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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规定与注意事项 

一、 申请须知 

(一) 本项目仅接受我校合作协议姊妹校推荐之学生申请，不接收学生个人申请。 

(二) 来校交流学生须遵守当地法律与我校法规及学习要求。 

(三) 鉴于学术专业考虑，我校保留审查交流学生最终录取资格。 

(四) 研修期间为 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7 月，确切报到开学时间另行通知。 

(五) 研修生于逢甲大学交流期满后必须立即返回大陆，不得延期。 

(六) 其他未尽事宜，以逢甲大学大陆事务办公室最终决议为准。 

二、 申请资格 

(一) 我校合作协议姊妹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 

(二) 年级不限、专业对应。 

三、 申请名额 

(一) 协议研修生：依据两校协议之学费互免名额。 

(二) 访问研修生：自费研修生申请名额不限。 

四、 申请方式 

(一) 符合资格者，请备齐申请材料缴交至各校负责部门，由各校负责老师统一汇整发送至本校

审核。 

(二) 请各校负责老师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前提供电子版材料发送至本校大陆事务办公室承办

人-陈奕儒老师。 

(三) 申请材料：第 2~５项材料依序合并成同一份 PDF 档，其他单独提供，档名加注学生姓名。 

1. 附件一：交流学生信息汇总表（WORD 档） 

2. 附件二：交流学生申请表 

3. 附件三：具结书 

4. 个人简历与学习计划 

5. 历年成绩单 

6. 申请人在学证明正本（效期近 2 个月内，彩色 JPG 档） 

7. 身分证正反面（彩色 JPG 档，档案需小于 512KB，不受理＂临时身分证＂） 

8. 麻疹、德国麻疹(风疹)疫苗接种证明或抗体阳性报告（彩色 PDF 文件） 

9. 个人彩色证件照（JPG 档，近 6 个月内拍摄，两吋半身，白色背景、脱帽、未带有色

眼镜、五官清晰、不遮盖，非合成照片） 

(四) 预计 2020 年 12 月底前发送研修生录取通知至各校负责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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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请系所及选课 

(一) 请参考本校院系专业简表，学系（专业）之选择将影响个人选课，申请人务必谨慎选填于

申请表内，请参考表一。 

(二) 研修生至少修读一门与本专业相关课程。 

(三) 本校 109 学年开课信息可进入本校课程检索系统 https://reurl.cc/E7pn9K ，点选欲查询

之学制、学院、系所，即可浏览实时信息。 

六、 各项费用信息 

(一) 本简章中所列费用皆为新台币，各项收费标准如下表，依照当年度公告为主，如有变动，

敬请见谅。 

(二) 申请学生于所属原学校之注册缴费事宜，依各校规定办理。 

费用名称 收费内容 备注 

研修费 

（学费） 

1. 协议研修生：依据两校协议，免收研修费。 

2. 访问研修生：依据本校当学年度陆生及外国

学生学杂费收费标准收费。 

请参考表二。 

网络使用费 700 元  

学生团体保险费 每学期 200 元 依保险公司合约调整 

境外学生医疗 

保险费 
每个月 500 元 

无事先投保海外医疗保险之

学生皆须加入 

行政费 3000 元 入台证及学生证等 

生活费 每月约 8,000～10,000 元 
依台湾地区大学生平均支出

情形估算 

住宿费 每学期 1,8270～27,090 元 依房型大小 

七、 宿舍信息 

(一) 宿舍分配因房间格局、窗户与阳台设备大小不一，统一由本校住宿服务中心安排，经分配

后不得自行更换。 

(二) 原则上安排女生入住宝赞大楼，男生入住翰林学园，但若因床位数不足，则授权由住宿服

务中心代为安排校外宿舍。 

(三) 住宿费以「学期」为计算基准，若因故住宿超过该期限，须另依实际停留时间缴交若干住

宿费。 

(四) 宝赞大楼除住宿费外，须另缴交管理费 3,000 元、保证金 1,500 元（退租时无息退还），房

间水电费同寝住宿生平均分摊（水电费依自来水公司及台电公告计费），公共用电由全体住

宿生平均分摊。 

(五) 翰林学园除住宿费外，须另缴交管理费 3,600 元、保证金 1,500 元（退租时无息退还）、房

间电费同寝住宿生平均分摊（电费每度 5.4 元）。 

https://reurl.cc/E7pn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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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校宿舍提供家具与相关物品如下： 

1. 电器用品：冷气、冷气遥控器。 

2. 家具：衣柜、书桌、椅子。 

3. 网络：网络节点，依房间人数配置，每人使用一个节点。 

4. 其他：房间独立卫浴。 

(七) 宿舍环境照 

  

翰林学园双人房 宝赞大楼双人房 

八、 其他 

(一) 2021 年春季班确切报到、接机、选课、离境等相关事宜，本办发送录取通知时将一并发送。 

(二) 为个人安全及健康着想，请自行投保完善之海外意外及医疗保险，交换学习期间须具有医疗

保险，及承担该期间之全额医疗费用。或是到校后参加本校所提供之「医疗保险」。 

(三) 到校后由学校统一安排至本地医疗院所做一次健康检查与胸部 X 光检查。 

(四) 为让学生更快熟悉校园生活，本办将于学期末安排本校学生（学伴）联系录取学生。 

(五) 研修离校前，须缴交 500 字延修心得（图文并茂），并将电子檔寄送到陈奕儒老师邮箱。 

九、 联络信息 

 逢甲大学主页：http://www.fcu.edu.tw/wSite/mp?mp=1 

 逢甲大学大陆事务办公室，电子邮箱：oma@fcu.edu.tw 

 学生交流项目承办信息 

 接收貴校学生：陈奕儒（女） 

电子邮箱：ijchen@fcu.edu.tw，电话：886-4-24517250 分机 2492 

 选送本校学生：李雅婷（女） 

电子邮箱：yatlee@fcu.edu.tw，电话：886-4-24517250 分机 2504 

 地址：台湾台中市西屯区文华路 100 号行政二馆 303 室（邮编 407） 

 

http://www.fcu.edu.tw/wSite/mp?mp=1
mailto:oma@fcu.edu.tw
mailto:ijchen@fcu.edu.tw
mailto:yatlee@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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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逢甲大学可申请短期研修院系专业简表 

点选以下院系专业名称，可直接连接其网页。 

商学院 工程与科学学院 

会计学系 

国际经营与贸易学系 

财税学系 

合作经济暨社会事业经营学系 

统计学系 

经济学系 

企业管理学系 

行销学系 

财经法律研究所 

科技管理硕士学位学程 

商学博士学位学程 

机械与计算机辅助工程学系 

纤维与复合材料学系 

工业工程与系统管理学系 

化学工程学系 

航天与系统工程学系 

精密系统设计学士学位学程 

电声硕士学位学程 

绿色能源科技硕士学位学程 

机械与航空工程博士学位学程 

应用数学系 

环境工程与科学学系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系 

建设学院 资电学院 

土木工程学系 

水利工程与资源保育学系 

都市计划与空间信息学系 

运输与物流学系 

土地管理学系 

景观与游憩硕士学位学程 

土木水利工程与建设规划博士学位学程 

资讯工程学系 

电机工程学系 

电子工程学系 

自动控制工程学系 

通讯工程学系 

生医信息暨生医工程硕士学位学程 

电机与通讯工程博士学位学程 

金融学院 建筑专业学院 

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  财务金融学系 

财务工程与精算学士学位学程 

金融博士学位学程 

建筑学士学位学程 

建筑硕士学位学程 

室内设计学士学位学程 

创新设计学士学位学程 

创意设计硕士学位学程 

注：本校建筑专业学院交换生总录取名额为 20 名，

若申请总人数超过，将由学院决定录取名单。 

人文社会学院 

中国文学系    历史与文物研究所 

外国语文学系   公共事务与社会创新研究所 

http://www.cob.fcu.edu.tw/
http://www.coe.fcu.edu.tw/wSite/mp?mp=300101
http://www.acct.fcu.edu.tw/wSite/mp?mp=420101
http://www.itra.fcu.edu.tw/wSite/mp?mp=425101
http://www.pf.fcu.edu.tw/wSite/mp?mp=430101
http://www.coop.fcu.edu.tw/wSite/mp?mp=435101
http://www.stat.fcu.edu.tw/wSite/mp?mp=440101
http://www.econ.fcu.edu.tw/wSite/mp?mp=445101
http://www.ba.fcu.edu.tw/wSite/mp?mp=460101
http://marketing.fcu.edu.tw/wSite/mp?mp=403103
http://www.econlaw.fcu.edu.tw/wSite/mp?mp=418101
http://www.mot.fcu.edu.tw/wSite/mp?mp=405101
http://www.bphd.fcu.edu.tw/wSite/mp?mp=407102
http://www.mcae.fcu.edu.tw/wSite/mp?mp=350101
http://www.fcm.fcu.edu.tw/wSite/mp?mp=340101
http://www.inde.fcu.edu.tw/wSite/mp?mp=360101
http://www.che.fcu.edu.tw/wSite/mp?mp=365101
http://www.aero.fcu.edu.tw/wSite/mp?mp=395101
http://www.psd.fcu.edu.tw/wSite/mp?mp=350301
http://www.earmp.fcu.edu.tw/wSite/mp?mp=349101
http://www.gest.fcu.edu.tw/wSite/mp?mp=348101
http://www.mae.fcu.edu.tw/wSite/mp?mp=302101
http://www.math.fcu.edu.tw/wSite/mp?mp=510101
http://www.ees.fcu.edu.tw/wSite/mp?mp=520101
http://www.mse.fcu.edu.tw/wSite/mp?mp=530101
http://www.photonics.fcu.edu.tw/wSite/mp?mp=505101
http://www.cocd.fcu.edu.tw/wSite/mp?mp=450101
http://www.cie.fcu.edu.tw/wSite/mp?mp=399101
http://www.civil.fcu.edu.tw/wSite/mp?mp=310101
http://www.wre.fcu.edu.tw/wSite/mp?mp=320101
http://www.up.fcu.edu.tw/wSite/mp?mp=335101
http://www.ttm.fcu.edu.tw/wSite/mp?mp=465101
http://www.lm.fcu.edu.tw/wSite/mp?mp=470101
http://www.glr.fcu.edu.tw/wSite/mp?mp=477101
http://www.gche.fcu.edu.tw/wSite/mp?mp=325201
http://www.iecs.fcu.edu.tw/wSite/mp?mp=370201
http://www.ee.fcu.edu.tw/wSite/mp?mp=380101
http://www.ece.fcu.edu.tw/wSite/mp?mp=490101
http://www.auto.fcu.edu.tw/wSite/mp?mp=390101
http://www.ce.fcu.edu.tw/wSite/mp?mp=480101
http://www.bmie.fcu.edu.tw/wSite/mp?mp=389101
http://www.gece.fcu.edu.tw/wSite/mp?mp=499101
http://www.cof.fcu.edu.tw/wSite/mp?mp=610101
http://www.soa.fcu.edu.tw/wSite/mp?mp=330103
http://www.rmi.fcu.edu.tw/wSite/mp?mp=412101
http://www.fina.fcu.edu.tw/
http://www.bpfeas.fcu.edu.tw/wSite/mp?mp=409701
http://www.fphd.fcu.edu.tw/wSite/mp?mp=615101
http://www.mpcd.fcu.edu.tw/wSite/mp?mp=303001
http://www.cohss.fcu.edu.tw/
http://www.cl.fcu.edu.tw/
http://www.ghhr.fcu.edu.tw/wSite/mp?mp=565101
http://www.fll.fcu.edu.tw/
http://www.gipp.fcu.edu.tw/wSite/mp?mp=57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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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09 学年度学杂费收费标准表（每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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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交流学生信息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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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交流学生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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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具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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