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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來校交換生計畫 

2022/23 學年-申請簡章 

NCKU 概況 

國立成功大學（NCKU），於 1931 年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創校，現已發展為臺灣最卓越的綜合性大學之

一。成功大學的教學及研究系統總共包含九個學院，包含文學院、理學院、電機與資訊學院、規劃與設計學

院、管理學院、工學院、社會科學院、醫學院、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共提供學程授予學位數為 46 個學士

學位，86 個碩士學位，60個博士學位和 26個在職碩士專班。 

地理位置 臺南 （人口： 1,880,216） 

臺灣 （人口：23,604,265） 

校園占地 187 公頃 （461.9 英畝） 

教學語言 以中文為主；多數學門之研究所課程有英語授課。 

行事曆 臺灣一年有兩個學期。第一個學期（秋季）於九月中開始，一月中結束；第二個學期

（春季）於二月中開始，六月底結束。在兩個學期間有寒暑假期。 

https：//web.ncku.edu.tw/p/412-1000-6149.php?Lang=zh-tw  

院系一覽表 https：//web.ncku.edu.tw/p/412-1000-182.php?Lang=zh-tw  

英語授課學程  能源工程國際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學程 

 尖端材料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自然災害減災及管理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醫療器材創新國際碩士班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碩博士班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博士班 

 護理學系碩博士班 

 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心智科學原理與應用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生命科學系碩博班 

 轉譯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博士班 

課程查詢 課程總覽 

https：//course-query.acad.ncku.edu.tw/index.php?c=qry11215&lang=cht 

此頁面提供成功大學已開課程的歷史查詢，2022秋季學期之課程須等到 2022年 7月

才能確定並供查詢。（111年即 2022 年，民國年加上 “1911” 可得到西元年。第一學

期為秋季學期；第二學期為春季學期。） 

https://web.ncku.edu.tw/p/412-1000-6149.php?Lang=zh-tw
https://web.ncku.edu.tw/p/412-1000-182.php?Lang=zh-tw
https://bac009.web3.ncku.edu.tw/index.php?Lang=zh-tw
https://bac009.web3.ncku.edu.tw/index.php?Lang=zh-tw
https://icamp.ncku.edu.tw/
http://www.inhmm.ncku.edu.tw/
https://bme.ncku.edu.tw/
https://bme.ncku.edu.tw/p/412-1101-20636.php?Lang=en
https://www.geomatics.ncku.edu.tw/
http://www.icid.ncku.edu.tw/
https://imba.ncku.edu.tw/
https://nursing.ncku.edu.tw/
https://ahs.ncku.edu.tw/
http://idppims.ncku.edu.tw/?lang=zh-tw
https://www.bio.ncku.edu.tw/
https://tas.ncku.edu.tw/
https://dbbs.ncku.edu.tw/
https://course-query.acad.ncku.edu.tw/index.php?c=qry11215&lang=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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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面操作上可以利用各種條件來縮小搜尋範圍。英語授課課程可以點選「英語授課」

按鈕即可查詢。 

說明： 交換學生可以選讀錄取學系以外的課程，也可以選讀不同年級以及學位別的課

程。大學部學生可選讀研究所課程，反之亦然。 

語言課程 交換學生可以根據測驗結果選擇華語課程（1週 2小時）。相關資訊會在錄取後 email

通知。 

成績單 成績單將於交換學期結束後 1-2個月，連同交換證明書，統一寄達貴校國際事務辦公

室。 

 

交換生計畫—申請業務 

負責辦公室 國際事務處國際教育組 

主 管 顏妙芬副國際長兼組長（護理學系教授） 

來校交換生承辦人

（ incoming ） 

陳孟羚Mona Chen （Ms.） 

Phone：+886-6-2757575 ext. 50935 

赴外交換生承辦人

（outgoing ） 

蔡碧原 Josephine Tsai（Ms.） 

Phone：+886-6-2757575 ext. 50932 

地址 國立成功大學  國際事務處國際教育組 

70101 臺南市大學路 1號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雲平大樓西棟八樓 

網址 https://oia.ncku.edu.tw/p/404-1032-230512.php?Lang=zh-tw 

E-mail em50961@email.ncku.edu.tw 

 

申請程序及時程 

1.姊妹校提名 秋季學期（9月-1月）入學， 

提名期限為 4月 1日。 

春季學期（2月-6月）入學， 

提名期限為 10月 1日。 

敬請姊妹校經辦老師，填寫線上提名表單（網址另

寄），提交貴校提名名單。本校將依提名名單，遵照二

校合約交換生約定名額，接收申請件及審核。 

2.交換生線上申請 秋季學期（9月-1月）入學， 

申請期限為 4月 10日。 

春季學期（2月-6月）入學， 

申請期限為 10月 15日。 

提名學生請於申請截止日期前，備齊所有必要文件，並

完成上傳至 NCKU 交換生線上申請系統。進入首頁自

行以慣用電郵信箱註冊新帳號，即可開始申請作業。 

 

（非提名學生）自費學生請先 email 至

em50961@email.ncku.edu.tw。 

3. 審核與錄取 每期申請截止後 4-6週，系所可完成審核。錄取結果將以 email 通知，學生確認就讀

後，另行寄發錄取文件與入學報到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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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條件與修課規定 

申請必備資料（不分科系） 

1. 證件相片（背景白色） （JPG, <5mb，詳細相片規格請點此閱讀。）  

2. 就讀學校之在學證明 （PDF, <5mb） 

3. 就讀學校之成績單 （PDF, <5mb） 

4. 自傳 （PDF, <5mb，具名並標註日期。） 

*可以將自我介紹簡短敘述並與履歷結合在自傳中，建議可著重在學習歷程。 

5. 交換期間學習計劃書 （PDF, <5mb，具名並標註日期，建議包含預計修課表。） 

6. 推薦信二封以上，格式不限 （PDF, <5mb，請寫明推薦老師姓名與職稱。） 

7. 銀行開立財力證明 （PDF, <5mb） 

*就讀一個學期，請提供個人帳戶至少存有新臺幣五萬元金額之證明；就讀二學期，則須至少存有新臺幣十

萬元之證明。 

8. 護照個人資料頁 （PDF, <5mb，大陸地區學生可使用身分證正反面掃描檔案代替，同以下第 9項。） 

9. 身分證正反面 （PDF, <5mb，大陸地區學生必須上傳。） 

10. 中文或英文語言能力證明 （PDF, <5mb，可選擇是否上傳。） 

11. 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PDF, <30mb，可選擇是否上傳。） 

*申請規劃設計學院的同學，可在此欄上傳個人作品集。 

12. 資料確認書（PDF, <5mb） 

學生在線上申請系統完成所有資料填寫後，需由申請系統印出一份資料確認書簽名後交給經辦老師審閱簽章

（付費之訪問學生可以不需經辦老師簽名），再掃描上傳申請系統，就能完成報名。若申請者發現資料確認

書上有錯誤需要更正，請在紙本上標記/圈出錯誤部位，完成簽章上傳。本組會審閱確認後，在申請系統中

更正您的的資料。 

 

備註： 

*以上必備文件，請以彩色掃描清晰檔案（請遵照標註的規格與尺寸）上傳至 NCKU 交換生線上申請系統。

申請資料均以線上填寫並上傳文件，原始文件紙本不須另行郵寄。 

成功大學 2022/23 學年度  國際交換學生各系所申請與修課規定（（請點閱）） 

 

保險 

成大學生團體保險 交換生註冊時必須參加成大學生團體保險，繳交費用約新臺幣 260元/學期。 

個人海外醫療保險 交換生出發前應在本國購買海外醫療保險，需包含健保與意外險，保險計畫書須經我

國外館驗證（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於報到時繳交。若無法完成行前購買以及外館驗

證，學生於報到時必須現場購買國際處提供的個人保險計畫，以備交換期間有足夠的

保險保護在臺生活。 

 

http://ird.oia.ncku.edu.tw/var/file/67/1067/img/2279/567382295.pdf
https://oia.ncku.edu.tw/var/file/32/1032/img/1653/372620360.pdf
https://www.bo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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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 

1. 請勿使用落地簽證或電子簽證入境臺灣。  2.學生須自行支付辦理簽證之相關費用。 

入臺許可證 中國籍 大陸地區學生，將由成功大學出具邀請書，並代為在臺移民署辦理入臺許可

證，相關規費及手續費將由學生負擔。申請程序將於學生確認錄取後另行通

知。 

香港、

澳門籍 

香港居民，以及旅居香港之大陸地區人民，持有香港居民身分證或持香港永

久居民身分證者，需要自行辦理入臺簽證，詳細說明請見香港辦事處網頁。 

停留簽證 

（Visitor Visa） 

外國籍 來臺交換就讀期間在 6個月以內，須在錄取後，以錄取信等相關文件申請

停留簽證（Visitor Visa），註記"FS"及本校完整名稱，詳見外交部領事事務

局（BOCA）。 

居留簽證 

（Resident Visa） 

外國籍 若交換學生會在臺灣停留兩個學期且持有護照或其他合法旅行文件可申請居

留簽證（Resident Visa），並於入境臺灣後 15天內改換居留證（ARC）。更

多細節資訊請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BOCA）。 

 

各項費用預估 

學費 提名學生依二校交換生合約規範，二校互派學生前往交換，互免來校交換生的學費。若申請者非

提名學生或是非本校之簽約學校之學生，學費部分將比照本校外國學生與大陸地區學生學雜費收

費標準，相關資訊請參照 110學年度學費收費標準表。 

住宿費 學校宿舍： 每學期$16,590 NTD （可能調整） 

校外租屋： 每月約$4,100-$8,500 NTD 

生活費 每月約需$6,000 to $10,000 NTD , 依個人生活型態而定。 

 

住宿安排 

學校宿舍 

 

成功大學盡力為姊妹校選派學生安排學校宿舍，但因床位有限，將無法保證每期必有

足夠房位提供，每期會依實際狀況通知。姊妹校互派交換生在接待校的住宿及生活等

費用，將由學生自行負擔。交換生於成大常住宿舍為敬業 3舍，學生可自行上網瀏

覽。確認錄取後，將以 email 通知相關資訊。 

NCKU, 成功大學-住宿服務組 

校外租屋 國際處可提供校外租屋資訊，給需要在校外租屋的學生安排校外住宿之用。在此提供

太子學舍網頁，該宿舍提供單人房且僅供成大學生申請，學生可以在確認錄取後，自

行 email（nckuservice@prince.com.tw）申請太子學舍。 

 

健康檢查 

學生健康檢查紀錄表 交換學生入學均須將需要繳交健康檢查資料，詳細規定將於申請錄取後，另行通知。 

https://www.teco-hk.org/cp.aspx?n=23B1A3A6BA521F00&s=70EA5C099B0B29A3
https://www.boca.gov.tw/cp-8-4336-94cdb-1.html
https://www.boca.gov.tw/cp-8-4336-94cdb-1.html
https://www.boca.gov.tw/cp-9-186-c060a-1.html
https://reg-acad.ncku.edu.tw/var/file/41/1041/img/3026/110for_fee.pdf
http://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2428.php?Lang=zh-tw
https://housing-osa.ncku.edu.tw/index.php?Lang=zh-tw
https://nckudorm.prince.com.tw/Introduction_List.aspx
https://nckudorm.prince.com.tw/Introduction_Lis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