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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系列申請重點說明

學
海
飛
颺

1. 具備中華民國國籍在台灣設有戶籍者且符合本校申請規定，並於本校同一教育階段就讀一學期以
上之在學學生（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

2. 選送生赴國外學校研修及補助至少一學期（季）或至多一學年的學分課程。

3. 海外研修地點不為港、澳、大陸地區學校。

4. 依教育部要點，教育部專款補助至少5萬元，至多30萬元，依當年度獲補助經費核定，每人補助
額度，得包括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國外學費及生活費等項目。學校需額外編列核定補助
金額百分之二十校配合款。
• 假設分配教育部專款5萬元予選送生，學校需額外提出配合款1萬元，總補助為6萬元。

5. 申請計畫補助者，同一申請人，同一教育階段，以申請補助一次為限，且不得同時領取本校及我
國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補助。

6. 生活費之編列原則，需依教育部「公費留學生請領公費項目及支給數額一覽表」或行政院「國外
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機票費編列需依各航空公司經濟艙票價為原則。

依據「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與本校簡章。

http://iica3.nhu.edu.tw/Web/Pages?mid=1088&n=%E5%AD%B8%E6%B5%B7%E9%A3%9B%E9%A2%BA%E3%80%81%E6%83%9C%E7%8F%A0


學海系列申請重點說明

學
海
惜
珠

1. 具備中華民國國籍在台灣設有戶籍者且符合本校申請規定，並於本校同一教育階段就讀一學期以
上之在學學生（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

2. 選送生赴國外學校研修及補助至少一學期（季）或至多一學年的學分課程。

3. 海外研修地點不為港、澳、大陸地區學校。

4. 依教育部要點，實際補助金額，依教育部當年度經費預算調整，每人補助額度，得包括一張國際
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國外學費及生活費等項目。學校需額外編列核定補助金額百分之二十校配合
款。
• 假設分配教育部專款5萬元予選送生，學校需額外提出配合款1萬元，總補助為6萬元。

5. 申請計畫補助者，同一申請人，同一教育階段，以申請補助一次為限，且不得同時領取本校及我
國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補助。

6. 須持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立有效之須持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立有效之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扶助、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弱
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及同一戶籍內具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補助證明。。

7. 生活費之編列原則，需依教育部「公費留學生請領公費項目及支給數額一覽表」或行政院「國外
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機票費編列需依各航空公司經濟艙票價為原則。

依據「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與本校簡章。

http://iica3.nhu.edu.tw/Web/Pages?mid=1088&n=%E5%AD%B8%E6%B5%B7%E9%A3%9B%E9%A2%BA%E3%80%81%E6%83%9C%E7%8F%A0


所以，當你預計於112學年度，
參與交換生計畫或雙學位計畫，

可以申請該獎學金。
海外研修地點不能為港、澳、大陸地區學校。

雙學位計畫學費請依「南華大學與美國西來大學雙學位計畫實施及補助辦法」辦理

http://203.72.2.77/UploadedFiles/2021/1/b4d09ac0-6bcf-4529-9d29-39b1f9deb1b9.pdf


掃描QR code

尋找您心儀交換學校！

▼疫情期間，非所有學校開放申請，請注意各姊妹校招募
情形或提早來信詢問。

歷年姊妹校交換計畫簡章

http://iica3.nhu.edu.tw/Web/Pages?mid=5922&n=%E4%BA%A4%E6%8F%9B%E8%A8%88%E7%95%AB%E8%B3%87%E8%A8%8A


8 所姊妹校
42個道場

8個道場

9 所姊妹校
14個道場

1 所姊妹校
12個道場

191 所姊妹校
113個道場

常見交換學校有哪些？

韓國淑明女子大學
韓國仁川大學
韓國東國大學
日本茨城基督教大學
日本近畿大學
越南孫德勝大學
越南外貿大學
中國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系
中國南京大學
中國鄭州大學
中國河南大學
中國西北大學

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大學
美國西來大學
美國拉文大學
美國薛普爾大學

波蘭西里西亞大學
波瀾Andrzej Frycz 

Modrzewski 

Krakow 

University

德國漢堡大學
印度西藏研究系

西班牙卡米洛·何塞·
塞拉大學

港澳大陸地區學校不可申請
教育部學海獎學金。
校內海外學習獎勵金可申請。



✓ 體驗不同文化

✓ 學習及運用外語

✓ 培養獨立性與自信心

✓ 為出國留學做準備

✓ 拓展人際關係與溝通能力

為什麼出國學習？



我要不要參加交換生計畫？

◼ 我符合申請資格嗎？

◼ 我可以去哪裡？去多久時間？

◼ 我的家人是否支持？(如：經濟、精神)

◼ 我是否會延畢？

◼ 我能遵守兩校的交換規定嗎？

◼ 我能適應他國文化嗎？



交換生計畫及教育部學海飛颺、學海惜珠獎學金申請資格
本校申請資格，請依當年度修訂簡章為準。

學士班學生就讀本校二年級以上(第三學期起)，研究所(第二學期起)在學學生。

◼在校成績：
1. 全班排名前 50％，且操行 80 分以上。
2. 轉學生/新生尚未有本校成績者不得報名。

◼外語檢定：
1. 學士班：TOEIC387(含)以上或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以上。
2. 研究所：TOEIC550(含)以上或全民英檢中級以上
3. 其他相對應最低標準(請參見「南華大學學生海外學習獎勵要點」)。



3月底~4月初/10月初 國際處收件截止，並著手進行終審、推薦

2月/8月 確認自己的申請資格與準備校內申請文件

3月/9月 遞交至系（所、學位學程）、院進行初、複審

申請流程

4-5月/10-11月 獲推薦者準備姊妹校申請文件

6月/12月 等待姊妹校核發錄取通知，再準備簽證與出國事宜
學海飛颺、惜珠獎學金公告分配金額

7月/1月 準備出國前第一次獎學金核銷

★ 學海飛颺、惜珠獎學金申請截止(至國際處)★ 3月15日

★請注意：通過校內申請並不代表確定取得姊妹校錄取資格。

★如自行申請國外學校者，請自行注意申請學校時程。



校內申請文件(交換/雙學位計畫+學海飛颺、惜珠)

校內初審繳交資料：(表格請至國際處網頁下載專區- 教育部學海系列) 

低收、中低收、或中低收相關補助證明

學海惜珠證明 ★

姊妹校審核後，會將錄取通知寄
至本校。若非姊妹校，請於出國
前一個月補件，逾期視同放棄資
格。

2

1

34

5

6

選送生出國申請表

請打字填寫後列印出，並需導師、系(所、學位
學程)主任、院長之簽章。

海外學習計畫書

自我介紹、學習動機與目標、預期效益等，
至少1500~2000字。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
料（如：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獲獎或
其他具體優良事蹟）。

本校歷年成績單含學年名次
中英文各一份，含 GPA；大陸地區僅中文
即可。

語言能力證明
須符合本校最低規定，及姊妹校語言要求，
提交給姊妹校的外語檢定證明不得後補。

師長推薦函一封

大陸地區可為中文，其餘國別請使用
英文。

研修學校入學許可



校內申請文件(交換計畫)

姊妹校審核後，會將錄取通知寄
至本校。若非姊妹校，請於出國
前一個月補件，逾期視同放棄資
格。

校內初審繳交資料：(表格請至國際處網頁下載專區- 海外研修/交換生出國申請(一般交換/研修生使用)) 

2

1

34

5

6

選送生出國申請表

請打字填寫後列印出，並需導師、系(所、學位
學程)主任、院長之簽章。

海外學習計畫書

自我介紹、學習動機與目標、預期效益等，
至少1500~2000字。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
料（如：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獲獎或
其他具體優良事蹟）。

本校歷年成績單含學年名次
中英文各一份，含 GPA；大陸地區僅中文
即可。

語言能力證明
須符合本校最低規定，及姊妹校語言要求，
提交給姊妹校的外語檢定證明不得後補。

師長推薦函一封

大陸地區可為中文，其餘國別請使用
英文。

研修學校入學許可



申請112學年交換計畫及學海獎學金

112年3月15日下午5點前截止

資料未齊者報名無效！

僅申請112學年交換計畫

112年3月31日下午5點前截止

交換計劃第一梯次112年3月31日截止，第二梯次視申請情況展延

至國際處



姊妹校申請文件

2

1

34

5

選送生出國申請表(或線上)

請打字填寫後列印出，並需導師、系(所、學位
學程)主任、院長之簽章。

中英文計畫書

依姊妹校語言規定提供讀書計畫、單頁履
歷(CV)或自我介紹等。

本校歷年成績單含學年名次
中英文各一份，含 GPA；大陸地區僅中文
即可。

語言能力證明
須符合姊妹校語言要求，不得後補。姊妹校未
規定者，請參考下列建議：
1) 各國修讀英語授課： TOEFL iBT 61 或 ITP 

500 以上或 IELTS 5.5 以上
2) 日語授課：日文 JLPT 二級以上
3) 韓語授課：TOPIK 3 以上
4) 歐洲語系授課：程度相當 CEFR B1 以上者

師長推薦函一封

大陸地區可為中文，其餘國別請使用
英文。
PS 有些學校要求2封或以上

各姊妹校所需資料有差異，以下列出
共同文件，其餘文件請務必詳閱姊妹
校簡章。



語言能力要求

請至「歷年姊妹校交換計畫簡章」
一覽表檢閱。

✓ 依據姊妹校提供資訊，列出語言能力要求
✓ 未達姊妹校標準者無法推薦
✓ 確認語言能力是否符合該校修課要求
✓ 自行查詢是否有足夠的課程可供選讀
✓ 若未達姊妹校修課要求標準，姊妹校有權拒收



校內推薦與繳交姊妹校資料後的注意事項

Dos

✓耐心等候國際處通知繳(補)交申請或核
銷文件，務必準時繳交

✓蒐集當地及錄取學校資訊

✓參考學長姊心得

✓做好在國外獨立生活的準備

Don’ts

買機票

自行向姊妹校聯繫、索取入學文件

忽略國際處通知



交換生錄取資格確認

◼錄取學生不得要求更換或與其他錄取者交換錄取資格。

◼若交換學校所核可之校區、院系或交換學期並非學生所預期，學生需自行斟酌是否接
受或放棄錄取資格。不得要求更換校區、院系或交換學期。

◼錄取學生須以參加甄選時身分向國外學校提出申請。若後續學士生錄取為本校碩士班
者，不得要求改以研究生身分出國；碩士生身分申請者，限以碩士生身分出國交換。



✓ 依各級新生入學辦法辦理，於赴外交換期間，繳交當學期學雜費給本校，完成註冊
維持在學身份。

✓ 若您的身分為本校與姐妹學校互惠名額，姐妹學校不會向您收取學（分）費（部分
合約除外）。

✓ 其餘費用依姊妹校規定繳交。

✓ 交換學生之學籍、畢業規定等均比照校內學生處理，各學期應依規定在本校完成註
冊，並計入修業年限。

學籍與學雜費規定



選課與成績抵免

✓ 未事先取得原屬學系同意，於交流學校習得之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出國期間所修習之學
分課程均比照本校學分規定辦理，得由各系所酌予採認。

✓ 返國後請將海外期間修課採計為本校學分，以免耽誤獎學金之核定；預計於返國後立即畢業
且採計為畢業學分者，最遲應於新學期開學一週前完成學分抵免。

✓ 返國後抵免表：請至下載專區→海外研修/交換生出國申請(一般交換/研修生使用)→採認選
送生國外科目學分申請表（返國後填寫）檢附交換學校成績單。

確認學分 語言中心最低學分

選課1週內 無學分無法抵免一門課

請於交換校選課規
定期限前或1週內，
主動與本校開課單
位(系所、通識中心)
確認欲抵免課程是
否修畢後可以採認。

交換生於國外所選
修課程請務必依交
換校規定，若無規
定者，至少必須修
讀一門課。

語言中心所修課程
若為無學分課，無
法抵免且不納入成
績計算。下學期回
歸本校就讀採國立
收費標準，無獎學
金。

1 2 3



預估費用

美國
西來大學

美國
薛普爾大學

加拿大
愛德華王子
島大學

日本
茨城基督教
大學

日本
近畿大學

韓國
東國大學

韓國
仁川大學

學費
南華學費

南華學費 南華學費 南華學費 南華學費 南華學費 南華學費

語言中心學費 依校規定 依校規定 依校規定 依校規定 115萬韓圜 依校規定

報名費 100美金 45美金 - - - - -

雜費 539美金 依校規定 516加幣 依校規定 依校規定 依校規定 依校規定

保險◆ 550美金 375美金 927加幣 4660日幣 2仟日幣 依校規定 130美金

行政手續費 依校規定 依校規定 依校規定 依校規定 依校規定 5萬韓圜 依校規定

住宿費
3522美金^ 5121美金

3700加幣 17.4萬日幣 27萬日幣 190萬韓圜 1250美金

餐費 2349加幣 6萬日幣 12萬日幣 140萬韓圜 1500美金

生活費* 3000美金 3700美金 3000美金 14.6萬日幣 33萬日幣 2000美金 1600美金

費用網站 Here Here Here Here Here Here

★此表為一學期預估值，當學期實際費用請遵照姊妹校公告。

◆ 保險會依時間調整。
^ 包含押金(可退)、信箱管理費、申請費等。西來大學基本200餐(收費會加在住宿費內一起收)。
* 包含外食、旅遊、交通等個人額外支出，依個人情況不同。

https://www.uwest.edu/current-students/student-resources/administrative-services/office-of-student-accounts/tuition-fees-for-2019-2020/
https://www.shepherd.edu/admissions/international-students#Costs
https://www.upei.ca/fees
https://www.icc.ac.jp/campus/fee/index.html
https://www.kindai.ac.jp/english/files/admissions/prospective.pdf
https://www.inu.ac.kr/mbshome/mbs/inuengl/finance/costs.html#undefined7


期待未來與我們分享您

精采的交換故事
聯絡資訊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交流推廣組
聯絡人：郭玲瑜

電話：05-2721001#1710
email：Lingyu@nhu.edu.tw

國際處官網 FB粉絲團：
南華愛飛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