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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專題、社團、打工、打怪...日子一天一天的過..

在忙碌的行程中，給自己一點獨處發呆的時間，是奢侈的享受。

大學四年，就這樣被時間推著走?

直到畢業典禮才驚覺，除了吃雞排暴增的小腹，

這幾年竟沒留下什麼值得慶祝的小勝利?

其實，你有不一樣的選擇。

這本境外學習手冊，彙整了學校各樣海外學習的資訊，

當你到一個陌生的國度，在異地文化的新奇與思鄉情緒的交織中，

你發現，原來，自己比想像中勇敢一些。

踏出國境吧，給自己的一份禮物。

未來的你，會感謝現在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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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至那些姊妹校研習請參考「附件一、重點姊妹校學習項目一覽表」。
• 如何申請由國際處承辦之境外學習，請參考手冊第5頁。
• 校內外獎補助內容，請參考手冊第6頁。

方式/名稱 特色 出國期間 學生自付費用 獎補助 承辦單位／師長 

參加 

國際學術研討會 

由老師推薦學生出國參

加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 

不定 

約一周 

機票、保險、 

生活住宿 

有 各系老師 

參加 

國際學術競賽 

由老師帶隊前往海外參

加國際學術競賽 

不定 

約一周 

機票、保險、 

生活住宿 

有 各系老師 

神農服務團 同學經過甄選及行前訓

練，由本校教師帶領出國

提供專業領域志工服務 

通常是暑假 

約兩周 

機票、保險、生活費

（住宿通常免費） 

有 生機系張明毅老師 

園藝系鍾曉航老師 

跨國趣 

國際交流社 

本校加入 AIESEC，同學

通過線上面試後，前往各

國擔任志工 

寒暑假 

約一個月 

機票、保險、 

生活住宿 

有 跨國趣國際交流社 

熱帶雨林學課程 

移地教學 

經甄選獲准選修森資系

熱帶雨林學的同學，由老

師帶隊前往馬來西亞沙

巴雨林區實地上課 

每年九月上旬 

兩周 

機票、保險、 

生活住宿 

有 森資系系辦 

姊妹校 

暑期研習營隊 

由美國、加拿大、澳洲、

法國、日韓、及大陸地區

等姊妹校舉辦各類語言

學習及文化體驗營隊 

暑假 

兩周～四周 

機票、課程費、保

險、生活住宿 

（大陸地區營隊大

多是落地接待） 

有 國際處 

各系實習 由各系師長規劃並帶學

生至海外學術機構或相

關企業實習 

暑假 

一個月以上 

機票、保險、生活費 

（住宿通常免費） 

有 各系系辦 

訪問研究學生 由同學經系內教師引

薦，自行申請至海外學校

（不限姊妹校）研究 

寒暑假 

一個月以上 

機票、保險、 

生活住宿 

 

有 各系老師 

交換學生 符合校內及姊妹校資格

條件，經甄選由本校薦送

至姊妹校上課修學分，考

試通過可獲研修證明 

一學期～一年 機票、保險、 

生活住宿 

（交換期間仍需付

宜大雜費） 

有 國際處 

自費研修生 符合校內及姊妹校資格

條件，經甄選由本校薦送

至姊妹校上課修學分，考

試通過可獲研修證明 

一學期～一年 機票、對方學費、保

險、生活住宿 

（出國期間仍需付

宜大雜費） 

有 國際處 

學位合作學生 同自費研修生，學畢考試

通過可同時獲得對方學

校學位 

一年～二年 同自費研修生，惟出

國期間無須付宜大

雜費 

有 森資系:UBC 2+2

國際處:其他 

 



2.如何申請國際處承辦之境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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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暑期研習營隊 交換學生

申請
時間

3月~6月公布於國際處網頁
欲參加者自行至國際處填表申請

 擬於次學年第一學期去交換：
當學年三月初～三月底接受申請
 擬於當學年第二學期去交換：
當學年十月初～十月底接受申請

申請
資格

依姊妹校各營隊規定；
大多無語言及學業成績的限制

1. 具 本 校 學 籍 之 日 間 學 制 學 生
（非中華民國籍學生可參加交換學生
甄選，但不得交換至其原屬國家境內
之學校）。
2.大學部學業成績前一學期為全班前
百分之六十；研究生學業成績平均為
75分以上。
3.前一學期操行成績為75分以上，在
校期間無重大違紀事件。
4.應屆畢業生可申請，惟至境外交換
期間仍需具有本校學籍。
５.擬申請之學校如有其他資格要求，
依該校要求辦理。

申請
流程

承辦 國際學生組陳珮瑄小姐－分機7182 pschen@niu.edu.tw

詳細規定以國際處網頁公告為準
「學位合作計畫」及「自費研修計畫」內容請參閱附件二或國際處網頁

決定欲交換學校

填寫申請表

經系主任、院長

簽核，向國際處

提出申請

國際處初審
通過初審者繳交

申請文件，國際

處送姐妹校審查

姐妹校回覆審查

結果並寄發入學

許可

學生出國準備

（含訂機票，辦

理簽證等）

決定欲參加營隊

至國際處報名

國際處將報名表

單送至姐妹校

姐妹校確認報名

成功並提供赴營

隊之資訊

學生自行繳費

（依各校規定）

學生出國準備

（含訂機票，辦

理簽證等）

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境外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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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樣獎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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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校內 校外

申請時間 參加活動前七日提出申請 依規定時程提出申請

申請資格 本校在校學生 (休學、在職專班、或學分班學生不在補助範圍)

申請項目 1.教卓i計畫獎補助
1-1 國內短期學術專案研習
1-2 國內國際學術活動
1-3 本校舉辦國際專業研習營隊
1-4 獲選參加提升本校國際聲譽

活動
1-5 國外國際學術專業研習活動
1-6 國外短期非學術活動
1-7 國外專業知能參訪活動
1-8 赴國外從事常駐研究

2. 學生出席境外國際學術會議補
助

3.學生赴國外研修獎補助

1.教育部學海飛颺/惜珠計畫

2.教育部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
計畫

3.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

4.教育部各項語言類獎學金

申請流程

承辦 國際學生組汪書琦小姐－分機7264 scwang@niu.edu.tw

詳細規定以國際處網頁公告為準

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境外學習手冊

至國際處網頁下

載表單

活動前七日將表

單送至國際處

活動結束後繳交

心得報告及收據

本處審定是否通

過補助

核發獎助金

校內公告
申請截止日前提

出

校內審查是否通

過

向各機關提出計

畫案

通過/補助

不通過/不補助

mailto:pschen@ni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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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長姐怎麼說

永遠保持熱情！北京交通大學交換學習心得

圖／文：休健系許佑蓁

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境外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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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國前的小提醒

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境外學習手冊

微笑是最好的語言，安全第一

課

業

• 出國研修是課業學習與生活體驗的平衡
• 擔任交換生本質是出國學習，課業成績仍須重視

生

活

• 飲食作息要注意，身體健康要維持
• 詳實記錄生活點滴，回校大方分享

心

態
• 開闊心胸＋謙卑＋自信；文化沒有「好壞」只有「差異」
• 放輕鬆，用幽默感面對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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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重點姊妹校境外學習項目一覽表

國家 姊妹校 暑期
研習營

交換
學生

自費
研修

學位
合作

美國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V

美國 密西根大學迪爾伯恩分校 V

美國 密蘇里州立大學 V V

加拿大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V V

澳洲 阿德雷得大學 V

法國 布列塔尼電信學院 V V

法國 西部天主教大學 V V

波蘭 瓦爾米亞-馬祖里大學 V

日本 關西大學 V

日本 關東學院大學 V

日本 福井縣立大學 V

日本 秋田縣立大學 V

日本 西九州大學 V V

日本 京都大學農業研究生院 V

韓國 江原國立大學 V

韓國 釜慶國立大學 V V

韓國 國民大學 V

韓國 檀國大學 V V

泰國 宋卡王子大學 V

馬來西亞 拉曼大學 V V

海外地區

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境外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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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姊妹校 暑期
研習營

交換
學生

自費
研修

學位
合作

印度 印度理工學院孟買分校 V

印度 印度理工學院馬德拉斯分校 V

印度 印度理工學院坎普爾分校 V

印度 印度理工學院古哈帝分校 V

印度 甘露大學生命科技學院 V

海外地區(續)

城市 姊妹校 教育部
認可名冊

暑期
研習營

交換
學生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 V V

北京 中國農業大學 V V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學 V V

湖北 華中農業大學 V V V

湖北 武漢大學 V V V

湖北 華中科技大學 V V

甘肅 蘭州大學 V V V

四川 電子科技大學 V V V

山西 太原理工大學 V V V

海南 海南大學 V V

福建 福州大學 V V

廈門 廈門大學 V V

北京 北京林業大學(院級) V V

大陸地區

• 完整姊妹校名單及詳細合作項目，請參閱國際處網頁

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境外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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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本校學生出國獎補助辦法

【教學卓越i計畫】
A_參加「國內舉辦之國際學術活動」執行要點
B_參加「赴國外從事常駐研究」執行要點
C_參加「國際短期學術專業研習活動」執行要點
D_參加「國內舉辦之國際短期學術專業研習活動」執行要點
E_參加「國際短期非學術性研習活動」執行要點
F_參加「提升專業知能之活動」執行要點
G_參加「本校舉辦之國際短期研習活動」執行要點
H_參加「提升本校國際聲譽之活動」執行要點

【校內】
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出席境外國際學術會議補助辦法
國立宜蘭大學學生赴境外研修獎補助要點
國立宜蘭大學「學海系列方案」甄選及補助要點

【校外】
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

姊妹校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校園夜景

http://oia2.niu.edu.tw/ezfiles/14/1014/img/443/113473469.pdf
http://oia2.niu.edu.tw/ezfiles/14/1014/img/443/179393092.pdf
http://oia2.niu.edu.tw/ezfiles/14/1014/img/443/114209130.pdf
http://oia2.niu.edu.tw/ezfiles/14/1014/img/443/180820477.pdf
http://oia2.niu.edu.tw/ezfiles/14/1014/img/443/194057909.pdf
http://oia2.niu.edu.tw/ezfiles/14/1014/img/443/424408834.pdf
http://oia2.niu.edu.tw/ezfiles/14/1014/img/443/533813390.pdf
http://oia2.niu.edu.tw/ezfiles/14/1014/img/443/173648547.pdf
http://oia2.niu.edu.tw/ezfiles/14/1014/img/414/187401754.pdf
http://oia2.niu.edu.tw/ezfiles/14/1014/img/414/150007855.pdf
http://oia2.niu.edu.tw/ezfiles/14/1014/img/414/118117315.pdf
https://www.most.gov.tw/sci/ch/detail?article_uid=bf1bf8bd-42b8-4089-aea6-45ed1fcc94bb&menu_id=6b4a4661-9126-4d0c-897a-4022c82114a9&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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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本校學位合作計畫及自費研修計畫簡介

【學位合作計畫】
• 國立宜蘭大學與美國密西根大學迪爾伯恩分校

University of Michigan-Dearborn(UM-D)學位合作計畫

【自費研修計畫】
• 國立宜蘭大學與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UCI)自費研修計畫
• 國立宜蘭大學與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MSU)自費研修計畫
• 國立宜蘭大學與法國西部天主教大學

Universite Catholique De L’Ouest (UCO)自費研修計畫

姊妹校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校園風景

http://oia2.niu.edu.tw/files/13-1014-9619.php
http://oia2.niu.edu.tw/files/13-1014-9619.php
oia2.niu.edu.tw/ezfiles/14/1014/img/440/335660355.pdf
oia2.niu.edu.tw/ezfiles/14/1014/img/440/335660355.pdf
oia2.niu.edu.tw/ezfiles/14/1014/img/440/269781198.pdf
oia2.niu.edu.tw/ezfiles/14/1014/img/440/269781198.pdf
oia2.niu.edu.tw/ezfiles/14/1014/img/440/128425459.pdf
oia2.niu.edu.tw/ezfiles/14/1014/img/440/12842545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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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國際處官網 國際處粉絲頁

• 國際事務處位於行政大樓五樓

• 國際處官網有豐富完整境外學習資訊

• 現在加入國際處粉絲頁，活動訊息不漏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