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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文藻，邁向國際 
Wenzao, Your Key to the World 
 

111學年度專科部新生親師輔導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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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are w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校園國際化 

組織文化國際化 

 
國合業務與推
動國際化規畫 

 

天涯比鄰計畫 

學術合作國際化 

雙聯學位、交換生 

國際合作:研究與教
學 

知名學府線上課程導
入 

移地研究 

國際學者共時授課 

資訊國際化 

行銷推廣國際化 

聯盟組織國際化 

公關室 

招生國際化 

姊妹校國家報導 

境外生融入： 
「鵬程萬里計畫」 

國際宣傳 

文化交流 

環遊世界在文藻 

校園國際化活動 

出訪交換、雙聯學位 

即時國際趨勢報導 

姊妹校分區介紹 

英文網頁 

國際資訊發送 

數據儀表板化 

聯盟(network) 

教育展 

教會 

增加實質姊妹校 

文藻品牌國際化 

能見度提升 

設計自媒體 

海外學習計畫申請 

移地學習獎學金申請 

系所單位 

就業輔導 

本地生國際化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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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01 

   02 

   03 

   04 

   05 
International 

exchange 

教師赴海外交流/參訪 

Teachers go overseas for 
exchange / visit  
 

  

推動出訪/來訪交換生業務 

Promote visiting 
exchange student 
business 
 

境外學位生招募 

Recruitment of overseas degree students 
 

海外實習 

Overseas internship 
 

開發/推動雙聯學制合
作學校 

Develop / promote 
dual degrees 
cooperative schools 
  

開發/簽訂姊妹校 

推動實質交流 

Develop / contract sister 
school Promote substantive 
communication 
 

將世界帶進文藻，領學生迎向國際：
增進師生國際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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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校分布國家  

橫跨五大洲40個
國家，共計有
280所姐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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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計畫之價值及益處 

 
國際 
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 

 

 
提升語言 
溝通能力 

Improve language 
communication skills 

 

 
拓展視野 
增進國際觀 

Broaden your horizons 
Increase global perspective 

 

 
體驗不同學習方式 

Experience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s 

 

 
培養獨立 
增強自信心 

Cultivate independence 
Increase self-confidence 

 

Language Life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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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地學習及海外短期交流活動 

 

移地學習  

 

短期/暑期交流 海外志工服務  

• 北京外國語大學、 
上海外國語大學 

• 「隨班上課」方式， 
進行為期二週之參訪 

• 中國人民大學彩虹
計畫、安徽大學海
峽兩岸大學生社團
活動交流營 

• 每年7月舉辦，為期
一週，促進兩岸學
子交流 

• 由各系所及行政單位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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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告簡章(寒/

暑假) 
2. 開學後一週內截止  3. 資料審查 

4. 公告面試 5. 公告撕榜 6. 進行提名 

7. 收到入學通知 (沒有
錄取者可放棄或是選擇

其他學校) 

8. 處理簽證、住

宿、機票 
9. 填寫“行前程序單” 

10. 填寫“抵國報告單” 11. 填寫“返國報告單” 

校級交換生申請流程 



10 

校級交換生申請資格  
 

一.本校專科部四年級(含)以上、四技部二年級(含)以上及二技部之日夜間

部學生，且出國期間仍具本校在學身分。 

二.本校研究所學生(不含在職專班)及轉學生，至少須於本校就讀滿一學期，

且符合申請資格之各項規定。 

三.成績及語言能力規定：  

• 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70分以上。 

• 歷年操行成績總平均達80分以上，且在校期間不得有小過(含)以上之懲

處紀錄。須通過交換學校課程使用語文之語檢規定。 



 

一. ACUCA 交換計畫(★獎學金) ：每學期可選派出兩位。 

Sophia University (Japan) , Kansai University (Japan) ,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Japan) , Sogan University (Korea), Soongsil University (Korea) 

二. UMAP 交換計畫(★獎學金)：每學期可選派出兩位。 

Niigata University (Japan), Hanyang University (Korea) 

三.以上聯盟交換計畫比照校級交換生甄選流程。 

四.教育部計畫-韓國語獎學金計畫、俄羅斯語獎學金、波蘭語獎學金(由教育部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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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交換機會 

http://d020.wzu.edu.tw/category/148464
http://d020.wzu.edu.tw/category/148463
http://d020.wzu.edu.tw/category/148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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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聯學制合作學校 (1/2) 

 
序號 學院 執行系所 國家 合作學校 

1 全校 國合處 英國 英國密德薩斯大學 

2 

國際文教暨涉
外事務學院 

外語教學系 美國 福特喜州立大學 

3 外語教學系 英國 英國艾薩克斯大學 

4 英國語文系 美國 天普大學 

5 英國語文系 印尼 貝特拉基督教大學 

6 英國語文系 英國 坎布里亞大學 

7 英國語文系 英國 坎特伯雷大學 

8 英國語文系 英國 英國密德薩斯大學 

9 英國語文系 法國 雷恩商學院 

10 英國語文系 英國 英國艾薩克斯大學 

11 英國語文系 英國 西英格蘭大學 

12 英國語文系 法國 大西洋布列塔尼商學院 

13 國際事務系 法國 盧米耶里昂第二大學 

14 國際事務系 美國 福特喜州立大學 

15 國際事務系 英國 西英格蘭大學 

16 國際事務系 英國 英國艾薩克斯大學 

17 國際事務系 英國 英國密德薩斯大學 

18 國際事務系 法國 大西洋布列塔尼商學院 

19 翻譯系 英國 英國艾薩克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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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聯學制合作學校 (2/2) 

序號 學院 執行系所 國家 合作學校 

20 

新媒體暨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系 英國 西英格蘭大學 

21 
國際企業管理系 俄羅斯 

俄羅斯波羅的海康德聯邦大學歐洲商業學
院 

國際企業管理系 法國 法國里爾天主教大學國際商業學院 

22 國際企業管理系 法國 大西洋布列塔尼商學院 

23 國際企業管理系 法國 雷恩商學院 

24 傳播藝術系 英國 英國密德薩斯大學 

25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英國 英國密德薩斯大學 

26 

歐亞語文
學院 

日本語文系 日本 高知県立大学  

27 西班牙語文系 西班牙 納瓦拉大學人文社科學院 

28 西班牙語文系 西班牙 卡斯提亞拉曼查大學 

29 法國語文系 法國 雷恩商學院 

30 法國語文系 法國 大西洋布列塔尼商學院 

31 法國語文系 法國 雷恩商學院 

32 德國語文系 德國 康士坦茲應用科學大學 

33 德國語文系 德國 西薩克森茨維考應用科技大學 

34 德國語文系 德國 慕尼黑應用語言大學 

35 歐洲研究所 法國 大西洋布列塔尼商學院 

36 歐洲研究所 法國 雷恩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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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教育部 

學海飛颺獎學金 
教育部 

學海惜珠獎學金 
校內獎助學金 

應備條件 

 確定錄取為本
校校級 
交換生或雙聯
學生。 
Confirm the 
admission to 
the school 
exchange 
students or 
dual-degree 
students. 

 具中華民國國
籍。Have the 
nationality of 
Taiwan. 

 在校學業成績
或表現 
優異之學生。 
Students with 
outstand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at school. 

 確定錄取為本校
校級 
交換生或雙聯學
生。Confirm 
the admission 
to the school 
exchange 
students or 
dual-degree 
students. 

 具中華民國國籍。
Have the 
nationality of 
Taiwan. 

 持有效低收或中
低收入補助證明
之清寒優秀學生。
Outstanding 
students who 
hold a valid 
low-income or 
middle-low-
income 
subsidy 
certificate. 

 

 確定錄取為本校校級交換生或
雙聯學生。Confirm the 
admission to the school 
exchange students or dual-
degree students. 

 專科部、大學部四技及研究所
學生於出國交換期間，本校得
核發其獎助學金，每人新台幣
一萬元為原則。The University 
grant a scholarship of 
NT$10,000 to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in exchange 
programs.  

 視當年度高教深耕計畫補助款
及校內預算決定出國經費。The 
amount of the scholarship 
will be approved based on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and the Internal 
budget in the current year.  

國際交流獎助學金申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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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組多國語志工 
SOSA Multi-lingual Volunteer Group 

  申請時間 Time for application 

每學期5、12月(大約為期中考後)。  

專一至專五同學皆可報名。 

境外組網頁、FB粉絲團會公告最新消息。  

 志工團工作簡介 The work of volunteer group: 

協助校內境外學生融入在台生活，並舉辦多項活動以達文化交流之目的。 

每週須安排空堂時段至境外組辦公室值班服務。 

不定時具有校內外國際活動之工作人員參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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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國際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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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Q & A 

OI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