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日本、美國交換生申請說明分享會

佛光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交換生宗旨及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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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展國際交流，提高

本校學生外語能力及拓

展國際視野，規範在校

學生赴經教育部認可之

外國大專院校進修一學

年。

交換地區

美國 韓國

日本



交換生宗旨及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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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校簽訂學術交流協

議，且符合「大學辦理

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

定之國外學校。



交換生宗旨及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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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士班二年級(含)以上以及研究所
在學學生。
（唯不得以此為由，申請延修或延遲畢業）

操行成績前一學期平均需達80分以上，
以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需達75分以上。

經系（所）主任同意。



檢附下列相關資料(校內申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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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05

06

申請表一份

請直接至學生系統填寫，並列印出來簽名，

需系主任、院長和教務處之簽章

中文成績單一份
前一學期中文成績單一份(需顯示班級排名)

英文推薦信一封

(院長、系主任、導師及任課老師皆可)

英文讀書計劃
(自我介紹、就讀科系、學習動機與目標等，
至少一頁)

外語能力證明
(本校外語課程成績、其他外語測驗成績證
明文件或經由本校授課教師開具之語言能
力證明)

紙本跟線上皆須完成申請



檢附下列相關資料(校內錄取通過，屆時還要另外提交資料給姊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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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05

06

申請表一份(或是線上)

請直接至學生系統填寫，並列印出來簽名，

需系主任、院長和教務處之簽章

英文成績單一份
前一學期中文成績單一份(需顯示班級排名)

英文推薦信一封

(院長、系主任、導師及任課老師皆可)

英文讀書計劃
(自我介紹、就讀科系、學習動機與目標等，
至少一頁)

外語能力證明
美國托福成績可以直接上大學部課程
日本托福成績可以直接上大學部課程
韓國依姊妹校的需求，需要韓檢成績

跟姊妹校申請，依姊妹校
規定，有的學校必須線上
申請。



報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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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11日至

109年3月20日完

成線上報名表填

寫。

•線上填寫網址請至

學生系統

01.步驟一

109年3月11日至
109年3月20日於
上班時間(8:00-17:00)

繳交書面文件至教務
處審核，教務處會再
將資料送國際處彙整。

02.步驟二

請注意繳件時間，提早辦理，可能遇上系

助或院秘請假等等情況，若逾期或資料不

全，於截止日後將不予受理!!!

03.步驟三



各校開放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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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各大學開放交

換生名額1-2名, 供

本校學生申請, 實際

名額得依姐妹校要

求而作適當調整。

序號 校名 名額

1 京畿大學 1-2

2 東國大學(首爾)

東國大學(慶州)

2

5

3
慶尚大學

2

2

4 新羅大學 2

5 東明大學
2

6 金剛大學 1-2

7 威德大學 1-2

8 中央僧伽大學 1

備註

需提交TOPIK語言
能力證明。無則免

首爾校區：交換生不可以申請語
學堂初級，只可以申請中高級。
所以沒有韓語能力建議不要申請

TOPIK 3級(包含)以上
才可以申請簽證

TOPIK3級(含)以
上才可以申請

僧侶學校，全素



各校開放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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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各大學開放交換生名額1-3名 ,

供本校學生申請, 實際名額得依姐妹

校要求而作適當調整。

序號 校名 名額

1 龍谷大學 4

備註

1名免費
3名自費

• 日本龍谷大學交換計畫

將於2021年春季班(2月)正式開始，

預計於2020年，9月開學後，接受申請。

提名截止日10月30日

報名截止日11月15日。

• 免費生：無日文基礎可， 須提交TOEFL PBT 500或

相當的IELTS 。上下學期各1位或一學年1位。

• 自費生：3位。 需日文基礎N4以上或學習300小時日

文課程。(一學期或一學年)

• 課程為Japanese Experience Program in Kyoto。

• 學費：175,000JPY/學期(第一學期，第二學期只需

付課程費16,000JPY(每科)。)

• 國際學生的住宿費月租+水電費，是19000日幣。房

間比較小是雙人間。



各校開放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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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西來大學

開放交換生名額15名(一學年)。
1.托福成績69可上大學部課程。

2.沒有托福，需參加EPT測驗，通過

可上大學部課程，若不通過則上語

言學校。



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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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結果預定於109年4月中旬至4月底左右國際處網頁公告。

錄取同學應於公告規定期限內繳交錄取確認書或放棄資格確認書，逾期未交者，視同
放棄錄取資格，名額將由候補同學遞補之。
錄取之後，將依照姊妹校要求，另行請同學繳交資料給姊妹校。
各校幾乎都需要在5月1日前繳交至姊妹校，屆時公告之後，請盡快準備繳交。

行前說明會將於出發前一個月至兩周召開，確切日期密切注意國際處網頁公告。

http://www.oia.nchu.edu.tw/upfiles/tw_ser01454032404.doc


學籍與雜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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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here

• 交換學生除另有規定外，應繳本校學雜費(公立學費標準)。

• 交換學生應依各計畫合約規範繳付交換學校之費用。

• 交換學生之學籍、畢業規定等均比照校內學生處理，各
學期應依規定在本校完成註冊，並計入修業年限。



預估費用-交換生-至韓國大學交換

www.islide.cc 14

繳交臺灣佛光大學

No. 項目 臺幣 說明

1.
佛光大學公立

學費

26,430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歷史學系、外國語文學系、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應用

經濟學系、社會學系、公共事務學系、管理學系、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30,430
資訊應用學系、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傳播學系、心理學系、健康與創意素食

產業學系

44,430 佛教學系

繳交韓國姐妹校

No. 項目 韓元 折合新臺幣約 說明

1. 學費 1,250,000 41,600

依據合約有所不同。1學期為2期課程

京畿大學：625,000 韓元/一期

東國大學首爾校區：165,000韓元/一期

此表以京畿大學費用做預估。

2. 雜費 24,000 800 書本費及學校雜費

3. 外國人登錄證 30,000 1,000

4. 體檢費 10,000 330

5. 保險費 150,000 5,000 學生醫療保險費

6. 食宿 1,500,000 50,000 依據選擇不一樣，大約1,500,000韓元/學期，含1日2餐

7. 雜支 1,800,000 60,000
外食、旅遊、交通等等，此為預估費用，會依個人需求不同而變化。此為1個

月1萬元台幣作為預估。

總計 4,764,000 
158,730

約為新台幣16萬元

韓國姐妹校相關費用依每學期姐妹校交換生簡章公告為主，此表為預估金額，

換算匯率依1新臺幣兌30元韓元預估



預估費用-交換生-至西來大學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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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臺灣佛光大學

No. 項目 美金 臺幣 說明

1.

佛光大

學公立

學費

26,395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歷史學系、外國語文學系、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應

用經濟學系、社會學系、公共事務學系、管理學系、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30,395
資訊應用學系、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傳播學系、心理學系、健康與創意素

食產業學系

44,095 佛教學系

繳交美國西來大學

No. 項目 美金 折合新臺幣約 說明

1. 雜費 700 22,400 書本費及學校雜費

2. 保險費 1,246 39,872 學生醫療保險費

3. 住宿費 1,500 48,000 三人房

4. 餐費 1,200 38,400 200餐(校內餐廳用餐)

5. 雜支 4,000 128,000 外食、旅遊、交通等等，此為預估費用，會依個人需求不同而變化

總計
8,646

約為美金8,700元

276,672

約為新台幣30萬元

西來大學相關費用依西來大學網站公告為主，此表為預估金額，換算匯率

依1美金兌32新臺幣預估

西來大學學雜費參考網站: http://www.uwest.edu/current-students/student-resources/administrative-services/office-

of-student-accounts/tuition-fees-for-2017-2018/



預估費用-交換生-至韓國大學交換，一學期費用預估表

韓元兌台幣：0.026 16

學校
項目

京畿
大學

東國
首爾

東國
慶州

慶尚
大學

新羅
大學

東明
大學

金剛
大學

威德
大學

中央
僧伽大學

大學部
學費

繳交佛光 繳交佛光 繳交佛光 繳交佛光 繳交佛光 繳交佛光 繳交佛光 繳交佛光 繳交佛光

語學堂
學費

625,000

韓元
165,000

韓元(10週)

免費 只能上大
學部課程

依各校 免費 免費 依各校 免費

雜費 依各校 依各校 依各校 依各校 依各校 依各校 依各校 依各校 依各校

保險費 依各校 依各校 100,000

韓元
70美金 依各校 130,000

韓元
依各校 依各校 依各校

住宿費 2,200,000

韓元起
2,400,000

韓元起
584,000

韓元
340-660

美金
依各校 繳交佛光 繳交佛光 依各校 繳交佛光

餐費 依各校 依各校 825,000

韓元
300-600

美金
依各校 依各校 依各校 依各校 依各校

行政手續
費

100,000

韓元



選課與成績處理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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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學分

15日內

交換學生應與交流學校選
課後十五日內，主動與本
校所屬學系確認其抵認課
程名稱及學分數，交換學
生於交流學校所修學分，
每學期不得低於六學分。

最低學分

須達6學分

交換學生與交流學校退選
所修課程，應於交流學校
學期結束一週前通知本校
所屬學系。退選後選課未
達六學分者，該學期視同
休學。

國際學程

須滿15學分

學期結束日後15日內
送交本校所屬學系審
核後，送國際處審查
再送教務處複審及登
錄。若因外國學制不
同須先與本校協議。

語文學校

18小時1學分

修習語文課程得抵認選修課
程，每學期至多抵認8學分，
無法確認學分數者，以18小
時抵認一學分，並登錄於學
生歷年成績表，並列為畢業
學分數。

交換學生未事先取得本校所屬學系同意，於交流學校修習
之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出國期間所修習之科目學分均比
照校際選修方式辦理，得由各系所酌予採認



選課與成績處理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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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學生未事先取得本校所屬學系
同意，於交流學校修習之學分不列
入該系所的畢業學分。

• 出國期間所修習之科目學分均比照
校際選修方式辦理，得由各系所酌
予採認。



選課與成績處理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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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學生於交流學校修習之成績，無論是否列入
畢業學分，均應送交教務處登錄，並得列入學期
排名及平均。

• 學科因交流學校之國情或規定無法配合明確評定
學科分數者，僅依學系審查承認之學分數登錄及
承認為畢業學分數，該學科成績分數不予登錄及
納入計算。



選課與成績處理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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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另設置15學分之「國際
學程」。

• 本校學生依規定申請赴經本校認可之境外
大學院校進修，而取得之學分與成績，得
認列為國際學程。

• 國際學程屬於教務處認可之專業學程之一。



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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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

學海飛颺：選送優秀學生赴登載於本部網站之外國大學校院參考名冊之學
（不包括大陸及港、澳）修讀學分。

• (１) 補助期限以一學期（季）或一學年為原則，本部補助每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其補助
額度得依本部當年度經費預算調整。

• (２) 每人實際獲補助額度由薦送學校自訂，得包括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及生活費等項目。
• 學海飛颺獎學金同學無須再提交申請，通過審核的同學，我們將一併討論獎學金名額，若金額足夠將發
給全體申請生，若金額不足，則依委員會決議擇優錄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