奖，还有多人获得相关领域的最高学术奖项。 

迄今已有汽车系、生医系、电机系、环境学院、工物系、自动化系、电子系、材料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苏黎世市，瑞士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中旬-2023年 12月上旬（2023 年秋季）；2024年 2下中旬-6月中旬（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

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校历：https://www.ethz.ch/en/news-and-

events/academic-calendar.html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对除我校建筑学院及美术学院艺术设计类以外的同学开放。 

2. 交换一学期最少选择 20 学分课程 

3. 本科生不一定都能选上对方硕士课程。 

4. 部分课程可能有单独限制，实际情况需参照该校的课程情况介绍（www.courses.ethz.ch）。 

最低语言要求 
该校绝大部分本科课程用德语教授，少量课程及研究生课程以英语授课，申请者需具备综合使用英语的能力

及一定德语基础。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外语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www.courses.ethz.ch 下有课程信息，建议同学申请之前进行仔细阅读。 

2. 链接 https://www.ethz.ch/en/studies/non-degree-courses/exchange-and-visiting-studies.html 下有关于交换学生项目

情况介绍，供同学参考。 

3. 本科生在征得校方许可的情况下课选上部分硕士课程，该校绝大部分硕士课程以英文授课。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用、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

请费、书杂费等。学生生活主页：https://www.ethz.ch/en/studies/non-degree-courses/exchange-and-visiting-

studies/living-in-zurich.html  

外方奖学金情况 
部分同学可能获得该校提供的奖学金，具体金额将视实际入围同学人数而定，届时将另行通知。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www.ethz.ch/en/news-and-events/academic-calendar.html
https://www.ethz.ch/en/news-and-events/academic-calendar.html
http://www.courses.ethz.ch/
http://www.courses.ethz.ch/
https://www.ethz.ch/en/studies/non-degree-courses/exchange-and-visiting-studies/living-in-zurich.html
https://www.ethz.ch/en/studies/non-degree-courses/exchange-and-visiting-studies/living-in-zuri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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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苏黎世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苏黎世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Zurich  

学校简介 
苏黎世大学创立于 1833 年，是瑞士规模最大、授课专业最全面的综合型、研究型大学。苏黎世大学作为欧洲

研究型大学组织（LERU）成员之一，在生命科学、经济学、人文学科方面的研究均位居领先。大学拥有共计神学

系、法律系、经济学系、医学系、兽医学系、哲学系、数学-自然科学系 7 个院系及超过 150 个研究所。先后

培养出 12 位诺贝尔奖得主。苏黎世大学国际化程度高，校内 17%的学生及超过一半的教授均来自国外。大学位于

瑞士德语区的苏黎世，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国际化城市，每年有多达 100 多个国际型会议在此举行，城市文化氛围浓

厚。迄今已有社科学院\生命学院、外文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苏黎世市，瑞士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中旬-2023年 12月中旬（2023 年秋季）；2024年 2月中旬-6月中旬（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

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该校在经济学、商务管理、信息科技、数学、生物、化学、物理、法学、政治科学、英语语言文学领域有较多

英语课程，建议相关专业同学申请，确保能选上足够的英文课程。 

交 换 生 指 南 下 载 链 接 ： http://www.int.uzh.ch/dam/jcr:b1995062-0498-4ac6-adc4-

6f9c48addd51/170623_Factsheet%20UZH%20neu_excel.pdf  

最低语言要求 
1. 该校英语语言文学、政治科学、数学、生物、物理、滑雪、经济学、商务管理方面课程基本以英文授课，申请

该些课程的同学需具备托福网考 90或雅思 6.5水平，无需具备德语基础。 

2. 申请其余课程的同学需具备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标准的德语 C1水平。 

3. 具体参考链接：http://www.int.uzh.ch/en/in/program/world/university.html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https://studentservices.uzh.ch/uzh/anonym/vvz/index.html?sap-language=EN&sap-ui-language=EN 

以及 http://www.degrees.uzh.ch下有课程方面的具体信息，供查询。 

2. 该校为交换生免费提供德语语言课程（仅收取约 100瑞士法郎的注册费），在正式课程开始之前两周。 

3. 交换生一学期需最少修读 20 ECTS学分课程；该校 fact sheet 有关于课程方面的更详细信息，打算申报的同

学务必仔细阅读。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 请 费 、 书 杂 费 等 ， 住 宿 需 由 同 学 自 行 解 决 。  外 方 住 宿 链 接 ：

http://www.int.uzh.ch/en/in/organization/housing.html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int.uzh.ch/dam/jcr:b1995062-0498-4ac6-adc4-6f9c48addd51/170623_Factsheet%20UZH%20neu_excel.pdf
http://www.int.uzh.ch/dam/jcr:b1995062-0498-4ac6-adc4-6f9c48addd51/170623_Factsheet%20UZH%20neu_excel.pdf
http://www.int.uzh.ch/en/in/program/world/university.html
https://studentservices.uzh.ch/uzh/anonym/vvz/index.html?sap-language=EN&sap-ui-language=EN
http://www.degrees.uzh.ch/
http://www.int.uzh.ch/en/in/organization/hous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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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洛桑理工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洛桑理工大学/ É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 (EPFL) 

学校简介 
瑞士洛桑理工学院成立于 1853 年，是瑞士两所联邦理工学院之一。洛桑理工学院由 7 个学院组成，分别是基

础科学学院、工程学院、环境，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计算机通信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技术管理学院、人文学院。 
迄今已有计算机系、医学院等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洛桑市，瑞士 

 

学期时间 
2023年 8月中旬-2023年 12月中旬（2023 年秋季）；2024年 1月中旬-6月中旬（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

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校本科生阶段课程基本以法语授课，打算该校本科生阶段课程的同学必须具备法语语言基础，B2为佳。 

2. 该校建筑学、科技管理(management of technology)、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领域的课程不对交

换生开放。 

3. http://sac.epfl.ch/exchange-incoming  

4. 申 请 流 程 介 绍 : https://www.epfl.ch/education/international/en/coming-to-epfl/semester-

courses/procedure/  

5. *The 2022-23 Fact Sheet will be available at the beginning of 2022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综合使用英语或法语语言能力，选修法语授课课程的申请者需达到欧盟 B1 水准；校内选拔时将

采用有外语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院系开课信息链接为 http://sae.epfl.ch/op/edit/page-98826.html，点选进入，有旗帜符号标注授课语言。 

2. 交换生一学期可修读 20-30 ECTS 学分课程。 

3. 链接 http://sae.epfl.ch/exchange-incoming 下有相关项目信息。 

4. https://www.epfl.ch/education/international/en/coming-to-epfl/semester-courses/studies/  

5. https://go.epfl.ch/studies  

6. 申请流程：http://www.epfl.ch/education/international/en/coming-to-epfl/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住宿需由同学自行解决，链接 http://sae.epfl.ch/cost-of-living 下有详细当地费用说明。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ac.epfl.ch/exchange-incoming
https://www.epfl.ch/education/international/en/coming-to-epfl/semester-courses/procedure/
https://www.epfl.ch/education/international/en/coming-to-epfl/semester-courses/procedure/
http://sae.epfl.ch/op/edit/page-98826.html%EF%BC%8C%E7%82%B9%E9%80%89%E8%BF%9B%E5%85%A5%EF%BC%8C%E6%9C%89%E6%97%97%E5%B8%9C%E7%AC%A6%E5%8F%B7%E6%A0%87%E6%B3%A8%E6%8E%88%E8%AF%BE%E8%AF%AD%E8%A8%80
http://sae.epfl.ch/op/edit/page-98826.html%EF%BC%8C%E7%82%B9%E9%80%89%E8%BF%9B%E5%85%A5%EF%BC%8C%E6%9C%89%E6%97%97%E5%B8%9C%E7%AC%A6%E5%8F%B7%E6%A0%87%E6%B3%A8%E6%8E%88%E8%AF%BE%E8%AF%AD%E8%A8%80
http://sae.epfl.ch/exchange-incoming
https://www.epfl.ch/education/international/en/coming-to-epfl/semester-courses/studies/
https://go.epfl.ch/studies
http://www.epfl.ch/education/international/en/coming-to-epfl/
http://sae.epfl.ch/cost-of-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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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学院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马德里理工学院/ Universidad Politècnica de Madrid  

  

学校简介 
马德里理工学院是西班牙的一所公立大学，是西班牙教学质量最为出色的理工类大学之一，西班牙几乎所有

一流理工科教师和研究者均出自该校。其中的建筑学院、工业工程学院等均成立于 18 世纪。该校的建筑学专业、

信息技术管理专业、电信工程专业、工业工程专业、信息工程专业等均为西班牙大学中最优秀的。 

迄今已有工业工程系、建筑学院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马德里市，西班牙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中旬-2023年 12月 中旬（2023 年秋季）；2024年 2 月中旬-6 月中旬（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

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无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80或雅思（学术类）总分 6.5分水平。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本科生阶段仅材料工程专业以英文授课；该校计算机科学学院、电信工程学院、工业工程学院（包括电机、

电子、机械、化工类学科）以英文授课的硕士课程较多；打算申请该校建筑学院课程的同学务必关注授课语言

情况且需具备一定西班语基础。 

2. 课程信息：https://www.upm.es/internacional/Students/CourseCatalogInEnglish 。届时，各学院会提供给意向申请

者更多的申请及选课信息。 

3. 交 换 生 一 学 期 最 多 可 选 上 6 门 课 。 链 接 

http://www.upm.es/internacional/Students/ExchangeMobilityPrograms/InternationalProgram 下有课程

信息（包括英文课程）。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用、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

请 费 、 书 杂 费 等 。 国 际 学 生 在 当 地 的 住 宿 费 用 约 为 每 月 800 欧 元 。 外 方 院 校 住 宿 介 绍 ：

http://www.upm.es/internacional/Students/Student+Attention/1d6c249f31a97210Vg nVCM10000009c7648aRCRD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www.upm.es/internacional/Students/CourseCatalogInEnglish
http://www.upm.es/internacional/Students/ExchangeMobilityPrograms/InternationalProgram
http://www.upm.es/internacional/Students/Student+Attention/1d6c249f31a97210Vg%20nVCM10000009c7648aRC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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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学院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瓦伦西亚理工学院/Universidad Politècnica de Valencia (UPV)  

学校简介 
瓦伦西亚理工大学系西班牙公立大学之一，也是西班牙最优秀的理工类大学之一，建校于 1968 年，由当时的

若干技术院校合并而成，其中部分学院和学科具有百年以上传统，发展至今已成为拥有约 45 个系科、学科内容涵

盖设计艺术、工程、植物、机电、生化、材料学、建筑、雕塑等专业理工类大学。该校拥有三个校区：Vera，Gandia 

和 Alcony校区。该校国际化程度高，每年招收来自世界各地交换学生 2200余名。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建筑学院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瓦伦西亚市，西班牙 

学期时间 
2023 年 9 月中旬-2023 年 12 月 中旬（2023 年秋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完成 2023 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之

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项目官网：www.opii.upv.es  

2. 校历：https://www.upv.es/perfiles/estudiante/calendario-academico-es.html  

3. 该校系纯理工类大学，没有文科。该校 Vera校区有如下学院均对外开放：faculty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faculty of fine arts, school of agriculture，school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school of Design Engineering，school of 

Engineering in Geodesy, Cartography and Surveying，schoo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school of 

Tele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4. 商学专业竞争激烈；建筑学专业最多不超过 2人。该校建筑学院可能对申请有限制，且大部分课程以西班牙语

教授，相关专业同学在申报时需注意，前往外方网站查询课程。 

5. 课程信息：http://www.upv.es/entidades/OPII/infoweb/pi/info/818871normali.html  

最低语言要求 
该校以英文授课的课程较多，申请者需具备良好英文综合使用能力，托福 80，且最好具备一定西班牙基础。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http://www.upv.es/entidades/OPII/menu_urli.html?http://www.opii.upv.es/previsualizar2.asp?id=134&web=8；

http://www.upv.es/entidades/OPII/infoweb/pi/info/818871normali.html 下有该校以英文授课课程。另一个关于课程

的链接：https://www.upv.es/estudios/grado/index-en.html。 

2. 该 校 Gandia 校 区 的 西 班 牙 语 强 化 课 程 系 收 费 课 程 ， 链 接

http://www.upv.es/entidades/OPII/infoweb/pi/info/758347normali.html下有详细情况介绍。 

3. 该校建议学生一个学期最少修读 4门课程。 

4. 外 方 院 校 交 换 生 指 南 下 载 链 接 ：

http://www.upv.es/entidades/OPII/menu_urlc.html?/entidades/OPII/infoweb/pi/info/U0631335.pdf 

5. 英文授课课程: https://www.upm.es/internacional/Students/CourseCatalogInEnglish ;  

6. 西班牙语授课课程: https://www.upm.es/Estudiantes/Estudios_Titulaciones/EstudiosOficialesGrado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用、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

请费、书杂费等。外方院校住宿介绍网站：https://www.upv.es/perfiles/estudiante/alojamientos-residencias-

en.html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http://www.opii.upv.es/
https://www.upv.es/perfiles/estudiante/calendario-academico-es.html
http://www.upv.es/entidades/ETSGE/index-en.html
http://www.upv.es/entidades/ETSICCP/index-en.html
http://www.upv.es/entidades/ETSINF/index-en.html
http://www.upv.es/entidades/ETSID/index-en.html
http://www.upv.es/entidades/ETSIGCT/index-en.html
http://www.upv.es/entidades/ETSIGCT/index-en.html
http://www.upv.es/entidades/ETSII/index-en.html
http://www.upv.es/entidades/ETSIT/index-en.html
http://www.upv.es/entidades/ETSIT/index-en.html
http://www.upv.es/entidades/OPII/infoweb/pi/info/818871normali.html
http://www.upv.es/entidades/OPII/menu_urli.html?http://www.opii.upv.es/previsualizar2.asp?id=134&web=8%EF%BC%9Bhttp://www.upv.es/entidades/OPII/infoweb/pi/info/818871normali.html
http://www.upv.es/entidades/OPII/menu_urli.html?http://www.opii.upv.es/previsualizar2.asp?id=134&web=8%EF%BC%9Bhttp://www.upv.es/entidades/OPII/infoweb/pi/info/818871normali.html
http://www.upv.es/entidades/OPII/menu_urli.html?http://www.opii.upv.es/previsualizar2.asp?id=134&web=8%EF%BC%9Bhttp://www.upv.es/entidades/OPII/infoweb/pi/info/818871normali.html
https://www.upv.es/estudios/grado/index-en.html
http://www.upv.es/entidades/OPII/infoweb/pi/info/758347normali.html
http://www.upv.es/entidades/OPII/menu_urlc.html?/entidades/OPII/infoweb/pi/info/U0631335.pdf
https://www.upm.es/internacional/Students/CourseCatalogInEnglish
https://www.upm.es/Estudiantes/Estudios_Titulaciones/EstudiosOficialesGrado
https://www.upv.es/perfiles/estudiante/alojamientos-residencias-en.html
https://www.upv.es/perfiles/estudiante/alojamientos-residencias-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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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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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里斯本科技大学 2023-2024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里斯本科技大学/ Universidade de Lisboa 
 

学校简介 
葡萄牙里斯本技术大学是葡萄牙一个重要的高等学府，多年以来为葡萄牙乃至欧洲的科学研究领域培养了大批

人才。 

学校所在地区 
里斯本市，葡萄牙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上旬-2024年 1月中旬 （2023 年秋季）；2024年 2月中旬-6月上旬（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

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除具有葡语语言基础的申请者之外，申请者需选修外方的英文课程。 

最低语言要求 
该校部分课程或部分阶段的课程以葡语授课，请申请者详细参考该校英文课程链接及列表。 

需要提供英语语言能力证明，能力达 B2及以上： IELTS, TOEFL, Cambridge, Duolingo and EFSET (均需在

2年有效期内)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主页 http://tecnico.ulisboa.pt/en/  下有更多学校介绍，供同学参考。 

2. 链接 https://fenix.tecnico.ulisboa.pt/cursos/muot/curriculo以及 https://tecnico.ulisboa.pt/en/education/courses/masters-
programmes/下有该校开设课程列表，建议同学在申请前进行阅读。  

3. Integrated Masters: https://tecnico.ulisboa.pt/en/education/courses/integrated-masters-

programmes/  

4. 交换项目链接： https://fenix.tecnico.ulisboa.pt/applications/erasmus/preregistration 下为里斯本

技术大学的项目申请主页，建议同学在申请前进行阅读。 

5. 项 目 申 请 相 关 要 求 ： https://aai.tecnico.ulisboa.pt/en/nucleo-de-mobilidade-e-cooperacao-

internacional/do-mundo-para-o-tecnico/candidaturas-in  

在外开支说明 
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部分）住宿及餐饮费、学生保险费用、当地交通及通讯费、

签证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tecnico.ulisboa.pt/en/
https://fenix.tecnico.ulisboa.pt/cursos/muot/curriculo
https://tecnico.ulisboa.pt/en/education/courses/integrated-masters-programmes/
https://tecnico.ulisboa.pt/en/education/courses/integrated-masters-programmes/
https://fenix.tecnico.ulisboa.pt/applications/erasmus/preregistration
https://aai.tecnico.ulisboa.pt/en/nucleo-de-mobilidade-e-cooperacao-internacional/do-mundo-para-o-tecnico/candidaturas-in
https://aai.tecnico.ulisboa.pt/en/nucleo-de-mobilidade-e-cooperacao-internacional/do-mundo-para-o-tecnico/candidatur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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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米兰理工大学/ Politecnico di Milano 

 

学校简介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座落在意大利最富饶的伦巴第大区首府米兰市中心，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专业分布极

为广泛，师资力量雄厚的大学。主校区建于 1863年，是由一群米兰知名学者和企业家组建而成的。在过去的几十

年里，学校踊跃出现了知名数学家弗朗西斯科布里奥斯基，路易吉克雷莫纳，朱利奥纳塔（曾于 1963年获得诺贝

尔化学奖）等人。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的工程、建筑、工业设计等专业一直在欧洲国家大学中排名靠前且负有盛

名，它的许多课程一直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机构中处于领先地位。  

迄今已有建筑学院、汽车系、美术学院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米兰市，意大利 

 

可接收人数 
2023-2024 学年度该校共计可接收 3人，其中建筑领域可接收 1 人，设计领域可接收 1人，工程方向最多可接

收 1 人；每人在读一学期。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中旬-2023年 12月 中旬（2023 年秋季）；2024年 2 月中旬-6 月中旬（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

目同学需先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申请者需选择该校的以英文授课的课程。 

一些建筑和设计方向的课程对交换生不开放。 

http://www.polinternational.polimi.it/exchange/nomination-incoming-exchange-students/  

https://www.polimi.it/en/international-prospective-students/laurea-magistrale-programmes-

equivalent-to-master-of-science/programme-catalogue/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良好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至少达到 B2 level；校内选拔时将采用有外语考级成绩者优先、择优录

取的原则。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该校主页为 www.polimi.it。 

2. 链 接

https://www4.ceda.polimi.it/manifesti/manifesti/controller/ManifestoPublic.do?evn_gointrocarrello=evento&k_cf=-
2&k_corso_la=-
2&al_id_srv=126&returnURL=http%3A%2F%2Fwww.polimi.it&lang=EN&lang=EN&__pj0=0&__pj1=d271809118
5a1aaace71986c679e1794 下有该校课程信息，包括英文课程。 

3. https://www.polimi.it/en/programmes/laurea-magistrale-equivalent-to-master-of-science/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polinternational.polimi.it/exchange/nomination-incoming-exchange-students/
https://www.polimi.it/en/international-prospective-students/laurea-magistrale-programmes-equivalent-to-master-of-science/programme-catalogue/
https://www.polimi.it/en/international-prospective-students/laurea-magistrale-programmes-equivalent-to-master-of-science/programme-catalogue/
http://www.polimi.it/
https://www4.ceda.polimi.it/manifesti/manifesti/controller/ManifestoPublic.do?evn_gointrocarrello=evento&k_cf=-2&k_corso_la=-2&al_id_srv=126&returnURL=http%3A%2F%2Fwww.polimi.it&lang=EN&lang=EN&__pj0=0&__pj1=d2718091185a1aaace71986c679e1794
https://www4.ceda.polimi.it/manifesti/manifesti/controller/ManifestoPublic.do?evn_gointrocarrello=evento&k_cf=-2&k_corso_la=-2&al_id_srv=126&returnURL=http%3A%2F%2Fwww.polimi.it&lang=EN&lang=EN&__pj0=0&__pj1=d2718091185a1aaace71986c679e1794
https://www4.ceda.polimi.it/manifesti/manifesti/controller/ManifestoPublic.do?evn_gointrocarrello=evento&k_cf=-2&k_corso_la=-2&al_id_srv=126&returnURL=http%3A%2F%2Fwww.polimi.it&lang=EN&lang=EN&__pj0=0&__pj1=d2718091185a1aaace71986c679e1794
https://www4.ceda.polimi.it/manifesti/manifesti/controller/ManifestoPublic.do?evn_gointrocarrello=evento&k_cf=-2&k_corso_la=-2&al_id_srv=126&returnURL=http%3A%2F%2Fwww.polimi.it&lang=EN&lang=EN&__pj0=0&__pj1=d2718091185a1aaace71986c679e1794
https://www.polimi.it/en/programmes/laurea-magistrale-equivalent-to-master-of-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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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杜伦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杜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Durham 

学校简介 
英国杜伦大学创立于1832年，是英格兰第三古老的大学，它是位于英国东北部小城达勒姆的一所世界著名公

立研究型大学，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同为传统学院制的联邦制大学，这三所学校也是英格兰地区最古老的古典

大学。杜伦大学稳居英国前十，世界前50，也是著名的科英布拉集团和罗素大学集团成员之一 

学校所在地区 
杜伦市，英国  

学期时间 
杜伦大学与牛津剑桥相似，保留三个学期的传统。Term 1 Michaelmas；Term 2 Epiphany；Term 3 Easter。 参加该项目

同学可选择在 Term 1交换交换一学年（Oct-June），请各位同学根据自身学业情况判断。 

交流限制 
1. 交 换 生 项 目 链 接 https://www.dur.ac.uk/international/studyabroad/incoming/ 和 

https://www.dur.ac.uk/international/studyabroad/exchange/overseas/  
2. 交换生最多只能选三个系的课程。 

3. Classes within the English Studies department are limited so approval cannot be guaranteed. 

4. 外方要求申请者 GPA在 3.0以上（4.0）。 

5. 由于外方大学课程设置原因，如果交换时限短于一学年（含），成绩单只能在每年 6月份发放。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需具备托福网考 92（no component under 23）或雅思 6.5的成绩 (with no element below 6)。链接

https://www.dur.ac.uk/international/studyabroad/erasmus/programmeinformation/#language 下有更详

细说明。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交换生一学期可选修 6门课程。该校主页链接 www.dur.ac.uk/faculty.handbook 下有各系开设专业详列，建

议同学在申请之前做仔细阅读。 

2. 申 请 者 必 须 选 和 自 身 专 业 相 关 的 课 程 ； 关 于 课 程 介 绍 链 接

https://www.dur.ac.uk/international/studyabroad/erasmus/incoming/howtoapply/#choosingmodules 下有关于该校开设

课程信息，打算申请的同学务必仔细阅读。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

费、书杂费等。链接 www.dur.ac.uk/colleges/undergraduate/costs 下有相关费用情况介绍。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对方大学项目 factsheet：https://www.durham.ac.uk/media/durham-university/global/global-

opportunities/incoming/Durham-University-Key-Data-Sheet.pdf，建议仔细参考。 

 
  

https://www.dur.ac.uk/international/studyabroad/incoming/
https://www.dur.ac.uk/international/studyabroad/exchange/overseas/
http://www.dur.ac.uk/faculty.handbook
https://www.durham.ac.uk/media/durham-university/global/global-opportunities/incoming/Durham-University-Key-Data-Sheet.pdf
https://www.durham.ac.uk/media/durham-university/global/global-opportunities/incoming/Durham-University-Key-Data-She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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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华威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华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学校简介 
英国华威大学创立于1965年，是一所稳居英国前十、全球五十强的公立大学，以其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和师生

互动式教学模式闻名。 

学校所在地区 
考文垂市，英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10月-12月 （2023年秋季）；2024年 1 月中旬-5 月中旬（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分别

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对除外文系以外的其他院系同学开放。 

2. 该校医学(medicine)、护理学(nursing)、产科学(midwifery)、物理疗法科学(physiotherapy)、建筑学

(architecture)及城市环境科学(built environment)领域的课程不对外开放。 

3. 本科生不能选上该校研究生层次的课程。 

4. 外方要求申请者 GPA在 3.0以上（4.0）。 

5. www.warwick.ac.uk/go/studyabroad  

最低语言要求 
申 请 者 需 具 备 托 福 网 考 92 或 雅 思 6.5 的 成 绩 。 链 接

http://www2.warwick.ac.uk/study/undergradaute/apply/language/下有更详细说明。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交换生一学期可选修 60-70 学分课程。 

2. 申请者必须选和自身专业相关的课程 

3. https://warwick.ac.uk/services/studentopportunity/studentmobility/studyatwarwick/universitypart

ners/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

费、书杂费等。https://warwick.ac.uk/services/studentopportunity/studentmobility/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暂无 

  

http://www.warwick.ac.uk/go/studyabroad
https://warwick.ac.uk/services/studentopportunity/studentmobility/studyatwarwick/universitypartners/
https://warwick.ac.uk/services/studentopportunity/studentmobility/studyatwarwick/universitypartners/
https://warwick.ac.uk/services/studentopportunity/student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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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埃克斯特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埃克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xeter 
 

学校简介 
埃克斯特大学是英国著名的传统大学之一，目前综合实力在英国 122 所高校中位列第 7，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855年创立的艺术学院。该校的教育学院是英国最大且最负盛名的学院之一，商学与经济学院、法学院、工程学院

亦享有口碑。学校目前拥有约 11500名在校生，其中包括来自 100多个国家的约 1200名海外学生。 

迄今已有外文系、工物系的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埃克斯特市，英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3年 12月 （2023 年秋季）；2024年 1 月中旬-5 月中旬（2024 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

先分别完成 2023 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对除外文系以外的其他院系的同学开放。 

2. 该校医学院课程不对外开放。 

最低语言要求 
1. 申请该校除 accountancy, business, economics, English history, law, pyschology课程以外的同学需具

备雅思总分 6.5 且写作单科不低于 6.0 且其余各项均不低于 5.5 的成绩或需具有托福网考总分 90 且写作及听

力 不 低 于 21 、 阅 读 不 低 于 22 、 口 语 不 低 于 23 的 成 绩 。

https://www.exeter.ac.uk/study/studyabroadprogrammes/apply/entryrequirements/  
2. 申请该校 accountancy, business, economics, English history, law, pyschology课程的同学需具备雅思

总分 7.0且各单科均不低于 6.0的成绩。 

3. 因赴英签证政策改变之故，从 2014年 5月开始，该校不再认可托福成绩，申请者必须参加雅思考试。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交换生一学期可选修 60学分课程。 

2. 链接 https://www.exeter.ac.uk/studyabroad/inbound/studying/moduleselection/  有关于该校开设课程方面的介绍，

供参考。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

费、书杂费等。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s://www.exeter.ac.uk/study/studyabroadprogrammes/apply/entryrequirements/
https://www.exeter.ac.uk/studyabroad/inbound/studying/module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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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学校简介 
曼彻斯特大学前身是创立于 1851 年和 1824 年的维多利亚大学和曼彻斯特理工大学，该两所学府经过上百年

的独立发展于 2004年合并为曼大。曼大迄今为止已培养出 20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合并后的曼大设有 4大学院，即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faculty of medical and human sciences, faculty of 

humanities，faculty of life sciences，学院囊括共计 17个系及研究中心，其中绝大部分学科被英国政府高等

教育质量委员会评为优秀学科。曼大位于英国第二大城市曼彻斯特，为英格兰北部重镇，距伦敦 3小时车程。 

迄今已有来自我校人文学院、建筑学院、经管学院及法学院的同学赴该校交换学习。 

学校所在地区 
曼彻斯特市，英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4年 1月 （2023 年秋季）；2024年 1 月中旬-5月中旬（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

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对除外文系以外其他院系的同学开放。 

2. 因该校对建筑学专业申请者有较高专业先修要求，不建议建筑学院同学申请该项目。 

3. 以下领域课程均对外开放：财会与金融、考古学、艺术历史、商学和管理学、化学、历史及古典历史学、计算

机科学、戏剧学、地球科学、工程学、英美研究、环境科学、地理学、法学、生命科学、语言学、材料科学、

数学、中东研究、现代语言学、音乐、哲学、物理及天文学、城市规划、政治及国际关系、信息学、宗教及神

学、人类学、纺织科学。链接 http://www.manchester.ac.uk/study/international/study-abroad-programmes/non-

eu/entry-requirements/下有详细说明，供参考。 

最低语言要求 
最低语言成绩要求为雅思 6.0，但不同的学科对语言成绩要求或有不同。可详细参考如下链接：

http://www.manchester.ac.uk/study/international/study-abroad-programmes/non-eu/entry-requirements/ 。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链接：http://www.manchester.ac.uk/international/studyabroadandexchanges/exchange/course/ 

以及 https://www.manchester.ac.uk/study/international/study-abroad-programmes/non-eu/course-units/ 

有关于该校开设课程方面的介绍，供参考；请同学特别留意‘subject areas with restrictions’该项。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同学免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申请

费、书杂费等。链接 http://www.manchester.ac.uk/international/studyabroadandexchanges/exchange/costs/ 

下有相关费用情况介绍。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1.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www.manchester.ac.uk/study/international/study-abroad-programmes/non-eu/entry-requirements/
http://www.manchester.ac.uk/study/international/study-abroad-programmes/non-eu/entry-requirements/
http://www.manchester.ac.uk/study/international/study-abroad-programmes/non-eu/entry-requirements/
http://www.manchester.ac.uk/international/studyabroadandexchanges/exchange/course/
https://www.manchester.ac.uk/study/international/study-abroad-programmes/non-eu/course-units/
http://www.manchester.ac.uk/international/studyabroadandexchanges/exchange/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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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伯明翰大学 2023-2024 学年度校级学生交换项目申请指南 

院校名称 
伯明翰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学校简介 

伯明翰大学始建于 1825年，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红砖”大学之一，目前是罗素大学集团成员之一。大学优

异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成果在世界各地都享有极高声誉。该校先后培养了两名英国首相，分别是内维尔·张伯伦和罗

伯特·安东尼·艾登，并先后培养了八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也毕业于该校，获自然科学博

士学位。伯明翰大学设有文学院、商学院、社会科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理学院及教育学院，其美国研

究、牙医学、电机和电子工程学、英语语言、国际货币与银行、地质学，历史学，艺术史，建筑和设计、意大利语、

中东和非洲研究、分子生物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社会学等均为大学的热门课程。 

迄今已有法学院、外文系同学参加了该项目。 
学校所在地区 

伯明翰市，英国 

 

学期时间 
2023年 9月-2024年 1月 （2023 年秋季）；2024年 1 月中旬-5月中旬（2024年春季）；参加该项目同学需先

分别完成 2023年春、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方能赴外学习。  

交流限制 
1. 该项目对除外文系以外的其他同学开放。 

2. 该校医学、牙医学、与论文有关的课程均不对外开放。 

最低语言要求 
申请者上需具备托福网考 93 且阅读不低于 22、听力不低于 21、口语不低于 23、写作不低于 21或雅思（学术

类）总分 6.5 且各单科均不低于 6.0；对法学专业申请者的要求可能更高，相关申请者需注意。

https://www.birmingham.ac.uk/undergraduate/requirements/international/index.aspx 

关于课程方面的备注 

1. 链接 Choose Birmingham for your Study Abroad adventure #MyGlobalStory -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下包含与交

换生项目有关信息，供参考。 

2. https://www.birmingham.ac.uk/international/study-abroad/study-abroad-incoming/study.aspx  

3. 本科生不可选择研究生层面课程。 

4. 交换生一学期需选修该校 60学分课程。 

在外开支说明 
参加项目的同学免交外方学费，其他费用自理，主要包括国际旅费、住宿及餐饮费、当地交通及通讯费、签证

申请费、书杂费等。链接 https://intranet.birmingham.ac.uk/student/student-hub/solution.aspx?nodeId=4603 下有开支明

细。 

外方奖学金情况 
无奖学金 

 

校内申请注意事项 
确定交换推荐人选后，国际处将就申请资料的准备、提交时间等细则再行说明。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1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3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52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52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70.htm
https://www.birmingham.ac.uk/international/study-abroad/study-abroad-incoming/index.aspx
https://www.birmingham.ac.uk/international/study-abroad/study-abroad-incoming/study.aspx
https://intranet.birmingham.ac.uk/student/student-hub/solution.aspx?nodeId=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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