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動與休閒學院

College of Sports and Recreation

College-Level Exchange Program

院級赴國外姊妹校交換學生說明



University of Tsukuba, Japan

筑波大學

健康與運動科學系

Faculty of Health and Sports Sciences

Yamagata University, Japan

山形大學

地域教育文化學部

Faculty of Education, Art and Science

Chukyo University, Japan

中京大學

運動科學學院

School of Health and Sport Sciences

MeioUniversity, Japan

名櫻大學

人間健康學部

Faculty of Human Health Sciences

Nihon University, Japan

日本大學

運動科學部

College of Sports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南卡羅萊納大學

餐旅觀光、零售與運動管理學院

College of Hospitality, Retail and 

Sport Management



日本 茨城縣，
距離東京

約1個半小時車程



https://www.taiiku.tsukuba.ac.jp/en/


日本山形縣



https://www.e.yamagata-u.ac.jp/course-b.html


日本愛知縣，
距離名古屋約40分鐘



https://sps.chukyo-u.ac.jp/


日本沖繩



https://www.meio-u.ac.jp/academics/human/


日本 東京



https://www.nihon-u.ac.jp/sports_sciences/en/


月份 流程內容 備註

每年9月 發布甄選公告 學院網頁、粉絲專頁

每年12月 申請資料收件

每年1月 公告薦送名單

每年1月-2月 申請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 國際事務處獎學金系統

每年3月 入學資料收件 E-mail通知

每年4月 寄送入學資料至姐妹學校

每年4月-5月 申請本校鼓勵赴外獎學金 國際事務處赴外交換生系統

每年6月 獎學金公告 國際事務處赴外交換生系統

每年6月-7月 姐妹學校發放入學許可 E-mail通知

每年7月-8月 役男請自行辦理出國申請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每年7月-8月 學生自行辦理留學簽證 台日交流協會

每年9月 姐妹學校入學

隔年返國 學生返國報到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S/OS299.jsp
https://bds.oia.ntnu.edu.tw/istudent/OE
https://bds.oia.ntnu.edu.tw/istudent/OE
http://assistance.sa.ntnu.edu.tw/files/13-1001-298.php
https://www.koryu.or.jp/tw/


月份 流程內容 備註

每年3月 發布甄選公告 學院網頁、粉絲專頁

每年5月 申請資料收件

每年6月 公告薦送名單

每年9月 入學資料收件 E-mail通知

每年10月 寄送入學資料到姊妹學校

每年11月 申請本校鼓勵赴外獎學金 國際事務處赴外交換生系統

每年12月 獎學金公告 國際事務處赴外交換生系統

每年12月-1月 姐妹學校發放入學許可 E-mail通知

每年1月-2月 役男請自行辦理出國申請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每年1月-2月 學生自行辦理留學簽證 台日交流協會

每年3月 姐妹學校入學

返國 學生返國報到

https://bds.oia.ntnu.edu.tw/istudent/OE
https://bds.oia.ntnu.edu.tw/istudent/OE
http://assistance.sa.ntnu.edu.tw/files/13-1001-298.php
https://www.koryu.or.jp/tw/


美國
南卡羅萊納州



https://www.sc.edu/study/colleges_schools/hrsm/index.php


https://www.sc.edu/study/colleges_schools/hrsm/index.php


月份 流程內容 備註

每年6月初 發布甄選公告 學院網頁、粉絲專頁

每年9月初 申請資料收件

每年9月底 甄選會議 院長主持

每年10月 公告薦送人選

每年11月 入學資料收件 E-mail通知

每年11月 南卡線上申請系統 南卡線上申請系統

每年12月 寄送入學資料至南卡 紙本寄送

隔年1月-6月 南卡寄送入學許可

隔年4月-5月 申請本校鼓勵赴外獎學金 國際事務處獎學金系統

隔年7月-8月 役男請自行辦理出國申請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隔年7月-8月 學生自行辦理留學簽證 美國領事局

隔年9月 南卡入學

返國 辦理學分採計及畢業離校手續

https://www.csr.ntn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ntnucsr/?eid=ARA7BuWFZU8hKH4qkPGGsCEMBLDyspaR0HGOl-bUTpCeBFRFytuHTqUQXahCrMyuyFfcetArumuT6U5s
https://reurl.cc/Obx00D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S/OS299.jsp
http://assistance.sa.ntnu.edu.tw/files/13-1001-298.php
https://www.ustraveldocs.com/tw_zh/tw-niv-typefandm.asp


HanyangUniversity, Korea

漢陽大學

體育科學部

Southwest University

中國重慶西南大學

Henan University

中國河南大學

體育學院

文化產業與旅遊管理學院



韓國首爾/安山



http://sportsnarts.hanyang.ac.kr/en/sport/#RND


中國 重慶



http://www.swu.edu.cn/




https://www.slhm.ntnu.edu.tw/news/Announce/2023_01.htm.htm
https://www.henu.edu.cn/


計畫名稱 獎助對象 類型 赴外機構 申請時間

學海飛颺
具中華民國國籍

之在學生
修學分 非中港澳之學校 1~2月

學海惜珠
中低收入戶之
中華民國國籍之

在學生
修學分 非中港澳之學校 1~2月

學海築夢/新南向
本校專任教師與

學生
實習

分為南向及
非南向國家

1~2月& 8~9月

晨光圓夢
中低收入戶之
中華民國國籍之

在學生
修學分

教育部認可之
中港澳學校

4月&10月

鼓勵赴外 本校一般生 修學分 本校姊妹校 4月&10月

學術合作交流
補助

本校專任教師與
學生

A. 修習專業學分課程、海外實習、
境外教學
B. 國際競賽、海外展演、海外志工

4月&9月

本院學生還有
院級短期赴外補助！

https://bds.oia.ntnu.edu.tw/bds/web/outgoing-subsidy
https://www.csr.ntnu.edu.tw/index.php/grant/


https://www.csr.ntnu.edu.tw/index.php/2022/12/22/2022-12-22-01/
https://www.csr.ntnu.edu.tw/index.php/outbound/
https://www.csr.ntnu.edu.tw/index.php/outbound/


https://www.csr.ntnu.edu.tw/index.php/2023/03/01/2023-03-01-04/


https://www.csr.ntnu.edu.tw/index.php/2023/02/16/2023-02-16-01/


張婉瑛 小姐
02-7749-3193
changwi@ntnu.edu.tw

林郁偉 先生
02-7749-6824
rex1074@ntnu.edu.tw

吳亭瑜 小姐
02-7749-5398
ariawu@ntnu.edu.tw

陳姿羽 小姐
02-7749-3475
falinechen@ntn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