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104 學年度（2015/2016）院級交換學生甄選簡章
壹、適用對象
本簡章適用於 104 學年度出國交換一學期或一學年之文學院在學學生，惟學
生出國實際交換確切時間應視各交換接待學校之學期起迄時間而定。
貳、申請資格、交換資訊及甄選名額
因各交換接待學校申請狀況不同，詳細申請資格、甄選名額及交換期間等資
訊，請見本院網站公告 http://liberal.ntu.edu.tw/index.htm (本網頁隨時更新)。
參、報名資格
一、本院學生同時具以下條件者，始具報名資格：
（一）本院之學士生二年級（含）以上或研究生一年級（含）以上。
（二）學士生 102 學年度學年等第績分平均 GPA 達 3（含）或學年全班排名
前 40％。等第績分平均與排名依學年名次證明書上之平均與排名計。
102 學年度休學者，以休學前一學年學業總平均與學年排名計。研究
生無成績限制。
（三）合格之外語能力證明：須具正式外語檢測機構證明。
（請參考附件一）
（四）申請須經系所同意。
（五）以上各項規定，若交換接待學校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有以下任一情形者，不具報名資格：
（一）為本校進修學士班或在職專班學生。
（二）同一修業年限內已獲本校、本院或本院各系所學位學程推薦至國外交
換者。
肆、報名方式
一、收件方式：103 年 10 月 27 日至 103 年 10 月 31 日，每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送院辦公室承辦同仁。
二、繳交文件：
（一）申請表（請見附件二），須經系所主管核章。
（二）履歷表。限以 A4 直式兩頁，中文撰寫，無標準格式。履歷須能呈現

學業成績表現、研究表現及論文發表情形，並得另附不限頁數之論文
發表清單。
（三）讀書/研究計畫。限以 A4 直式兩頁、中文至少 500 字撰寫，且須含修
課計畫及預定完成學分數。
（四）本校歷年成績單中文版。碩一生為大學歷年成績單，博一生為碩士歷
年成績單。
（五）本校 102 學年度學年名次證明書。研究生不需繳交。
（六）語言能力證明（詳細規定請參考附件一）。
（七）推薦函一封：研究生請附指導教授推薦函（尚未有指導教授者為系主
任或所長）。大學部學生請附系所教授推薦函，以上均須彌封簽名。
上述文件除第七項外，請依序以長尾夾固定並繳交書面資料一式三份（正本一份
與影本二份）。第六項語言能力證明可檢附影本，惟繳交時請備正本以便核驗。
伍、甄選方式
由本院國際事務推動小組委員擔任甄審委員，甄審結果經國際事務推動小組
會議通過後送請院長核定。
陸、交換學生之責任與義務
一、所有同學於交換學校完成註冊手續後，即視同該校學生，應遵守該校一切規
定。
二、所有同學於研修期間，須密切與本院及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保持聯繫，並留意
自身安全。
三、所有同學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繳交研修心得報告一份或提供個人交換心得網
站。本院經徵詢同學之同意後，得於網站公開同學繳交之報告或心得網站，
並使用於相關活動文宣用品上。
四、交換生返國後，應盡義務協助及輔導本院學生，並提供相關諮詢與資訊。
五、所有同學須按本校學則之相關規定於交換學校修課(詳見附件三)。

附件一：語言能力證明說明表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104 學年度（2015/2016）院級交換學生語言能力證明說明表
語言

說明

英語能力證
明

1.

日語能力證
明

僅接受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2 以上之合格證書或成績單。

其他語言能
力證明

1.
2.

僅接受 TOEFL、IELTS 或全民英檢（GEPT）
，不接受多益 TOEIC。
全民英檢（GEPT）須通過複試並取得證書。
2. 成績單請勿申請寄至本院或預計交換之學校。
3. 尚未收到 TOEFL 成績單者，可將網路成績印出後於右上角空
白處簽名，即可代替正式成績單繳交。

任一正式外語檢測機構之合格證書或成績單皆可。
各語言能力程度及考試對照表請至本校國際事務處網站參
考：
http://www.oia.ntu.edu.tw/oia/index.php/doc/view/sn/
1342

註：如交換接待學校對語言能力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附件二：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103 學年度交換學生申請表
□女

中文姓名
性別

英文姓名
(須與護照一致)

□男
□役男

請黏貼六個月內

□非役男

兩吋證件照

系級
學號
身份別
身分證字號

□一般生

□僑生

□外籍生

□其他：____________

（外籍生或僑生請填護照號碼）

(O)：
聯絡方式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緊急聯絡人

交換學校
正式名稱

交換期間

另請檢附右
列文件隨同
本申請表送
文學院辦公
室

填表人：

關係

連絡電話

(O)：
(行動電話)：

中文：
英文：

□一學年
1.
2.
3.
4.
5.
6.

□一學期(□上學期/□下學期)

履歷表
讀書/研究計畫歷年成績單
歷年成績單
102 學年度學年名次證明書
語言能力證明
推薦函一封

系(所)主任：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
承辦人：
院長：

附件三：
本校學則交換學生相關規定
一、學士班（第 19 條之 1）：
自一○一學年度起，學生經本校核准出國修課者，出國之學期至少應修習二
科或六學分，並依國外學校原始成績證明登錄於本校歷年成績表。其學分是
否採認計入畢業應修學分數及採認學分數多寡，由學生就讀學系審核後，送
教務處核定，但其成績不計入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亦不計入畢業成績。
參與境外雙聯學位學生及暑期出國學生，其於境外所修習課程、學分、成績，
除須採計為本校課程方能畢業外，其餘課程得 不須登錄於本校歷年成績表。
學生自行出國修課，於出國前先經就讀學系同意者，其所修課程及學分得依
前項規定辦理。
學生若有特殊情況，得於出國前或出國期間專案經學系主任核准降低修課學
分數或免修習課程。
學生修課期滿回國兩個月內未提出任何成績證明或於國外學校修課未達最
低應修學分者，於歷年成績表註記：「出國期間於國外學校修課不符本校規
定」。但有特殊情形經教務長核定者不在此限。
二、碩、博士班（第 78 條之 1）：
自一○一學年度起，研究生經本校核准出國修課者，出國之學期至少應修習
二科或六學分，並依國外學校原始成績證明登錄於本校歷年成績表。其學分
是否採認計入畢業應修學分數及採認學分數多寡，由就讀系所審核後，送教
務處核定，但其成績不計入學期 GPA，亦不計入畢業 GPA。
參與境外雙聯學位學生及暑期出國學生，其於境外所修習課程、學分、成績，
除須採計為本校課程方能畢業外，其餘課程得不須登錄於本校歷年成績表。
研究生自行出國修課，於出國前先經就讀系所同意者，其所修課程及學分得
依前項規定辦理。
研究生若有特殊情況，得於出國前或出國期間專案經系所主任核准降低修課
學分數或免修習課程。
研究生修課期滿回國兩個月內未提出任何成績證明或於國外學校修課未達
最低應修學分者，於歷年成績表註記：「出國期間於國外學校修課不符本校
規定」。但有特殊情形經教務長核定者不在此限。

文學院交換計畫合作學校申請資訊
一、比利時根特大學文哲學院
(一) 身分資格：本院學士學位生及研究生。
(二) 語言能力：須擇一提供以下語言能力證明。
1. TOEFL 紙筆測驗 510-559 分。
2. TOEFL 線上測驗 87-109 分。
3. IELTS 6.0。
4. 大學語言中心之英語或荷語能力證明(相當於 CEF B2 級)。
5. 一年以上之英語或荷語修課證明。
(三) 名額：每年至多 2 名。
(四) 學期：9 月至隔年 2 月。
二、比利時法語天主教魯汶大學哲學、藝術暨文學院
(一) 身分資格：本院學士學位生及研究生。
(二) 語言能力：建議具備相當於 CEF B2 級之法語能力。
(三) 名額：每年至多 3 名學年交換生，2 名學期交換生相當於 1 名學年交換
生。
(四) 學期：9 月至隔年 1 月、1 月至 6 月。
三、荷蘭伊拉斯莫斯大學歷史、文化暨傳播學院
(一) 身分資格：本院學士學位生。
(二) 語言能力：須擇一提供以下語言能力證明。
1. TOEFL 紙筆測驗 580 分。
2. TOEFL 電腦測驗 237 分。
3. TOEFL 線上測驗 92 分。
4. IELTS 7.0。
(三) 名額：每年至多 2 名學年交換生，2 名學期交換生相當於 1 名學年交換
生。
(四) 學期：9 月至隔年 1 月、1 月至 6 月。
四、日本天理大學文學部暨國際學部
(一) 身分資格：本院學士學位生及研究生。
(二) 語言能力：須具備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2 級以上(含 2 級)之日語能力。
(三) 名額：每年至多 2 名學年交換生，2 名學期交換生相當於 1 名學年交換
生。
(四) 學期：4 月至 7 月、9 月至隔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