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Fall 交換學生計畫說明會

聯絡人:Elfin*53006
elfin@mail.ncku.edu.tw

地點:62×01
時間:13:00-15:30



一、交換學生—簽約校說明

• 法國諾曼地大學

• 波蘭Karol Adamiecki University
• 香港城市大學

二、交換學生計劃說明

三、交換學生流程說明

四、交換學生條件說明

五、分享時間

• City U –統計系王昱婷同學

• 波蘭 –國企所劉思妤同學

六、Q&A





Map





Art, culture & historical 
heritage…



…but also a global level 
economic area

• Logistics:  1st in France (5th in Europe) 

• Tourism: Normandy is the 8th in France 
(Source : statistic guide Normandy 2006)



Who are we?

• A French Business School
• Member of Passerelle – PassWorld

• Master degree (Grande Ecole) and 
Bachelor (BMI) degree accredited by the 
French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 EPAS accredited (September 2011)

• AACSB eligible

Reference: EPAS 、Passerelle



ECOLE DE MANAGEMENT 
DE NORMANDIE

Who are we?
3 campuses

14 Master specializations

14 double degrees

53 full time 
faculty (31 
with PhD)

2.000 students 
& trainees

140 partners in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in Katowice

The oldest economic university 
in the region.Eestablished in 1937

15.000 students 

4 campuses in the region 

4 faculties 

38 departments



 The capital of Upper Silesia(上西里西亞)
 centre of science, culture, industry, business and 
transportation in southern Poland 

Katowice City

http://chihyuan7772.pixnet.net/blog/post/27827567



 Nearly 150 exchange students in 2011/2012
 Extensive study offer in English
 Orientation Week & integration activities
 Mentoring by the ESN – students helping 
students

 Excellent social programme 
 Convenient location in Central Europe

Exchange at UEK



Educational offer in English:

• EuroClasses for exchange students (1‐2 semesters)

• Joint Master Degree in European Business and Finance. 
Graduates receive a master diploma awarded by three 
universities: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UK), Brn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UEK.

• Joint Master Degree in Quantitative Asset and Risk 
Management (diploma of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BFI Vienna, Anglo‐American University in Prague, UEK)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with about 170 institutions 
worldwide
(Europe, Ukraine, Russia, USA, Singapore, China, Taiwan, 
Korea, Colombia)

‐ academic exchange
‐ joint activities



















 拓展國際視野

 體驗異國人文風情

 提升自我外語能力

 增添生命歷練

交換學生計畫的好處?



「讀萬卷書，行千里路」，該是當今青年學子
的學習精神與生活態度，更是迎接全球化浪潮
前的必要訓練與準備。也是探索世界與開發自
我潛能的起點更是多元文化發酵成熟前的歷程。
同時也藉可機會培養獨立自主的能力。

　拓展國際視野



如果你對法國的印象只限於巴黎鐵塔的圖片；
對日本的想像只限於櫻花與3C；提到美國，只
知道好萊塢電影與速食產品；而中南美洲更是
如外星球般遙遠的名詞；那麼你該親自去打破
心中的刻板印象，體驗一趟有別於旅遊的深入
地理人文探索，實際摸索世界的形狀。

體驗異國人文風情



提升自我外語能力

學習一種外語的最好方法就是親自
浸淫於該語言環境，無論是英語、
西班牙語、法語、日語、甚至是俄
羅斯語、荷蘭語⋯等，都能夠成為你
的外語能力。



異國生活可訓練獨立的思考與行為能力，
增加心智的強韌度，遠離草莓族的範圍。
身為交換生能進一步拓展海外人脈，成
為個人的重要人際關係資產。而藉由不
同的學習經驗，吸取其他學校的不同文
化氣質。

　增添生命歷練





管院公告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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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及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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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院交換學生流程圖



本校為有志於海外研習的學生提供跨國雙向研
修獎助學金補助，但學生仍須注意獎學金的申
請期限與申請資格，以免向隅。

有意申請的同學可至國際事務處網頁查詢簡章
(http://www.ncku.edu.tw/~top/top_web/C/i
nternationalization/inter21990303.pdf)

本年度各梯次截止日期為5/31、8/31及11/30。

　獎學金的補助



1.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不含在職專班)，且符合
本要點第四點之規定者。其中，修讀跨國雙學位者需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在台、澎、金、馬地區設有戶
籍。

2.至國外學校修習學分者：以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為上
限；如需另繳學費者，則以新臺幣四十萬元為上限。

3.至國外學校(不含大陸、香港、澳門地區)修習與本
科系相關專業學程且非語言課程，包含本校薦外、外
薦至本校，及自行申請出國等三種。

＊故香港城市大學不得提出申請。

跨國雙向研修獎助學金
補助申請資格



 具備語言能力

 在校成績

 讀書計畫

 增添生命歷練

交換學生條件說明



有計畫要申請交換學生的同學，申請學校時一定要附上
英文成績。

法國諾曼地要求英文成績標準如下:

具備語言能力

法國諾曼地大學

大學生
EuroBA Program

IELTS 5.5/TOEFL
CBT 213 /IBT 79
/PBT 550/TOEIC 750

研究生
(1) MSc Cross-
Cultural Marketing 
and Negotiation
(2) MSc Supply Chai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1) IELTS 6 / TOEFL 
CBT 230 或 IBT 88 / 
TOEIC 790 
(2) IELTS 6.5 / 
TOEFL CBT 237 或
IBT 92 / TOEIC 850



除了優良的學力測驗成績對於成為交換生的審
核過程有相當大的幫助之外，各項檢定認證的
合格在申請交換生的過程中也是有利的加分條
件。不論是專業知識的能力檢定，或是語言能
力檢定，更甚至是各項技能的運用，都能使你
在成為交換生的過程中得到更上一層的幫助。
故如果你對交換學生計畫有興趣，在校成績絕
對是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在校成績



無論成為交換生的動機為好奇心使然，
或為追求更深的學業造詣，都應該針
對交換學校的背景、該科系的能力要
求、自我的期望等因素做深入的探討，
以完成此讀書計畫。事先也可多多上
網survey相關資料，或是多聽取前輩
的相關經驗，以免期望與實際落差過
大。

而完整明確的讀書計畫更可以幫助我
們更了解你對這次交換學生計畫的期
待與規劃。

　讀書計畫



 註冊
 選課
 學籍
 學費
 學分抵免
 交換期限
 住宿
 役男出國
 入學許可
 簽證及保險
 交換生義務

常見問題



出國交換期間仍須依照本校規定辦理
註冊，並至教務處網站詳讀「國立成
功大學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
處理要點」。

註冊



前往交換學校修課學分數依規定：

(1)大學部學生：每學期或學季至
少修讀3門專業課程；

(2)研究生：每學期或學季至少必
須修讀1門研究所開設之專業課程。

選課



出國交換期間仍須保有本校的學籍，
即須註冊及繳交學生平安保險費，不
得辦理畢業或休學，同時出國與甄選
時之身份必須一致，如大學部期間參
加甄選，即必須在大學部期間完成交
換。

學籍



出國期間免繳研修學校之學費，但須繳交
本校學雜費；但可能需繳雜費(如書本費)。

學費



在交換學校所選讀的課返國後可申請
學分抵免，但所修學分可否抵免由各
系所決定，若想知道修某一門課程是
否可以抵免學分，應在出國前先詢問
系主任或所長討論好選課及抵免學分
事宜。回國後須持修習科目之成績單
正本至學務處註冊組申請抵免學分。

學分抵免



為使機會均等，每位同學獲得交換
生資格以一次為限，並以學期為交
換單位，至多一學年。

若因不可抗力之因素須提前返國，
應事先取得雙方學校之同意，不得
自行返國；亦不得自行與簽約校延
長交換期限。

交換期限



出國交換期間本校住宿無法辦理保
留，依據住宿組規定學生須於每年5
月份於住宿組網站完成線上登記，
住宿組於6月份公告住宿名單。

至於交換學校的住宿，學生需自行
向各校的住宿單位(Housing Office)
提出申請。

住宿



請填寫「役男出境申請書」會簽各單位
後，由生輔組發公文給獲獎學生戶籍地縣
市政府，辦理役男出國申請作業。詳細規
定亦請參考生輔組網站。

http://assistance.osa.ncku.edu.tw/fi
les/64/1064/pages/11/12/11-1064-
2561.php

http://assistance.osa.ncku.edu.tw/ez
files/64/1064/img/380/form25.pdf

役男出國



寄送文件後各校審核時間不一，交
換學生通常約需2周審查，並公布錄
取結果。與本校簽約之簽約校之入
學許可多為各自寄到學生所留之通
訊地址，若院辦收到許可也會電話
通知同學前來領取。另若接獲錄取
信的同學，也請於收到錄取通知後
告知院辦，以利院辦進行後續相關
行政程序及追蹤。

入學許可



取得入學許可後即可逕洽各國在台簽證
辦事處辦理簽證，赴美國研修者限申請
(J-1)交換生學生簽證。

到當地後也可詢問國際學生保險事宜。

簽證及保險



交換生返國後一個月內，須繳交出國
心得報告電子檔至院辦，並協助院辦
推廣交換學生相關事宜，如於說明會
進行心得分享等。

交換生義務



 1. 沒有結業證書，有上下學期成績單。

2. 我扣除掉旅行的費用，九個月大約花費台幣30
萬。到當地沒有任何學雜及書本費用，住的部

分學校有安排宿舍，每個人不一定住到一樣的

地方。我的話就一個月約300歐元(他們有房屋

補助，300 歐元是補助完後的價格)

另外有要交醫療學生保險，一年兩百歐一年。

3. 我知道有人打工，但機會很少，尤其不會說法文，
根本不太可能找到工作。

法國胡品君同學分享

胡品君 :abcd220055@hotmail.com



聯絡人:Elfin*53006
elfin@mail.nc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