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學年度-
各國國際交換生說明會
學海飛颺計畫

主辦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主講人: 馬淑卿組長 (交流合作組)

段惠珍老師 (應用外語系)



國際交換學生

•新加坡、烏克蘭、韓國、越南

國際研修生(英語系國家)

•美國、英國



【新加坡】
Beacon International College 培根科技學院
http://www.beacon.edu.sg/

【烏克蘭】
Bilctserkivskiy National Agrarian University 白教堂國立農業大學
http://www.btsau.kiev.ua/

【韓國】
Induk University 仁德大學
http://www.induk.ac.kr

Hansei University 韓世大學
http://www.hansei.ac.kr

【越南】
Ho Chi Minh City Pedagogical University 越南胡志明市師範大學
http://www.hcmup.edu.vn/

http://www.hansei.ac.kr/


交換學校介紹-
【新加坡】
Beacon International College 培根國際學院

學校 培根國際學院

學費
不需支付

(需完成本校註冊費繳交)

自付費用
生活或學習相關費用(諸如：機票、交通費、護照、簽
證、住宿(住宿費用SG$1200 (約台幣3萬元)、膳食、
保險、書本、材料費、寢具及語學堂費用等。

費用說明

1.機票約台幣15,000元
2.生活費約2200新幣(台幣約50000)

*依顧個人花費而定
*住宿為4個月，如超過4個月住宿費另計。
Ex:SG$300/30天*超過得天數
3.註冊費120新幣(約台幣2900)，一個月押金300新幣
(可退費)(約台幣7200)

甄選名額 至多4名

特色學系:
商管學、酒店管理、產品工業設計、互動媒體設計

新加坡Beacon International College: 多益650分以上，全民英檢中級(聽說讀寫)以上

►報名資格: 凡本校在學學籍之大學部之學生 ( 二~四年級學生 )
本國籍、外國籍、僑生、港澳生或陸生均可參與甄選。



交換學校介紹-照片
【新加坡】
Beacon International College 培根國際學院



交換學校介紹-
【烏克蘭】Bilctserkivskiy National Agrarian University 白教堂國立農業大學

學校 烏克蘭國立白教堂農業大學

學雜費、住宿費
不需支付

(需完成本校註冊費繳交)

自付費用
生活或學習相關費用(諸如：機票、交通費、
護照、簽證、膳食、保險、書本、材料…等)

費用說明
機票+簽證費 約台幣60000元。
生活費約臺幣6400元/月。

甄選名額 至多4名

修讀學系 語言學系

►僅限臺灣籍學生。

甄選對象: 凡本校在學學籍之大學部二年級~四年級學生 (中華民國籍學生)

學校簡介影片

https://youtu.be/khDV44TI72A


交換學校介紹-照片
【烏克蘭】Bilctserkivskiy National Agrarian University 白教堂國立農業大學



交換學校介紹-
【韓國】Induk University 仁德大學
仁德大學座落於韓國首爾市(Seoul)，以設計學程聞名

學校 韓國仁德大學

學費
不需支付

(需完成本校註冊費繳交)

自付費用
生活或學習相關費用(諸如：機票、交通費、護照、
簽證、住宿(一學期480美元 約台幣14,400)、膳食、
保險、書本、材料費、寢具等。

費用說明
機票約台幣18000元
生活費約2200美金(台幣約72000)

*依顧個人花費而定

甄選名額 至多4名

建議學系:

(一)視覺傳達設計系
(二)廣播媒體工程系
(三)室內建築設計系
(四)科技系統管理系
(五)珠寶設計系
(六)廣播藝術系
(七)旅遊觀光管理系
(八)英語系

►報名資格: 凡本校在學學籍之大學部之學生 ( 二~四年級學生 )
本國籍、外國籍、僑生、港澳生或陸生均可參與甄選。(韓國籍學生除外)



交換學校介紹-照片
【韓國】Induk University 仁德大學



交換學校介紹-照片
【韓國】Induk University 仁德大學



交換學校介紹-照片
【韓國】Induk University 仁德大學

上課照片



交換學校介紹-
【韓國】Hansei University 韓世大學
韓世大學是座落於京畿道軍浦市的一所綜合性大學，學校周邊交通便利且發達

學校 韓國韓世大學

學費
不需支付

(需完成本校註冊費繳交)

自付費用
生活或學習相關費用(諸如：機票、交通費、護照、簽
證、住宿(學期58萬韓元 約台幣21,000元)、膳食、保
險、書本、材料費、寢具及語學堂費用等。

費用說明

機票約台幣18000元
生活費約2200美金(台幣約72000)

*依顧個人花費而定
*學生若無韓國語等級（Topik韓國語能力考試）2級以
上者，至韓世大學需進行韓國語言研修課程，課程費
用為125萬韓幣（3個月）約台幣36,000，韓國語課程
費用需自行負擔。

甄選名額 至多4名

特色學系: 新聞放送學，廣告宣傳學，旅遊經營學，經營學，
視覺信息設計，空間環境設計，纖維服裝設計

►報名資格: 凡本校在學學籍之大學部之學生 ( 二~四年級學生 )
本國籍、外國籍、僑生、港澳生或陸生均可參與甄選。(韓國籍學生除外)



交換學校介紹-照片
【韓國】Hansei University 韓世大學



交換學校介紹-照片
【韓國】Hansei University 韓世大學

上課照片



交換學校介紹-
【越南】
Ho Chi Minh City Pedagogical University 越南胡志明市師範大學

學校 越南胡志明市師範大學

學費
不需支付

(需完成本校註冊費繳交)

自付費用
生活或學習相關費用(諸如：機票、交通費、護照、
簽證、住宿(未定)、膳食、保險、書本、材料費、
寢具等。

費用說明
機票約台幣18000元
生活費約1200美金(台幣約40000)

*依顧個人花費而定

甄選名額 至多4名

建議學系:
中文系、英文系

►報名資格: 凡本校在學學籍之大學部之學生 ( 二~四年級學生 )
本國籍、外國籍、僑生、港澳生或陸生均可參與甄選。(越南籍學生除外)



交換學校介紹-照片
【越南】
Ho Chi Minh City Pedagogical University 越南胡志明市師範大學



交換學校介紹-照片
【越南】
Ho Chi Minh City Pedagogical University 越南胡志明市師範大學



國際研修生-研修學校

【英語系國家】

美國－Pittsburg State University 匹茲堡大學
http://www.pittstate.edu/

英國－Coventry University 考文垂大學
http://www.coventry.ac.uk/

http://www.pittstate.edu/


交換學校介紹
【英語系國家】

美國－Pittsburg State University 匹茲堡大學

1.僅繳交樹德科大學費
2.生活費

美國Pittsburg State University : 托福iBT68 分以上，雅思(IELT) 6 分以上



交換學校介紹-照片
【英語系國家】

美國－Pittsburg State University 匹茲堡大學



研修學校介紹-照片

【英語系國家】

美國－Pittsburg State University 匹茲堡大學



交換學校介紹

【英語系國家】

英國－Coventry University 考文垂大學

1.需繳交Coventry University
2.繳交樹德科大學費
3.自行負擔400,000~500,000 (一年)

英國Coventry University: 雅思(IELT) 6.5 分以上



研修學校介紹-照片

【英語系國家】

英國－Coventry University 考文垂大學



學海飛颺-語文能力要求

 外語能力：需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英語系國家

如交換學校訂有標準，以該校標準為主:

美國Pittsburg State University : 托福iBT68 分以上，雅思(IELT) 6 分以上

英國Coventry University: 雅思(IELT) 6.5 分以上

新加坡Beacon International College: 多益650分以上，全民英檢中級(聽說讀寫)以
上

烏克蘭、越南、韓國等國家

英語能力至少通過相當於CEFR語言能力參考指標A2以上者

(標準請參考以下圖檔)



CEF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CEFR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A1 Breakthrough A2 Waystage B1 Threshold B2 Vantage

C1 Effective 

Operational 

Proficiency

C2 Mastery

全民英檢 (GEPT)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優級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
驗(Cambridge Main Suite)

Key English Test 

(KET)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 

(CAE)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 (CPE)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
驗(BULATS)

ALTE Level 1 ALTE Level 2 ALTE Level 3 ALTE Level 4 ALTE Level 5

外語能力測
驗 (FLPT)

三項筆試
總分

105~149 150~194 195~239 240~330

口試級分 S-1+ S-2 S-2+ S-3 以上

全球英檢 A1 A2 B1 B2 C1 C2

托福TOEFL

紙筆型態 390 以上 457 以上 527 以上 560 以上 630 以上

電腦型態 90 以上 137 以上 197 以上 220 以上 267 以上

網路型態 57 以上 79 以上 83 以上 109 以上

多益測驗 TOEIC 350以上 550 以上 750 以上 880 以上 950 以上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
測驗(CSEPT)

第一級 130~169 170~240 - - - - - -

---
第二級 120~179 180~239 204~360 - - -

IELTS 3以上 4以上 5.5以上 6.5以上 7.5以上

全民網路英語能力檢定
(NETPAW)

基礎級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專業級

通用國際英文能力分級檢定(G-

TELP)
Level5 Level 4 Level 3 Level 2

Level 1

(75-90分)

Level 1

(91分以上)

http://www.gept.org.tw/
http://www.lttc.ntu.edu.tw/cambridge/main.htm
http://www.cambridge.org.tw/
http://www.lttc.ntu.edu.tw/FLPT.htm
http://www.get.org.tw/
http://www.toefl.com.tw/index.htm
http://www.toeic.com.tw/
http://www.lttc.ntu.edu.tw/englishcomparativenew_2.htm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tw/taiwan-exams-ielts-test-dates.htm
http://www.test.org.tw/
http://www.g-telp.com.tw/


學海飛颺-在校成績要求

英語系國家、新加坡

 學生前一學期成績，必須在全班排名前25%，或有專業領
域之研究著作、或有具體獲獎事蹟，或參與全國性、國際
性專題競賽獲獎。

韓國、越南、烏克蘭

 出國就讀時須在本校修業滿一學年(含)以上。

 操行成績須在70分以上。

 學年學業平均成績須在70分以上。



學海飛颺: 補助金額及自備款
學校 補助金額 自備款

美國-匹茲堡大學
Pittsburg State University

200,000~300,000NT$

*實際補助金額依計畫案總金額及人數核定
1.僅繳交樹德科大學費
2.生活費

英國-考文垂大學
Coventry University

200,000~300,000NT$

*實際補助金額依計畫案總金額及人數核定
1.需繳交Coventry University

2.繳交樹德科大學費
3.自行負擔400,000~500,000 (一年)

新加坡-培根科技學院
Beacon International College

100,000~150,000NT$

*實際補助金額依計畫案總金額及人數核定
1.繳交樹德科大學費
2.住宿費用SG$1200 (約台幣3萬元)

*住宿為4個月，如超過4個月住宿費另計。
Ex:SG$300/30天*超過得天數
3.生活費SG$2200 (約台幣5萬)

越南-胡志明市師範大學
Ho Chi Minh City Pedagogical 

University

100,000~150,000NT$

*實際補助金額依計畫案總金額及人數核定
1.繳交樹德科大學費
2.住宿費用(未定)

3.生活費

韓國-仁德大學
Induk University 

100,000~150,000NT$

*實際補助金額依計畫案總金額及人數核定
1.繳交樹德科大學費
2.住宿費用480美元(50萬韓幣)

3.生活費、寢具費、書籍費(約2200美金，約台幣7萬)

韓國-韓世大學
Hansei University

100,000~150,000NT$

*實際補助金額依計畫案總金額及人數核定
1.繳交樹德科大學費
2.語學堂學費(約台幣3.5萬)

*如未達到達到標準的韓國語水準（TOPIK）2級，則需同時進修語言學院

課程

3.住宿費用(58萬韓元約台幣21,000元)

4.生活費、寢具費、書籍費

烏克蘭-白教堂國立農業大學
Bilctserkivskiy National Agrarian 

University

100,000~150,000NT$

*實際補助金額依計畫案總金額及人數核定
1.繳交樹德科大學費
2.生活費約臺幣6400元/月



申請時間

時間: 即日起至3/11(五) 17:00前

繳件至國際及兩岸事務處-交流合作組

申請表格請參考以下圖檔





聯絡人資訊: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交流合作組

連絡人: 林庭宥行政助理
電話: 07-6158000分機1615
EMAIL: jennylin@stu.edu.tw

英美國家相關問題可洽詢
應用外語系段惠珍老師
分機: 4006
EMAIL: jtuan@stu.edu.tw

mailto:jennylin@stu.edu.tw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