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正大学接收交换生/访问学生简章 

一、业务承办单位/承办人 

承办单位：本校国际事务处 

承办人员：蔡雅琪 

电子邮箱：ciacoop@ccu.edu.tw 

电话：+886-5-2720411 ext. 17606 

地址：台湾嘉义县民雄乡大学路 168 号   

     (邮编 62102) 

 

 

二、交换期限/学期日程 

一学期（为期约 18 周；秋季班开学日为每年九月，春季班开学日为每年２月）。 

2020 年春季班交换生/访问学生须抵台的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14 日，离境时间为 2021 年 6

月底期末考试结束后。 

 

三、交换学生/访问学生名额 

交换学生名额悉依本校与各姊妹校签订之交换学生协议办理，各校名额不同。 

但本校竭诚欢迎各姊妹校于原有交换学生名额之外，扩大荐送访问学生至本校研修。访问学生

与交换学生之不同处，在于须缴交本校访问学生「行政费」NTD15000 及「学杂费」NTD48000

至 NTD55000(依学院别而异)。 

 

四、本校院/系所及开课单位 

详本简章页 5 或 http://kiki.ccu.edu.tw/~ccmisp06/Course/。 

所有系所皆可受理交换学生/访问学生之申请案，但各系审核通过后，本校方能出具邀请函。

部分系所对交换生/访问学生的申请案有特殊要求，详本简章页 6。 

 

本校开放所有学生跨系所、跨学院、跨年级选课，每学期修课上限为 25 学分，交换生经由

授课老师签名并同意后便可选课，但通识中心的课程有名额限制，交换学生(含校际选课学

生)选修通识课程名额，以各课程开课人数百分之十为上限，若超过名额须依规定参加筛

选。每位同学每学期至多仅能选修一堂体育课。学期结束后本校会提供成绩单及交换证书给

同学，交由学生自行回母校办理学分转换事宜。 

mailto:ciacoop@ccu.edu.tw
http://kiki.ccu.edu.tw/~ccmisp06/Course/


 
 

五、收件截止日 

春季班为每年 11 月 20 日；秋季班为每年 4 月 20 日。 

六、申请资格 

本科生、研究生皆可，申请时须至少于母校修毕一学期课程，交换期间须于中正大学至少修

读一门课，学期中切莫因个人因素或考试、求职等生涯规画而延迟来台、中途离台或提早返

乡。(★主修法律相关专业，需参加大陆司法考试的同学，请申请春季班，勿申请秋季班交换

计划，以免影响来台行程。) 

八、申请所需文件 

1. 申请表 

2. 在学证明彩色扫描文件  

3. 目前已修毕之全部成绩证明 1 份 (须由推荐学校或机构加盖戳章) 

4. 推荐信 2 封(由 2 位推荐人各写 1 份) 

5. 学习计划 1 份 

6. 申请人相片电子文件（相片规格需为白色背景，并为 2 年内所拍摄、脱帽、未戴有色眼

镜，五官清晰、不遮盖，足资辨识人貌。相片规格不符，将被台湾移民署退件） 

7. 大陆身分证扫描文件 ★以上第一项申请表须在本校在线申请系统直接填写，第 2~7 项

附件须提供 JPG 电子文件。申请网址: http://oia.ccu.edu.tw/apply01/。 

九、 申请方式 

本校在线申请系统网址为：http://oia.ccu.edu.tw/apply01/。请各姊妹校提供推荐名单予本

校承办人（格式如附件）后，让学生于截止期限前于在线送出申请资料；成功完成在线申请

程序者，毋需再缴交纸质材料。 

十、住宿讯息 

本校将尽力安排交换学生/访问学生之住宿，交换学生原则上安排住于校内，访问学生一律于

校外租赁房间。校内宿舍床位不足时，本校亦可能安排交换生住校外宿舍。 

◆校内本科生宿舍：4 人一间，含卫浴；参考网址：

http://studaffbh.ccu.edu.tw/ezfiles/2/1002/img/39/749478290.pdf 

◆校内研究生宿舍：2 人或 1 人一间，卫浴在房间外（共享）；参考网址：

http://studaffbh.ccu.edu.tw/ezfiles/2/1002/img/39/109962914.pdf 

◆校外宿舍：本校将协助访问学生于校外租赁房间，有单人房或两人房可选择；两人房数量有

限，公告录取结果后将由本处发信调查学生住宿意愿，依学生回复次序安排房间。 

校外宿舍参考网址：http://www.gladsea.com.tw 

http://oia.ccu.edu.tw/apply01/
http://oia.ccu.edu.tw/apply01/
http://studaffbh.ccu.edu.tw/ezfiles/2/1002/img/39/749478290.pdf
http://www.gladsea.com.tw/


 
 

十一、保险相关规定 

交换生/访问学生在台研修期限内，一定要有平安保险（须包含意外伤害保险及急性突发疾

病医疗险），并确定若在台发生事故或就医可申请理赔。同学们抵台后须将保险证明复印件

缴交给本校国际事务处存盘备查。 

十二、交换生抵台后所需花费预估 

◆必缴费用 

学杂费：交换生依姊妹校协议免缴本校学杂费；访问学生每人须缴交「行政费」

NTD15000 及「学杂费」NTD48000 至 NTD55000(各学院收费不同，详本简章最末页)。 

入台许可证规费： NTD615 元 (含在线汇款手续费 NTD15 元) 

健康检查费： 约 NTD620 元 

住宿费：分为校内宿舍及校外宿舍两种，所有大陆交换／访问学生皆须自行负担住宿费。 

 

校内宿舍 

(交换生) 

 

本科生宿舍(4 人一间)每学期约 NTD7100 元；研究生宿舍(1~2

人一间)每学期约 NTD6800 至 8200 元，不含宿舍保证金、电费

及宿舍网络费。 

房租 入住时须缴交整学期的费用 

电费 每学期约为 NTD 1500 元，多退少补 

押金 入住时需缴交押金 NTD 1600 元(搬离宿舍后会退还) 

网络费 每学期 NTD 1000 元 

 

校外宿舍 

（访问学生） 

 

双人房两人合计每月约 NTD5000；单人房每月约 NTD4000 

房租不含水费、电费、押金及网络费。 

房租 入住日或翌日需缴交所居住期间的房租总额 

(每学期缴交 4.5 个月) 

水费 每人每月 NTD100 元。 

电费 由学生自行缴纳 

押金 入住时需缴交押金 NTD5000 元 

网络费 半年 NTD1500 元 

 

◆其他学生依个人需求自行负担的花费 

抵校后购买床垫、枕头、棉被等日常生活用品的费用：价格不一，一般包含床垫、枕头、

棉被的一组寝具费用约为 NTD3000 元。 



 
 

从机场到中正大学的交通费用： 

可利用本校于特定日期安排的接机车辆，费用由交换生/访问学生自行分摊并直接交给司机， 

每人车资约为 NTD800 至 1200 元，视实际调派的车辆及人数而定。接机人员会在当日统计 

乘车人数后计算正确金额。若同学考虑自行租车，参考车资如下（实际价格以租车公司的报 

价为准）： 

   ▪从桃园机场开往本校（车程约 3 小时）：9 人座面包车，每趟约台币 4500 元（虽为 9 人

座，但因交换生/访问学生都有大型行李，每辆车约坐 4～5 人较为恰当）；20 人座每趟

约台币 7000 元(但每辆车约坐 14~15 人较为恰当)；大巴(43 人座) 每趟约台币 9000 元 

   ▪从高雄机场开往本校（车程约 90 分钟至 2 小时）：9 人座面包车每趟约台币 3000 元；

20 人座每趟约 5000 元 

   ▪从嘉义机场开往本校（车程约 40 分钟至 1 小时）：9 人座面包车每趟约台币 1500 元 

   ▪从嘉义高铁站开往本校（车程约 40 分钟）：4 人座出租车每趟约台币 500 元 

其他个人花费：本校所在之嘉义地区生活费低廉，餐费每月约台币 6000 元。生活费、交

通费等其他开支，请参见：http://ciae.ccu.edu.tw/ciaeenglish/index.php/l2c.html 

十三、关于抵台之后的接机 

本处将安排本校学生作为交换生的学伴，让双方于开学前互相联系，交换生若有接机需求，

可自行询问学伴是否能提供协助。但由于从桃园机场搭乘高铁前来嘉义非常方便，一般我们

建议交换生先自行抵达嘉义高铁站后，再搭乘租用车前来本校。交换生若需要本校学伴前往

高铁站陪同来校，或事先代为安排租用车，也可自行与学伴沟通（交通费由交换生自行负

担）。 

十四、关于入台证 

近来台湾移民署对大陆学生的签证查核得相当严格，各校同学需「团进团出」，且务必遵守本

校为大家申请入台证时提报的行程入境及出境，若有任何异动须事先通知本校国际处向移民

署报备，否则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另外，所有同学拿到的入台证都为单次证，一旦出境就

无法再度进入台湾；基于各校同学须「团进团出」的原则，本校不会再次帮同学申请第二张签

证，也不会帮同学申请签证延期。 

十五、其他关于中正校园生活的介绍 

国立中正大学形象短片  

你没看见的空拍中正大学  

本校完整版中文简介   

 
 

http://ciae.ccu.edu.tw/ciaeenglish/index.php/l2c.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GX0N-djjz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f3qc2-h9kE
https://www.ccu.edu.tw/ccu_introduction_viedo.php


 
 

 

 



 
 

课程内容请至本校开排选课系统查询: 

http://kiki.ccu.edu.tw/~ccmisp06/Course/ 

 

本校部分系所对交换生／访问学生申请者的特殊要求如下 

系所 

偏好招收交换

生/访问学生的

班别 

特殊要求 

化生系 学士班学生 申请人需有优秀的学业成绩 

物理系 学士班学生 学业成绩中等以上 

前瞻制造系统硕士学位学

程 
博士班学生 

1. 研究方向需符合学程背景 

2. 成绩 GPA: 2.95 以上 

认知科学博士学位学程 
硕士班学生 

博士班学生 

因课程安排的关系，该学程仅于每学年度第

一学期(即秋季班)接受来访学生 

机械系光机电工程硕士班 硕士班学生 

除本校国际处所要求之文件，申请人应额外

检附以下数据作为审核参考： 

1.简要自传（1000 字以内） 

2.研究计划（5000 字以内） 

传播系 

学士班学生 

硕士班学生 

博士班学生 

该系对语文要求较高，学生至少能流利使用

中文或英文．以中文母语的学生，英文也要

有中上程度．以英文母语的学生，中文也要

有中上程度． 

外文系所暨英教硕士班 无特殊限制 学业成绩须标示排名及 GPA 证明 

教育学研究所   
所有交换生/访问学生至少需选修一门该单

位开设的课程，并于学期末提出心得报告 

http://kiki.ccu.edu.tw/~ccmisp06/Course/


 
 

本校提供之交换/访问学生名额列表 
姊妹校 交换生名额 

(免缴学杂费&行政费) 

访问学生名额 

(需缴交学杂费&行费) 

大连理工大学 １ 无特殊限制 

山东科技大学 2 无特殊限制 

山东师范大学 0 无特殊限制 

中山大学 ４ 无特殊限制 

中南大学 2 无特殊限制 

中国人民大学 ５ 无特殊限制 

中国石油大学 0 无特殊限制 

中国地质大学 2 无特殊限制 

中国政法大学 ２ 无特殊限制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0 无特殊限制 

天津大学   4  无特殊限制 

天津师范大学 0 无特殊限制 

太原理工大学 2 无特殊限制 

北京外国语大学 ３ 无特殊限制 

北京师范大学 2 无特殊限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4 无特殊限制 

北京理工大学 4 无特殊限制 

四川大学 2 无特殊限制 

平顶山学院 0 无特殊限制 

同济大学 2 无特殊限制 

安阳工学院 0 无特殊限制 

安徽师范大学  0 无特殊限制 

曲阜师范大学 0 无特殊限制 

江西师范大学 ２ 无特殊限制 

西北大学 2 无特殊限制 

西北工业大学 4 无特殊限制 

西安交通大学 2 无特殊限制 

西安培华学院 0 无特殊限制 

西南大学 2 无特殊限制 

西南政法大学 2 无特殊限制 



 
 

东北师范大学 2 无特殊限制 

东南大学   4   无特殊限制 

武汉大学 ２ 无特殊限制 

南京大学 ４ 无特殊限制 

南昌航空大学 １ 无特殊限制 

南开大学 2 无特殊限制 

哈尔滨工业大学   4  无特殊限制 

重庆大学 ２ 无特殊限制 

首都师范大学 2 无特殊限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0 无特殊限制 

香港教育大学 2 无特殊限制 

华中科技大学     4  无特殊限制 

华中师范大学 2 无特殊限制 

华南理工大学 ２ 无特殊限制 

云南大学 0 无特殊限制 

厦门大学 ２ 无特殊限制 

温州大学 0 无特殊限制 

电子科技大学 2 无特殊限制 

兰州理工大学 0 无特殊限制 

◆以上交换学生名额悉依校际协议办理，超过交换名额以外的学生，仍欢迎以访 

 问学生的身分前来本校研修。 

 

本校访问学生每学期学杂费收费标准   单位:新台币(NTD) 

 工学院 理学院 管理学院 
文、法、教育、

社科学院 

学杂费 

34,650(学费) 

20,350(杂费) 

34,020(学费) 

19,980(杂费) 

30,870(学费) 

18,130(杂费) 

30,240(学费) 

17,760(杂费) 

合计 55,000 合计 54,000 合计 49,000 合计 48,000 

备注 

心理学系、资管学系、传播学系、运动竞技学系、运动与休闲教育

研究所等系所（含学士班、硕士班及博士班）之学杂费皆比照理学

院收费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