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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學年度第二學期（春季學期）
中國籍校級來校交換學生計劃 申請簡章
申請流程

2020年10月1日- 10月31日
線上申請期間

2020年11月2 - 9日
姊妹校確認提名

2020年11月10日 - 11月22日
初審

2020年11月23 - 12月4日
系所審查

2020年12月9日
公布錄取結果

2020年12月18日
繳交在學證明及出入境規範切結書
(*繳交說明將於錄取公布後另以email通知)

2020年12月28日
核發寄送入學許可包裹（含邀請信及行程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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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一般資訊

一、 申請資格
凡與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臺大）訂立有合作關係之姊妹校在學學生，即可經由姊妹校之甄選
流程，獲得正式提名資格，申請至臺大參與交換學生計畫。
二、 如何獲得提名
根據本校規定，學生申請本校交換學生計畫前，需獲得姊妹校正式提名，然各校交換學生計畫皆
有一定徵選程序，請向姊妹校交換學生事務專責單位洽詢獲得提名的方式。
三、 如何遞送申請文件
本校申請所有流程皆採線上報名，申請學生之各項文件應於申請期間至線上報名系統繳交。
四、 截止日期
第 2 學期（2 月入學）之線上報名系統填寫時間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

線上申請
步驟一：填寫線上申請表
請依下列指示填寫，資料經送出即無法返回修改，請謹慎填寫並確認資料無誤後再送出。
一、 個人資料
(一)英文姓名：需與個人護照、入臺證申請書上之英文姓名相同。
(二)中文姓名：需與個人護照、入臺證申請書上之中文姓名相同。
(三)出生日期：請注意出生日期即為日後登入線上查詢系統之「使用者 Password」。
(四)國籍資料：具多重國籍者，請優先填入申請入臺欲使用之國籍，其後填入其他國籍資訊。請
留意，本計畫不接受僅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之學生申請，因此線上申請時請確實上傳除中華民
國護照外之證件。
(五)入臺證申請資訊
根據中華民國移民署規定，所有中國大陸籍人士來臺從事短期學術交流皆需申請入出境許可
證（簡稱入臺證）
，因來校交換之中國籍（不含香港、澳門籍）短期交流學生統一由本校代為
申請入臺證，故請詳實填寫以下資訊以便本校完成後續申請作業。請注意，若資料填寫有誤
造成入臺證失效或需申請修改補發等情事，學生需額外負擔變更申請費用及其他相關責任。
1. 戶籍地（省、市）：省及市皆須填寫，若戶籍地僅有省沒有市，則可省略。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分證號：請填入 18 碼身分證字號。
3. 入學日期：填寫您進入母校就學的日期，若僅知道月份，日期請統一設定為該月份之第
一日，例如：2018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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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居地址：填入您目前居住的地址，若為學校宿舍，請填寫宿舍地址。
5. 父親姓名：此為入臺證申請必填資訊，請詳實填寫。
父親存歿：若父親健在，請提供詳細聯絡資訊。
母親姓名：此為入臺證申請必填資訊，請詳實填寫。
母親存歿：若母親健在，請提供詳細聯絡資訊。
目前旅居香港、澳門或國外地區：若您目前居住在非中國大陸之海外地區，需提供簽證
及居留證號碼，並詳實填寫該證之核發日期及有效期限。請注意，該證件效期必須涵蓋
您在臺交換期間，若無法涵蓋，請自行更新後再填入資料。
10. 出生地：請填寫出生地點之省及市。
11. 申報事項：請依照個人實際狀況擇一勾選。
12. 聲明條款：此條款內容為移民署提供之入臺證申請規章，請仔細閱讀後勾選同意並嚴格
遵守。
6.
7.
8.
9.

二、 聯絡資訊
請確認所提供的聯絡方式正確無誤，本校各項重要資訊將以電子郵件寄發。另外，電子郵件／
Email 即為日後登入線上查詢系統查看申請進度的「使用者帳號」。
三、 目前在學學籍資料
在進入線上申請系統時，於姊妹校清單中選取在學學校的校名，系統會自動帶入校名於申請表格
上，並請填入在校就讀系所的中英文全名與就讀年級。
四、 在臺大交換學習學籍資料
(一)交換年級：申請來臺大交換學習的學籍資料（系所與年級）
，應與原在姊妹校就讀的學籍資料
一致；若姊妹校的年級計算方式與臺大不同，須由姊妹校的專責單位的業務承辦人另開證明。
(二)就讀系所：請選擇欲在臺大交換就讀的學院與系所，該系所應與原就讀系所的研究領域相關，
可參考臺大的網頁 www.ntu.edu.tw，並點選上方的「學術單位」
，以獲得本校系所完整資訊。
請注意，
1. 醫學院不接受大三（含）以上交換及訪問學生申請，且實習課程與臨床實驗課程不開放
交換及訪問生選修。
2. 獸醫學系、海洋研究所不開放交換及訪問學生申請。
3. 以下課程不開放交換及訪問學生修習：
 GMBA 核心及必修課程
 EMBA 及 EiMBA（創業創新管理碩士在職專班）課程
 各系所之實習課程
 學分學程（包含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及進修推廣學院課程
 化學系所開設之實驗課程
 暑修與夏季學院課程
 各別課程詳細限制，請參閱臺大課程網「選課限制條件」欄位為準
4. 本校經濟學系暨研究所隸屬社會科學院，非管理學院。然如有興趣修習相關課程，可自
行於本校選課網確認其他學院是否有開設（例如：管理學院）。
五、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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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宿舍無法提供交換生/訪問生申請，同學需自行安排在臺期間的住宿。
六、 臺大國際學生接待志工
每位來校交換生皆會被安排一位臺大學生擔任其接待志工，協助提供交換期間各種疑問之建議。
七、 緊急聯絡人
該緊急連絡人通常為交換學生的父母親或家人，為臺大在交換學生遇到緊急的必要情況時，可以
聯繫到的人。
八、 申請者聲明
填完線上申請表後，請詳閱聲明內容並取得確認，未經簽署確認過後的申請表，臺大將不會受理。
步驟二：上傳各項申請文件
所有文件皆須於 10 月 31 日線上報名截止日前完成上傳動作。資料送出後將無法返回修改，送出前
請先確認所有資料正確無誤。
1 護照規格相片

- 將用於製作學生證及入臺證之申請。
- 上傳檔案必須為 JPEG 格式，且須為白底且五官清晰之證件照
（請參考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護照照片規格說明）。

2 讀書計劃

- 以中文或英文撰寫
- 以 1 頁 PDF 電子檔案為限

3 正式歷年成績單

- 上傳檔案必須為 PDF 格式
- 成績單上必須蓋有校方正式印鑑

4 個人護照彩色掃描檔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分證
正反面彩色掃描檔

上傳檔案必須為 PDF 格式

6 聲明書

請使用中文版，詳閱後簽名，並以 PDF 檔上傳

上傳檔案必須為 1 頁 JPG 格式，同時包含彩色正反面掃描檔

校方提名
申請期間截止後，與校方承辦人確認申請者是否符合姊妹校薦送名單。若無校方專責單位的正式提
名，臺大將不會受理該申請。
追蹤申請進度
申請人之電子郵件信箱與出生年月日將自動成為線上系統之個人帳戶與密碼。申請人可自行登入線
上查詢系統查看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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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臺證申請 注意事項
根據移民署規定，所有中國籍人士來臺從事短期學術交流皆需申請入出境許可證（簡稱入臺
證）。來校交換之中國籍（不含香港、澳門籍）短期交流學生，將統一由本校代為申請入臺證。
為配合移民署政策，有效掌握學生出入境狀況，所有來校中國籍交換生皆須簽署《出入境規範
切結書》並提供 2020 年 11 月 1 日後開立之在學證明（含校方彩色章戳）。本校將於錄取結果公布
後，主動寄發通知信，並請姊妹校承辦人協助收齊學生之在學證明及簽署之《出入境規範切結書》。
中國籍（不含香港、澳門籍）學生之邀請信及行程計畫表將於錄取結果公布後，連同入學許可
包裹一同寄出至姐妹校國際事務處或港澳臺辦公室，由承辦人協助轉交給學生。請注意，學生必須
依照行程計畫表規定之時程準時入出境，不得任意購買他日來回程機票，若有違規將處以重罰。入
臺證核發後，本校將透過電子郵件寄發電子檔（僅有電子檔）給各位同學，移民署審查過程中若有
要求申請人補交其他文件，本處也將透過電子郵件發佈通知。申請人需於抵臺註冊日當天繳交入臺
證申辦費用新臺幣 1,000 元整。
另外，根據移民署規定，旅居中國大陸以外地區之中國籍學生須前往居住地鄰近之外館預約面
談，本校收到移民署面談通知後，也將透過電子郵件轉告申請人，因此請務必隨時查看個人電子信
箱並定期追蹤申請進度。自接獲錄取通知（12 月 9 日）到接獲面試通知（約 1 月 20 日）前，請勿
離開旅居地至外地旅遊，亦不可提前返回中國大陸。若於接獲面試通知前擅自離開旅居地，亦須於
接獲面試通知後配合返回旅居地完成面談。因任何因素無法配合面談，致影響入臺證審查及核發程
序，學生需自行承擔後果。

聯絡資訊
歐洲及大洋洲來校交換學生
周宜靜小姐 Ms. Charlotte Chou
E: charlottechou@ntu.edu.tw
T: +886 (0)2 3366 2007 ext 209
亞洲、美洲（不含 UC & CSU）及非洲來校交換學生
林宣小姐 Ms. Lisa Lin
E: linhsuan@ntu.edu.tw
T: +886 (0)2 3366 2007 ext 224
加州大學(UC)及加州州立大學(CSU) 來校交換學生
王郁婷小姐 Ms. Joy Wang
E: joywang@ntu.edu.tw
T: +886 (0)2 3366 2007 ext 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