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 學校 學校介紹
院系所限

制
語言檢定門檻 名額限制

2021秋季班

校內申請截止日

宇都宮大學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tsunomiya University)

http://www.utsunomiya-

u.ac.jp/academic/fis.php

人院、教

院
英文檢定證明或日文檢定證明 每學期人院、教院各2名 3月15日

日本多摩大學（TAMA

University）
https://www.tama.ac.jp/english/ 校 TOEIC 600+或 JLPT N2 每學期2名 4月1日

山梨學院大學 (Yamanashi

Gakuin University)
hhttps://www.icla.ygu.ac.jp/en/ 校

TOEFL score of 213 (CBT), 550

(PBT), 80

(iBT),6.0(IELTS),Cambridge FCE

每學年5名 3月15日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 (Akit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http://www.aiu.ac.jp/ 校

GPA 2.5/4.0及

TOEFL 530/TOEFL CBT213 /

TOEFL iBT:  80

TOEIC 785/ IELTS Academic 6.0

每學年3名(整學年)或是6

名(單一學期)
3月5日

中央大學 (Chuo University)

http://global.chuo-

u.ac.jp/english/admissions/exchan

ge/semester-or-full-year/

人院 無限制但建議JLPT N3以上 每學年2名
研究所：2月1日/大學部：3

月1日

會津大學 (Aizu University) https://u-aizu.ac.jp/en/ 校 建議英語精通 每學期7名 4月15日

早稻田大學

(Waseda University)
https://www.waseda.jp/top/ 教院

研究生限定，研究主題需和教育

相關
JLPT N1

每學期1名 2月15日

福井大學
 (University of Fukui)

https://www.u-

fukui.ac.jp/eng/international/study

-at-fukui/

校

GPA of 2.30 (on a 3.0 scale)

ProgramA: TOEFL PBT or ITP

score 500, TOEFL iBT 61, or its

equivalent

2月15日

信州大學
(Shinshu University)

http://www.shinshu-

u.ac.jp/institution/gec/cheer/englis

h/news/2021/01/exchange-

student-program-application-

校 無限制，但建議JLPT N3 每學期1名 4月1日

淑明女子大學 (Sookmyung

Women's University)
e.sookmyung.ac.kr 校 英文檢定證明或韓語檢定證明 每學期4名 4月15日

京畿大學 (Kyonggi

University)

http://www.kyonggi.ac.kr/Kyongg

iEng.kgu
校 英文檢定證明 5月15日

外國語大學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http://international.hufs.ac.kr 校
TOEFL 80 (IBT)以上 ，或同等語

言能力證明
每學年2名 4月1日

2021 秋季班各姊妹校 校內遴選申請截止日 (2021.02.23更新)
注意事項：1. 教師推薦表請勿直接要求教師填電子檔回傳，建議以彌封方式或教師另送至國際處。

2.請務必google表單及紙本同步送出以利各類作業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0O7DwKP380A3A5mmTlMJ3l7hxWkV0b-Vfq92b2oezbY/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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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泉大學 (Gachon

University)
www.gachon.ac.kr 校 英文或韓語檢定能力證明 5月15日

明知大學 (Myongji

University)

http://www.mju.ac.kr/mbs/mjukr/i

ndex.jsp?SWIFT_SESSION_CHK

=false

校

TOPIK Level 3

TOEFL IBT 70 以上，或 IELTS

5.5, TOEFL ITP 527, TOEIC 750

每學期5名 4月15日

中央大學 (Chung-Ang

University)
https://mportal.cau.ac.kr 校 英文精通 每學期2名 4月15日

三育大學(Sahmyook

University)

https://www.syu.ac.kr/eng/about-

sahmyook/welcome-from-the-

president/

校 每年5名 尚未公告

宋卡王子大學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http://www.psu.ac.th/en 科院 英文檢定證明

每學年2名(整學年)或是4

名(單一學期)，一年至多

4名

尚未公告

藍康恆大學

(Ramkhamhaeng University)

http://www.iis.ru.ac.th/index.php/i

ncoming-exchange-

students/admission

校 英文檢定證明 每學年2名 5月1日

新加坡
南洋理工學院 (Nanyang

Polytechnic)
http://www.nyp.edu.sg/ 校 英文檢定證明 尚未公告

貝特拉基督教大學 (Petra

Christian University)
http://pmb-online.petra.ac.id/ 校

GPA Requirements Over 2.75/4.00

TOEFL  ITP： 513/ TOEFL iBT:

65

TOEIC ：605/ IELTS Academic：

每學期4名 尚未公告

亞齊大學 (Syiah Kuala

University)
www.unsyiah.ac.id 校 TOEIC 475-500 每學期2名 5月1日

胡志明市技術師範大學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ww.en.hcmute.edu.vn 校 TOEIC 550或等同英文檢定證明 每學期5名 5月1日

胡志明市國家人文與社會

科學大學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o Chi

http://htqt.hcmussh.edu.vn/ 校

越文或英文檢定證明
Faculty of English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ELTS Academic 6.5

scores or TOEFL IBT 85 scores

每學期/年1名 4月15日

土龍木大學
 (Thu Dau Mot University)

http://en.tdmu.edu.vn/ 校 越文或英文檢定證明 每學期4名 7月1日

胡志明市師範大學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ttps://hcmue.edu.vn/en/ 校 越文或英文檢定證明 每學期2名 5月1日

同奈科技大學
(Dong Nai Technology

University)

Ird.dntu.edu.vn 校 TOEIC 350+ 每學期4名 尚未公告

茶榮大學
 (Tra Vinh University)

tvu.edu.vn 校
英文檢定證明

每學期5名 尚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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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新大學

(Duy Tan University)
https://duytan.edu.vn/ 校 英文檢定證明 每學期2名 尚未公告

芹苴大學
 (Can Tho University)

www.ctu.edu.vn/en 校 English B2 (EU level) 每學期5名 尚未公告

越南FPT大學

 (FPT University)
https://international.fpt.edu.vn/ 校

IELTS Academic 6.0或同等英文

檢定證明
每學期5名 尚未公告

河內國家大學
 (Hanoi Univesity,VNU)

http://www.hanu.edu.vn/vn/ 校
IELTS Academic 6.0 or TOEFL

IBT 80 or ITP 550
每學期/年1名 尚未公告

哈恩大學

 (University of Jaén）

http://www.ujaen.es/serv/vicint/ho

me/page/3/28
校 西文或英文檢定證明 每學期7名 4月30日

瓦倫西亞大學

（Universitat de València）
http://www.uv.es/

(只限國

比系)
西文檢定證明 每學期2名

因疫情停止2021-2022年交

換計畫

拉里奧哈大學

(University of

La Rioja)

1. http://www.unirioja.es/

2.

http://www.unirioja.es/universida

d/rii/informacion_practica.shtml

3.

https://www.unirioja.es/universida

d/rii/english_friendly_courses/ind

校 無要求，但建議西班牙語B1 每學期3名 4月15日

奧斯納布呂克應用科技大

學
(Osnabrueck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https://www.hs-

osnabrueck.de/en/university/facult

ies/wiso/international/incoming/

校

德文授課，德文檢定B1

英文授課，英文檢定B1

(CEFR)

或是TOEFL ibt 80/TOEIC

750/IELTS Academic 5.5

每學期2名 4月15日

卡爾斯魯厄教育大學

(Karlsruhe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ttps://www.ph-

karlsruhe.de/studieren/beratung/m

obilitaet-und-austausch/incoming

校
Fall Semester: B1 in German

Spring Semester: B2 in English
每學期2名 5月1日

圖賓根大學
(Eberhard Karls Universität

Tübingen)

https://uni-

tuebingen.de/en/international/stud

y-in-tuebingen/erasmus-and-

exchange-to-tuebingen/

國比系 德檢A2以上 每學期2名 5月1日

耶拿大學

(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of Jena)

https://www.uni-

jena.de/en/international/internatio

nal+office_+contact+information

教育學院 建議德檢B2或英檢B2以上 每學期2名 5月1日

波爾多蒙泰涅大學

(Université Bordeaux

Montaigne)

http://www.u-bordeaux-

montaigne.fr/en/index.html
校 法文 B2 每年3名 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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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勒諾博-阿爾卑斯大學

(Université Grenoble Alpes)

https://www.univ-grenoble-

alpes.fr/en/
校 法文 B2 每年10名 4月1日

高等經濟與商業研究學院
(INSEEC-EBS Paris)

https://www.ebs-

paris.fr/management-school/
校 英語檢定證明 每學期2名 尚未公告

普渡大學
 (Purdue University

Northwest)

https://ssb-

prod.pnw.edu/dbServer_prod/bws

kalog.P_DispLoginNon

校

TOEFL: 79 or higher、SAT:

Reading (verbal) 480 、IELTS

Academic: 6.5 GPA:2.5/4.0

需繳付對方學校學費

(以visiting身分)
4月15日

北科羅拉多大學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

http://www.unco.edu/ 校 TOEFL 70 需繳付對方學校學費 5月10日

荷蘭

海牙大學

(The Hagu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http://www.dehaagsehogeschool.n

l/

(ICT &

Media)

只限ICT & Media 領域學生，

IELTS Academic 6.0或學校推薦
每學期10名 4月15日

比利時
蒙斯大學

 (University of Mons)
https://web.umons.ac.be/en/ 校 B1/2 French or English 每學期2名 5月1日

加拿大

紐芬蘭大學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www.grenfell.mun.ca/esl 校

交換學生: TOEIC 905

英文語言班: IELTS Academic

4.5/TOEFL 40/TOEIC 500

每學年3名 尚未公告

拉曼大學
 (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 College)

https://www.tarc.edu.my/ 校 英文檢定證明 每學期5名 尚未公告

泰萊大學
(Taylor's University)

https://university.taylors.edu.my/e

n.html
校 ILETS 6.0 每學期5名 2月15日

民答那峨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Mindanao)

http://umindanao.edu.ph/ 校 英文IELTS檢定證明 每學期3名 尚未公告

德拉薩大學
 (De La Salle University)

https://www.dlsu.edu.ph/ 校 IELTS Academic: 6.0 每學期1名 4月15日

土耳其
比倫特埃傑維特大學

 (Bulent Ecevit University)
https://w3.beun.edu.tr/en 校 土耳其文或英文檢定證明 每學期1名 尚未公告

奧地利

庫夫斯坦科技大學
 (FH Kufstein Tirol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https://www.fh-kufstein.ac.at/eng/ 校 English Level B2 每學期3名 5月1日

捷克

馬薩里克大學
(Masaryk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https://www.phil.muni.cz/en 校 英文檢定證明 人院每學期2名 4月15日

紅色字體為該校尚未公告截止日，若有異動將重新公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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