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級協議 (國際) 

簽約層級 國家 中文校名或國際單位名稱 英文校名或國際單位名稱 協議種類 
校級協議 亞洲 亞洲基督教大學聯盟(ACUCA) The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Asia (ACUCA) 
總約(含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香港 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香港 香港教育大學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印尼 印尼諾門森大學 University of HKBP Nommensen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印尼 印尼蘇吉甲普拉那塔天主教大學 Soegijapranata Catholic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千葉商科大學 Chiba Unversity of Commerce 總約(含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大阪國際大學 Osak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總約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中央大學 Chuo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同志社大學 Doshisha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西南學院大學 Seinan Gakuin University 總約(含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拓殖大學 Takushoku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明治學院大學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明海大學 Meikai University 總約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東北大學 Tohoku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東北福祉大學 Tohoku Fukushi University 總約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東京音樂大學 Tokyo College of Music 總約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宮崎大學 University of Miyazaki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神戶大學 Kobe University 總約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筑波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Tsukuba  總約(含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愛知大學 Aichi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愛知縣立大學 Aichi Prefectural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廣島經濟大學 Hiroshim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學習院大學 Gakushuin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更新日期: 106 年 5 月 



簽約層級 國家 中文校名或國際單位名稱 英文校名或國際單位名稱 協議種類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獨協大學 Dokkyo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龍谷大學 Ryukoku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關東學院大學 Kanto Gakuin University 總約 
校級協議 日本 日本櫻美林大學 J. F. Oberlin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約旦 約旦公主科技大學 Princess Sumaya University for Technolog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又石大學 Woosuk University 總約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中央大學 Chung-Ang University 總約(含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仁荷大學 Inha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全南大學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江原大學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西江大學 Sogang University 總約(含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延世大學 Yonsei University 總約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建國大學 Konkuk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首爾市立大學 University of Seoul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釜山大學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釜山外國語大學 Bus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淑明女子大學 Sookmyung Women's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圓光大學 Wonkwang University 總約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誠信女子大學 Sungshin Women's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漢陽大學 Hanyang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德成女子大學校 DukSung Women's University 總約(含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翰林大學 Hallym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韓國 韓國檀國大學 Dankook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菲律賓 菲律賓亞德雷歐大學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馬來西亞 拉曼大學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學生交換 



簽約層級 國家 中文校名或國際單位名稱 英文校名或國際單位名稱 協議種類 
校級協議 丹麥 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總約 
校級協議 巴拉圭 巴拉圭亞松森大學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Asunción 總約 
校級協議 匈牙利 匈牙利巴斯瑪尼彼得天主教大學 Pazmany Peter Catholic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匈牙利 匈牙利布達佩斯商學院 Budapest Business School 總約 
校級協議 匈牙利 匈牙利科維努斯大學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匈牙利 匈牙利聖伊斯特萬大學 Szent István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匈牙利 匈牙利潘諾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annonia 總約 
校級協議 西班牙 西班牙武康大學 Universidad Católica San Antonio De Murcia 

(UCAM)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法國 法國 EMBA 大學 École de Management Bretagne Atlantique 
(EMBA)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法國 法國巴黎經濟商業高等商學院 EDC Paris Business School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法國 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IEP) 
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法國 法國里爾政治學院 Sciences Po Lille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法國 法國雷恩商學院 ESC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波蘭 波蘭華沙人文大學 Collegium Civitas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波蘭 波蘭華沙經濟大學 Warsaw School of Economics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波蘭 波蘭礦業冶金科技大學 AG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總約 
校級協議 俄羅斯 俄羅斯喀山國立大學 Kazan National University 總約 
校級協議 美國 IAMSCU - MISEN Program IAMSCU - MISEN Program 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美國 美國中央奧克拉荷馬大學 University of Central Oklahoma 總約、學生交換、自費研

修 
校級協議 美國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ina, Berkeley  自費研修 
校級協議 美國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 Califorin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 總約 
校級協議 美國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 Califorin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總約 



簽約層級 國家 中文校名或國際單位名稱 英文校名或國際單位名稱 協議種類 
校級協議 美國 美國北肯德基大學 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 總約(含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美國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 總約 
校級協議 美國 美國阿拉斯加太平洋大學 Alaska Pacific University 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美國 美國俚海大學 Lehigh University 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美國 美國密蘇里大學 University of Missouri 總約 
校級協議 美國 美國陶森大學 Towson University 總約 
校級協議 美國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意向書 
校級協議 美國 美國普渡大學西北校區 Purdue University Northwest 總約 
校級協議 美國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總約 
校級協議 美國 美國雷鳥全球管理學院 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 總約 
校級協議 美國 美國維斯康辛大學拉克羅司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La Crosse 總約 
校級協議 美國 美國德拉瓦大學 University of Delaware 意向書 
校級協議 美國 美國羅耀拉大學馬里蘭分校 Loyola University Maryland 總約 
校級協議 英國 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 University of Bristol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以賽西大學 Icesi University 總約 
校級協議 挪威 挪威 HBV 大學 Buskerud and Vestfold University College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捷克 捷克巴杜比采大學 University of Pardubice 總約 
校級協議 捷克 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韋大學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荷蘭 荷蘭方堤斯國際商學院 Fonty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荷蘭 荷蘭自由大學暑期學校 Amsterdam Summer School, VU University 

Amsterdam 
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荷蘭 荷蘭海牙應用科學大學 The Hagu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荷蘭 荷蘭葛洛寧恩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荷蘭 荷蘭葛洛寧恩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Hanz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Groningen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荷蘭 荷蘭薩克森應用科學大學 Saxio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總約 
校級協議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斯拉德科維喬沃大學 University of Sladakovicovo in Sladkovicovo 總約 



簽約層級 國家 中文校名或國際單位名稱 英文校名或國際單位名稱 協議種類 
校級協議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裴瑞秀大學 University of Prešov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義大利 義大利都靈大學 University of Torino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德國 德國明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Munster 總約(含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德國 德國柏林經濟與法律應用科學大學 Ber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德國 德國科布倫茨大學 Koblen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德國 德國科隆商學院 Cologne Business School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德國 德國海爾布隆大學 Heilbronn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德國 德國爾佛大學 University of Erfurt 總約 
校級協議 澳洲 澳洲西雪梨大學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總約 
校級協議 澳洲 澳洲邦德大學 Bond University 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澳洲 澳洲昆士蘭大學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總約 
校級協議 澳洲 澳洲臥龍崗大學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澳洲 澳洲紐卡斯爾大學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總約、學生交換 
行政單位 
(華語中心) 

日本 日本千葉商科大學 Chiba Unversity of Commerce 短期學生交流 

 
  



院系級協議 (國際) 

簽約層級 國家 中文校名或國際單位名稱 英文校名或國際單位名稱 協議種類 
院系級協議 (人社院) 日本 日本山口大學 Yamaguchi University 總約 
院系級協議 (人社院) 日本 日本愛知大學中國研究科 Aichi University 博士雙聯 
院系級協議 (人社院) 日本 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 Aichi University 學士雙聯 
院系級協議 (人社院) 日本 日本奈良女子大學 Nara Women's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人社院) 韓國 韓國德成女子大學校 DukSung Women's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中文系) 韓國 韓國青雲大學教養教職學部 Chungwoon University 總約 
院系級協議 (社會系) 波蘭 波蘭亞捷隆大學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總約(含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社會系) 捷克 捷克查理大學社會學院 Charles University 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外語學院) 日本 日本一橋大學語言社會研究科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he Graduate School of 

Language and Society 
總約、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外語學院) 日本 日本名古屋大學大學院國際言
語文化研究科 

Nagoya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外語學院) 日本 日本學習院大學文學部 Gakushuin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日文系) 日本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 Daito Bunka University 短期學生交流 
院系級協議 (日文系) 日本 日本同志社大學 Doshisha University 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日文系) 日本 日本同志社女子大學 Doshisha Women’s University 短期學生交流 
院系級協議 (日文系) 日本 日本奈良女子大學 Nara Women's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日文系) 日本 日本拓殖大學 Takushoku University 短期學生交流 
院系級協議 (日文系) 日本 日本明海大學 Meikai University 短期學生交流 
院系級協議 (日文系) 日本 日本高千穗大學 Takachiho University 短期學生交流 
院系級協議 (法學院) 柬埔寨 柬埔寨皇家法律經濟大學法學

院 
Royal University of Law and Economics 總約 

院系級協議 (法學院)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總約 
院系級協議 (法學院) 日本 日本大阪大學 Osaka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更新日期: 106 年 5 月 



簽約層級 國家 中文校名或國際單位名稱 英文校名或國際單位名稱 協議種類 
院系級協議 (法學院) 日本 日本同志社大學 Doshisha University 總約(含學生交換)、碩士

雙聯 
院系級協議 (法學院) 日本 日本名古屋大學法學院 Nagoya University 總約 
院系級協議 (法學院) 日本 日本松山大學法學部 Matsuyama University of Law 總約 
院系級協議 (法學院) 日本 日本熊本大學 Kumamoto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法學院) 韓國 韓國慶北國立大學法學院 Kyung Pook National University 總約 
院系級協議 (法學院) 韓國 韓國嶺南大學校法科大學 Yeungnam University 總約 
院系級協議 (法學院) 越南 越南胡志明市法律大學法學院 University of Law of Ho Chi Minh City 總約 
院系級協議 (法學院) 美國 美國威得恩大學法學院 Widener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總約 
院系級協議 (法學院) 美國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院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雙聯意向書 
院系級協議 (法學院) 美國 美國約翰馬歇爾法學院 The John Marshall Law School 總約 
院系級協議 (法學院) 德國 德國波昂大學法學院 The University of Bonn 總約 
院系級協議 (法學院) 澳洲 澳洲西雪梨大學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碩士雙聯 
院系級協議 (法學院) 澳洲 澳洲昆士蘭大學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碩士雙聯 
院系級協議 (法學院) 澳洲 澳洲臥龍崗大學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商學院) 印尼 印尼蘇吉甲普拉那塔天主教大

學 
Soegijapranata Catholic University 總約 

院系級協議 (商學院) 日本 日本東北大學經濟學研究科 Tohoku University 總約(含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商學院) 日本 日本東海學園大學商管學院 Tokai Gakuen University 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商學院) 日本 日本埼玉大學 Saitama University 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商學院) 韓國 韓國又松大學 Woosong University 總約 
院系級協議 (商學院) 匈牙利 匈牙利布達佩斯經濟大學 Budapest Business School 雙聯意向書 
院系級協議 (商學院) 匈牙利 匈牙利考文紐斯大學 Corvinus University Budapest 雙聯意向書 
院系級協議 (商學院) 法國 法國里爾天主教大學 IESEG

管理學院 
Lille Catholic University 總約(含學生交換)、碩士

雙聯 
院系級協議 (商學院) 芬蘭 芬蘭赫爾辛基經濟學院 The Aalto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總約 



簽約層級 國家 中文校名或國際單位名稱 英文校名或國際單位名稱 協議種類 
院系級協議 (商學院) 美國 美國西康乃狄克州大學商學院 West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 總約 
院系級協議 (商學院) 美國 美國杜蘭大學佛里曼商學院 Tulane University 總約 
院系級協議 (商學院) 美國 美國東密西根大學 Eastern Mishigen University 總約 
院系級協議 (商學院) 美國 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商學院 Hawaii Pacific University 總約 
院系級協議 (商學院) 美國 美國雷鳥全球管理學院 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 學士雙聯、碩士雙聯 
院系級協議 (商學院) 荷蘭 荷蘭葛洛寧恩大學商學院 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經濟系) 西班牙 西班牙巴塞隆納自治大學 Universitat Autonoma de Barcelona 總約(含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企管系) 韓國 韓國中央大學 Chung-Ang University 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人社院 / 外語學院) 

捷克 捷克馬薩里克大學 Mazarykova Univerzita 總約(含學生交換) 

院系級協議 
(外語學院 / 商學院) 

日本 日本新瀉大學 Niigata University 總約、學生交換 

 



校級協議 (大陸) 

更新日期:106年 5月 

地區 校名 教育部認可 協議種類 

上海 上海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上海 上海財經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學生交流 

上海 同濟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上海 復旦大學 ◎ 學生交換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 ◎ 總約 

上海 上海師範大學   總約 

上海 上海商學院   總約、學生交流 

上海 華東政法大學   總約、學生交流 

山西 山西大學 ◎ 總約 

山西 太原理工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學生交流 

山東 山東大學 ◎ 總約 

山東 山東財經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學生交流 

山東 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校區)   總約、學生交流 

山東 煙台大學   總約、學生交流 

山東 魯東大學   總約 

內蒙古自治區 內蒙古大學 ◎ 總約 

內蒙古自治區 呼倫貝爾學院   總約 

天津 天津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天津 南開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北京 中央音樂學院 ◎ 總約 

北京 中央財經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學生交流 



北京 北京外國語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學 ◎ 總約、學生交流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學 ◎ 總約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北京 北京郵電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北京 清華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北京 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   總約、學生交流 

北京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總約、學生交流 

四川 四川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四川 西安交通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四川 西南交通大學 ◎ 總約 

四川 西南財經大學 ◎ 總約 

四川 四川師範大學   總約、學生交換 

甘肅 蘭州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學生交流 

吉林 吉林大學 ◎ 總約 

吉林 東北師範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江西 江西財經大學   總約、學生交流 

江西 宜春學院   總約、學生交流 

江蘇 江南大學 ◎ 總約、學生交流 

江蘇 東南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江蘇 南京大學 ◎ 總約 

江蘇 南京師範大學 ◎ 總約 

江蘇 蘇州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學生交流、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協作倡議 

江蘇 江蘇師範大學   總約 

江蘇 江蘇師範大學科文學院   總約 

江蘇 南京中醫藥大學   總約、學生交流 



江蘇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   總約、學生交流 

江蘇 南京財經大學   總約、學生交流 

江蘇 揚州大學   總約、學生交流 

江蘇 蘇州大學文正學院   總約 

江蘇 蘇州科技大學   總約、學生交流 

河南 鄭州大學 ◎ 總約 

重慶 西南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學生交流 

重慶 重慶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重慶 西南政法大學   總約、學生交流 

浙江 寧波大學 ◎ 總約、學生交流 

浙江 台州學院   總約、學生交流 

浙江 杭州師範大學   總約 

浙江 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   總約、學生交流 

浙江 浙江師範大學   總約、學生交流 

浙江 溫州大學   總約、學生交流 

浙江 寧波工程學院   總約、學生交流 

海南 海南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陝西 西北政法大學   總約、學生交流 

湖北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湖北 武漢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湖北 華中科技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湖北 華中師範大學 ◎ 總約 

湖南 湖南大學 ◎ 總約 

湖南 湖南師範大學 ◎ 總約 

貴州 貴州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學生交流 

雲南 雲南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黑龍江 東北林業大學 ◎ 總約 



黑龍江 哈爾濱工業大學 ◎ 總約 

黑龍江 黑龍江大學 ◎ 總約、學生交流 

黑龍江 綏化學院   總約 

新疆 新疆大學 ◎ 總約 

寧夏 寧夏大學 ◎ 總約 

寧夏 寧夏醫科大學   總約、學生交流 

福建 廈門大學 ◎ 總約 

福建 福州大學 ◎ 
總約、學生交流、 

聯合培養人才專案(3+1、3+1補充、4+0、4+0補充) 

福建 福建師範大學 ◎ 總約、聯合培養人才專案、聯合培養師資專案 

福建 華僑大學   總約 

廣西壯族自治區 廣西師範大學   總約、學生交流 

廣東 中山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廣東 華南理工大學 ◎ 總約 

廣東 暨南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 

廣東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   總約、學生交流 

廣東 汕頭大學   總約、學生交流 

廣東 深圳大學   總約 

遼寧 大連理工大學 ◎ 總約、學生交換、學生交流 

遼寧 東北大學 ◎ 總約 

遼寧 遼寧大學 ◎ 總約 

遼寧 遼東學院   總約 

遼寧 瀋陽師範大學   總約 

 



院系級協議 (大陸) 

更新日期:106年 5月 

院系級協議 地區 校名 教育部承認 協議種類 

人文社會學院 上海 上海師範大學   總約、學生交流 

人文社會學院 安徽 安徽師範大學   學生交流 

人文社會學院 江西 贛南師範學院   學生交流 

人文社會學院 湖北 黃岡師範學院   學生交流 

人文社會學院 福建 廈門大學 ◎ 總約 

中國文學系 上海 復旦大學 ◎ 學生交換、學生交流 

中國文學系 山東 山東大學 ◎ 總約 

中國文學系 江蘇 蘇州大學 ◎ 總約 

中國文學系 上海 上海師範大學   總約、學生交流 

法學院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上海 上海財經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上海 上海海事大學   總約 

法學院 山東 山東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山東 煙台大學   總約 

法學院 山東 魯東大學   總約 

法學院 天津 南開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北京 北京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北京 清華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北京 北京外國語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四川 四川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吉林 吉林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江蘇 南京師範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江蘇 蘇州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海南 海南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陝西 西北工業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湖北 武漢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湖北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湖南 湘潭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雲南 雲南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黑龍江 哈爾濱工業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黑龍江 黑龍江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寧夏 寧夏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福建 廈門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福建 福州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福建 華僑大學   總約 

法學院 廣東 中山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廣東 華南理工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廣東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   總約 

法學院 廣東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   總約 

法學院 遼寧 遼寧大學 ◎ 總約 

法學院 遼寧 大連海事大學 ◎ 總約 

商學院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 ◎ 總約 

商學院 遼寧 東北財經大學 ◎ 總約 

經濟學系 天津 南開大學 ◎ 總約 

會計學系 廣東 暨南大學 ◎ 總約 

會計學系 遼寧 東北財經大學 ◎ 互派教師講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上海 同濟大學 ◎ 總約 

 

 



行政單位協議 (大陸) 

更新日期:106年 5月 

 
地區 校名 教育部承認 協議種類 

體育室 江蘇 蘇州大學  ◎ 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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