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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大学

中国文化大学

宜兰大学

中兴大学

Map of Taiwai



追求真理追求真理 服务人群服务人群
Searching for the truth and serving the people

台湾地区顶尖法商名校。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在台

台北大学台北大学
台湾地区顶尖法商名校。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在台
湾地区高校中仅次于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位列前三位，
台北大学为台湾地区文科顶尖学府，也是台湾高中生的文
科前三志愿 是台湾地区法商教育的佼佼者科前三志愿，是台湾地区法商教育的佼佼者。

学院 主要系所学院 主要系所

法律学院 法律学系

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 财政学系 不动产与城乡环境学系 都市计
划研究所 资源管理研究所

商学院 企业管理学系 金融与合作经营学系 会计学系 统计学系 休闲
运动与管理学系 资讯管理研究所 国际企业研究所

电机学院 资讯 程学系 通讯 程研究所 电机 程研究所电机学院 资讯工程学系 通讯工程研究所 电机工程研究所

社会科学学院 经济学系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学系 犯罪学研究所

人文学院 中国文学系 应用外语学系 历史学系 古典文献与民俗艺术人文学院 中国文学系 应用外语学系 历史学系 古典文献与民俗艺术
研究所



台湾地区顶尖研究型大学之一， 是享受台湾地区“迈向顶

中兴大学中兴大学

尖大学计划”5年500亿资金支持的著名学府，该校办学历
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1919年由日本人在台北创建的“农
林专门学校” 是创校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大学 现有一林专门学校 ，是创校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大学。现有
万八千余名在校生，近千名教师，在2014年的QS学科排名
中，共有会计与财经、农业与林业、化学工程、电机与电
子工程 材料科学等5个领域进入世界前 百学科排名中子工程、材料科学等5个领域进入世界前二百学科排名中。

学院 主要系所学院 主要系所

文学院 中国文学系 外国语文学系 历史学系

农资学院 森林学系 应用经济学系 植物病理学系 昆虫学系 动物科学系
土壤环境科学系 水土保持学系 食品暨应用生物科技学系土壤环境科学系 水土保持学系 食品暨应用生物科技学系

理学院 化学系 应用数学系 物理学系 资讯科学与工程学系

工学院 土木工程学系 机械工程学系 环境工程学系 电机工程学系
化学工程学系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生命科学院 生命科学系

兽医学院 兽医学系

管 学院 企业管理学系 财务金融学系 资讯管理学系 行销学系 会计学系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学系 财务金融学系 资讯管理学系 行销学系 会计学系

法政学院 法律学系



宜兰大学是一所位于台湾地区北部宜兰县的公立大学。宜大

宜兰大学宜兰大学

配合宜兰县政府推动发展无污染科技产业，也与当地企业展
开产学合作。本校校总区位处宜兰市文教区，校风纯朴，环
境幽雅 附近机关学校林立 人文荟萃 学风鼎盛 此外境幽雅，附近机关学校林立，人文荟萃，学风鼎盛。此外，
在礁溪乡大礁溪设有实习林场，占地 173公顷，提供林业、
造林相关教学实习及研究使用。

学院 主要系所

工学院 土木工程学系暨研究所 环境工程学系暨研究所 机械与机电工程系工学院 土木工程学系暨研究所 环境工程学系暨研究所 机械与机电工程系

暨研究所 化学工程与材料工程系暨研究所 建筑与永续规划研究所

系暨研究所

电机咨询 电机 程学系暨 究所 电 程学系暨 究所 资讯 程学系暨电机咨询
学院

电机工程学系暨研究所 电子工程学系暨研究所 资讯工程学系暨

研究所

生物资源
学院

园艺学系暨研究所 食品科学系暨研究所 生物机电工程学系暨研
学院

究所 森林暨自然资源学系 生物技术与动物科学系暨研究所

人文及管
理学院

外国语文学系暨研究所 应用经济与管理学系暨研究所 休闲产业

与健康促进学系与健康促进学系



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大学，是一所位于台北市士林区阳明山的综合性私立
大学，现有两万七千多名学生，目前是台湾地区实体藏书最多
的私立大学，也是海拔第三高的综合大学。文化大学以“质朴

大学大学
的私立大学，也是海拔第三高的综合大学。文化大学以 质朴
坚毅”为校训，十分注重文学、史学与哲学等学科建设，兼顾
人文、社会、科技，教学与研究兼顾。校本部地处台北市士林
区阳明山华冈 华冈取自“美哉中华 凤鸣高冈”之意区阳明山华冈，华冈取自“美哉中华、凤鸣高冈”之意。



学院 主要系所

文学院 ·哲学系 ·中国文学系 ·史学系

外国语文学院 · 日本语 · 韩国语 · 俄国语 · 英国语 · 法国语 · 德国语

理学院 ·应用数学系 ·光电物理学系 ·化学系 · 地理学系 ·  大气科学系 ·  地址学系 · 生命科学系

法学院 · 法律学系

社会科学院 ·  政治学系 · 经济学系 ·  劳工关系学系 · 社会福利学系 · 行政管理学系

农学院 · 园艺暨生物技术学系 ·动物科学系 ·森林暨自然保育学系 · 土地资源学系 ·  生活应用科

学系 保健营养学系学系 · 保健营养学系

工学院 · 化学工程与材料工程学系 · 电机工程学系 ·  机械共曾学系 ·纺织工程学系 · 信息工程

学系

商学院 · 国际贸易学系 ·  国际企业管理学系 · 会计学系 · 观光事业学系 ·信息管理学系 ·财务

金融学系 ·  全球商务学士学位学程 （全英文授课）

新闻暨传播学院 ·新闻学系 ·广告学系 ·信息传播学系 ·大众传播学系新闻暨传播学院 新闻学系 广告学系 信息传播学系 大众传播学系

艺术学院 ·美术学系 ·戏剧学系 ·音乐学系 ·中国音乐学系 ·中国戏剧学系 ·舞蹈学系

环境设计学院 · 都市计划与开发管理学系 ·建筑及都市设计学系 ·景观学系环境设计学院 都市计划与开发管理学系 建筑及都市设计学系 景观学系

教育学院 ·教育学系 ·体育学系 ·技击运动暨国术学系 ·心理辅导学系 ·运动与健康促进学系



申请时间

春季 秋季
10月报名 3月报名

2月开学 9月开学2月开学 9月开学

注：报名通知详见当年“教务处”或“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网站



申请流程

通知发布 个人报名 学院汇总通知发布 个人报名 学院汇总

学校初选通知面试综合面试

公示名单 办理材料 开学报道



申请名额

学校

人数

学习形式 学习期限
学科设置

交换生 自费生

台北大学 2 - 插班学习 5个月
法律学院、商学院、公管事务学院、社会科学

学院、人文学院、电机学院

中兴大学 2 3 插班学习 5个月

文学院、台农暨自然资源学院、理学院、生命

科学院、兽医学院、工学院、管理学院、法政

学院

宜兰大学 3 - 插班学习 5个月

工学院、电机资讯学院、生物资源学院、人文

及管理学院

中国文化大学 2 5 插班学习 5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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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文化大学 2 5 插班学习 艺术学院、环境设计学院、教育学院

以上为2017年秋季交换信息，每年以实际交换信息为准。



申请条件

• 我校正式注册的二年级及以上具有中国国籍的本科生（台湾交换生项目

原则上不录取大四学生）

思想品质思想品质 • 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身体健康，能遵守我校和合作院校的各项管

理规定，正面展现我校大学生的形象

• 学习成绩优秀， GPA3.0以上（自费生可放宽此要求）
成绩优秀成绩优秀

学习成绩优秀， GPA3.0以上（自费生可放宽此要求）

沟通能力沟通能力
• 备良好的沟通能力特别是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沟通能力沟通能力

注 请同学们选择专业对口专业对口的高校进行交换 不可随意“服从调剂”注：请同学们选择专业对口专业对口的高校进行交换，不可随意“服从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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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生到台湾学校后需要另交
学费和住宿费吗？ 0101 交换回来要不要补课？ 0404

公派交换生不需交对方学校的学费，只需
缴纳我校的学费。自费交换生需要缴纳两
校的学费；公派交换生和自费交换生都需

如果在交换学校未能修到本学期培养计划
中应该学的课程，则需要回来补课。

要缴纳住宿费。 台湾高校选课有限制吗? 0505

可以跨年级 跨专业选课

我们学校可以交换到哪些
学校？0202

可以跨年级，跨专业选课学校？

目前有：台北大学、中兴大学、宜
兰大学、中国文化大学

怎么选课程？0404 怎么选课程？0404
对照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先选交换学期
的课 再结合自己的情况选 课程可选任

交流项目的学位认证和学分
认证问题0303

的课，再结合自己的情况选，课程可选任
一年级的。比如，大二下去交换，有一门
课选不到对应的，那就可以看看我们其他
学期的课在台湾那边是不是有对应的，有
就可以选，尽量不要落下太多学分，不然

来 修很多

赴其他学校交换可以拿到对方学校的成
绩单，学位依旧是我校学位。关于学分
互换，基本上学校和他们换学分的原则

回来要补修很多。是课程内容（名称）相似或相同就可以
换了，原则上认高不认低。



住校吗 条件如何? 0707 费用问题?0808住校吗，条件如何? 0707
学校会统一安排宿舍，24小时免费热水，
开水供应。四人一间，有洗衣机，烘干

0808
公派交换生需自行承担往返机票费+
住宿费+生活费+保险费+代办证件费开水供应。四人 间，有洗衣机，烘干

机，和电磁炉，烤箱等设备；晚上熄灯
不断电。（宜兰大学）

+课本费；自费交换生除上述费用，
还需根据所选学分缴纳学费（1000
元/学分）

在台湾所用银行卡？何
时兑换台币划算？ 0909 是否需要电源转换器？1010

有些电脑充电线不适用，所以需要电源
最好办华夏银行，每天第一笔不收手续
费，兑换台币的话建议在桃园机场出关
之前兑换，汇率比较划算

有些电脑充电线不适用，所以需要电源
转换器，建议准备一个转换器然后一个
插排

申请成功后需要办理哪些
手续？ 1111 返校后需要办理的手续1212

（1）入台证办理 （2）大陆通行证办
理 （3）机票预订 （4）离校手续

（1.）复学手续 （2.）学分认定手
续+课程消零 （3.）交换心得



欢迎同学报名！

Thanks Very Much

港澳台办公室
联系电话：027-87286927联 话
联系邮箱：chenwan@mail.hza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