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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入學申請資料(獲本校推薦後方需繳交) 
學校名稱 

每學期 

交換名額 
入學申請資料 

上海財經大學 2 名 
    22-上海財經-校曆.pdf 

                                   2016-17上财接收交换生（港澳台）行前指导.pdf (04.14 更新)                         

上海大學 5 名 

交换生注意事項 2018 年秋季 pdf 

交换學生入學申请表 

申請一卡通信息表 

接機需求表 

大連理工大學 

DLUT 
2 名 

2017 秋季交換生申請資訊 

交換學習申請表 

招生專業目錄 

山東大學 2 名 

12-Accommodation Application Form(exchange student).doc 

                                    12-Insurance Requirement.pdf 

                                     12-Pick-up Application Form (exchange Student).doc 

                                     12-Shandong University Fact Sheet 2016 Spring.pdf 

                                    12-山東大學港澳臺地區来校交換生申請表.doc 

中山大學 

SYSU 
2 名 

本科交換生信息   交換生申請表 

                                    中山大学 2014年本科专业(人社.外語.法.商).rar 

                                    中山大学 2014年本科专业(理.工).rar 

                                    2015中山大学境外交换生宣传材料（影印版 2015.1）.pdf 

                                    交换生行前温馨提示 2015.pdf 

中央財經大學 

CUFE 
2 名 

2017 秋季学期中央财经大学接收台湾交换生简章 

中央财经大学交换生申请表 

中國人民大學 

RUC 
2 名 

2018 秋季班交換生簡章 

學院與專業設置 

家長同意書 

交換生申請表 

交換生體檢表 

 

中國政法大學 

CUPL 
2 名 

Application_form  

接收台灣地區合作院校交換生申請指南 

天津大學 

TJU 
2 名 

交換生推薦表 

Application_Information_of_Tianjin_University 

Recommendation_Form 

太原理工大學 

TYUT 
5 名 

交換生接收簡介   

入學申請表   

各專業接收交換學生一覽表 

清華大學 

THU 
2 名 

本科生專業信息 

研究生專業信息 

清华大学交换生申请指南 2018秋季学期 

港澳台交换生申请表-2018秋 

 

北京外國語大學 

BFSU 
2 名 

學生學習申請表 

材料清單 

  25-北外課表參考.pdf   

25-北京外国语大学台湾交换生事宜 2015.pdf 

北京交通大學 

BJTU 
2 名 

2018-2019 年度第一學期台灣交換生事宜 

北京交通大學交換生申請表 

北京科技大學 

USTB 
2 名 

交換生入學體格檢查表 

2018 年秋季學期交換學生招生簡章 

交換學生入學申請表 

北京師範大學 

BNU 
2 名 

交換生申請資訊 

港澳台交換生申請表 

http://www.scu-icae.tw/eweb/uploadfile/20150321124122898.pdf
http://www.scu-icae.tw/eweb/uploadfile/20160414223346870.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8-1.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8-2.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8-3.xls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8-4.xls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DLUT-brochure.docx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DLUT-applicationform.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DLUT-department.xls
http://www.scu-icae.tw/eweb/uploadfile/20151026205656293.doc
http://www.scu-icae.tw/eweb/uploadfile/20151026205704829.pdf
http://www.scu-icae.tw/eweb/uploadfile/20151026205713940.doc
http://www.scu-icae.tw/eweb/uploadfile/20151026205724770.pdf
http://www.scu-icae.tw/eweb/uploadfile/20151026205732950.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SYSU-brochure.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SYSU-applicationform.doc
http://www.scu-icae.tw/eweb/uploadfile/20160414224635670.rar
http://www.scu-icae.tw/eweb/uploadfile/20160414224648423.rar
http://www.scu-icae.tw/eweb/uploadfile/20160414224307426.pdf
http://www.scu-icae.tw/eweb/uploadfile/20160414224150665.pdf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CUFE-2017brochure.docx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CUFE-applicationform.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6.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5.xlsx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4.docx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2.docx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3.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4-1.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4-2.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9-1.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9-2.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9-3.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TYUT-introduction.pdf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TYUT-applicationform.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TYUT-department.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1.xlsx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2.xlsx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3.docx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4.docx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BFSU-applicationform.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BFSU-list.docx
http://www.scu-icae.tw/eweb/uploadfile/20140418023819667.pdf
http://www.scu-icae.tw/eweb/uploadfile/20150427085300678.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5-1.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5-3.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0-2.docx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0-1.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0-3.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1-1.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1-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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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郵電大學 2 名 
2018 秋季班簡章 

交換生申請表 

四川大學 

SCU 
2 名 

課程簡介 

交換學生申請須知 

同濟大學 

TJU 
2 名 

交換生項目信息發布通知【2018 年秋季】 

交換項目申請表（港澳台地區） 

在校住宿信息和在校住宿申請表 

吉林大學 

JLU 
2 名 

2018-2019 秋季学期赴吉林大學交換學習申請表 

吉林大學接受台灣交換生報名須知 

江南大學 2 名 

          交換生入學說明 

本科專業設置一覽表 

Application_Form_for_Incoming_Exchange_Students_ 

西安交通大學 

XJTU 
2 名 

港澳台地區交換生入學申請表 

交換生個人推薦表 

交換生申請須知 

西南大學 

SWU 
2 名 

交流生申請表 

交換生申請簡章 

體格檢查紀錄表 

西南交通大學 2 名  

東北師範大學 

NENU 
2 名 

本科課程計畫 

台灣交換學生申請表    

東北大學 

NEU 
2 名 

2017-18 交換生申請表 

本科專業一覽 

東南大學 

SEU 
2 名 

入學申請表 

注意事項 

健康檢查表 

接機服務申請表 

住宿申請表 

學科信息、收費情況 

武漢大學 

WHU 
2 名 

                                     課程訊息 (請以"遊客身分"登錄) 

武汉大学台湾本科生交换项目申请表 

武汉大学接收台湾地区高校交换学生所需资料 

南京大學 

NJU 
2 名 

2018 年秋交換生招生简章 

交換生申請表 

南京師範大學 2 名 

南京師範大学交换生申請書 

交換生統計表 

2018 南京師範大学交換學生 

校曆 2017-2018 

 

南開大學 

NKU 
2 名 交換生簡章 

哈爾濱工業大學 2 名 

哈爾濱工業大學簡介 

交換生計畫申請指南 

大學部交換生計畫甄選條件 

研究所交換生申請表 

本科生培養方案 

碩士研究生培養方案(課程編號結尾 Q 為秋季學期 C 為春季學期) 

重慶大學 

CQU 
2 名 申請簡章  訪學學生申請表  宣傳頁.pdf 

海南大學 2 名  

華中師範大學 

NCCU 
2 名 

交換生項目信息   

交換生申請表、研修計畫、住宿申請   

科系介紹   

招生宣傳 

華中科技大學 

HUST 
2 名 

交流學生申請表   

交流生申請安排   

華中科技大學介紹 

華東師範大學 2 名 華東師範大學 2018 年秋季交換生招收简章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2-1.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2-2.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3-1.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3-2.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3-1.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3-2.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3-3.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4-1.xls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4-2.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5-1.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5-2.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5-3.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6-1.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6-2.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6-3.pdf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SWU-applicationform.docx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SWU-brochure.docx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SWU-health.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NENU-undergraduate.pdf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NENU-applicationform.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NEU-2017-18applicationform.doc
http://www.scu.edu.tw/www/icae/106ExchangeChina/NEU-department.xls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SEU-applicationform.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SEU-notification.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SEU-health.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SEU-pick-upsheet.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SEU-dorm.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SEU-department.doc
http://xk.whu.edu.cn/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WHU-applicationform.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WHU-list.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4-2.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4-3.docx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7-1.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7-2.xls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7-3.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7-4.jpg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NKU-FACESHEET2017.docx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7-1.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7-2.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7-3.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7-4.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7-5.rar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7-7.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CQU-brochure.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CQU-applicationform.doc
http://www.scu-icae.tw/eweb/uploadfile/20161027103205628.pdf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CCNU-2017-18-brochure.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CCNU-applicationform.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CCNU-department.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CCNU-introduction.pdf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HUST-applicationform.docx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HUST-brochure.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HUST-introduction.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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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NU 華東師範大學交換學生入学申請表（2018 年秋季学期） 

緊急事件授權同意書 

交換生申请信息彙總表 

 

貴州大學 2 名  

復旦大學 

FDU 
5 名 

本科生專業設置 

交換生申請表（2018-2019） 

雲南大學 

YNU 
2 名 

本科專業目錄 

港澳台進修生申請表 

廈門大學 2 名 

厦门大学 2018 年秋季学期台港澳地区高校交换生推荐表 

2018 年秋季学期台港澳地区高校交换学生申请指南 

厦门大学境外学生入学申请表 

厦门大学境外学生入学信息采集表 

福建師範大學 2 名  

暨南大學 2 名 
19-暨南 Application Form.doc 

                                    19-暨南 fall 2014.doc 

蘇州大學 

SUDA 
5 名 

交換生個人簡歷 

交換學生申請表 

蘭州大學 

LZU 
2 名 

入學體檢表 

宣傳冊-1 

宣傳冊-2 

院系專業一覽表 

港澳台交流生住宿信息申請表 

港澳台校際交流學生申請表 

浙江大學 2 名 

申请修讀本科生课程 

申请修讀研究生课程 

ZJU_Exchange_Students_Application_Form 

交换生信息彙總表-修讀本科生課程 

交换生信息彙總表-修讀研究生課程 

湖南師範 2 名 

體格檢查表 

交換生推薦信模板 

港澳台申請表-APPLICATION FORM 

2018 年秋季港澳臺交換生招生資訊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3-2.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3-3.docx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3-4.xlsx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9-1.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9-2.doc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YNU-department.xls
http://www.scu.edu.tw/icae/106ExchangeChina/YNU-applicationform.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5-1.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5-2.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5-3.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5-4.xls
http://www.scu-icae.tw/eweb/uploadfile/20140414093355195.doc
http://www.scu-icae.tw/eweb/uploadfile/20140414093407380.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1-2.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1-3.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2-1.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2-2.jpg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2-3.jpg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2-4.xls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2-5.docx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2-6.docx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8-1.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8-2.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8-3.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8-4.xls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18-5.xlsx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0-1.pdf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0-2.docx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0-3.doc
http://www.scu.edu.tw/icae/2018FALL/20-4.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