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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洽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申請程序

• 繳交校際交換志願申請表

• 申請第一學期：4/1前

• 申請第二學期：11/1前

1.校內申請

• 繳交姊妹校規
定申請所需資
料

2.申請
• 姊妹校寄發錄
取許可等相關
資料

3.錄取

• 購買保險、保
留宿舍、等出
國準備

4.行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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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校申請

 於學校網頁上（附件一）提供前一年所提供交換生申請簡章供同學參考。

 校內申請：填寫附表一、校際交換志願申請表；附表二、具結書、成績
單（需含班排名、操性成績）以及有利於審核資料。

 各交換學校申請時間和方式不一，本處一收到申請資訊會立即通知同學，
姐妹校會透過國際處提供申請資訊，並請於規定期限內備齊所有申請資
料繳交至國際處，由本處代為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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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校申請

 申請資料：歷年成績單、在學證明、護照影本、台胞證影本、教授推薦信等
文件。
以上僅為參考，請以各校通知為準。

 在學證明可自行影印學生證，再到註冊組蓋註冊章。

 請定期留意電子信箱，以確保收到即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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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校申請

 請務必申請微信並加入以下微信ID

黃耿祥老師 ID：ks0988399979

簡意宜老師 ID：yi095386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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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許可

 由姐妹校寄發，各校作業時程不一致，請耐心等候。

 各校入學許可通常會寄至國際處，由承辦人轉發給同學；或直接寄送以Email寄
送入學許可電子檔，並副本給國際處承辦人，此視同正式文件。

 若姐妹校直接寄發給同學，請務必主動提供一份影本或電子檔供國際處留存。

 收到入學許可後，請檢查資料是否正確，如英文姓名拼音、出生年月日及交換
學期等是否正確，若發現資料有誤，請立即通知本處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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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出國程序-學生簽證

 非台灣、香港及大陸地區學生需注意！
辦理流程：

• 收到姐妹校寄發之入學許可 (Admission Letter)才可辦理。

• 準備應備文件：入學許可、體檢證明等，各國規定不同，請以各國駐臺機構

公告為主。至該國駐台辦事處辦理學生簽證 (務必儘早辦理) 。

• 領取簽證(注意簽證英文姓名是否和護照一致) 。

注意事項：

• 學生簽證之發放屬於各國領事辦事處之權責，可先向該國在台辦事處詢問應

備資料。學生簽證須自行辦理，因簽證辦理相關政策偶有變動，本處無法提

供相關協助，亦無法出任何公文。

• 若因個人因素無法拿到簽證，即喪失交換資格。6



準備出國程序-機票、保險、宿舍、學費、兵役

 請自行購買機票等事宜(未收到入學許可前，建議請勿購買機票)，機票購買
完成，請提供航班資訊給本處承辦人。

 請自行購買保險，若家中已有保海外保險（需涵蓋大陸地區）可不用再購
買，完成保險後，請主動提供保險單據電子檔。

 跟住宿組領取住宿保留單。

 役男出國申請，由本處承辦人統一上簽呈，由學校生輔組協助辦理。如有
其他相關問題可連絡生輔組夏竟成教官
聯絡方式：分機號碼：2213 / 電子郵件：jet5460@i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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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出國程序-兵役

 役男出國申請，統一由學校生輔組協助辦理。如有其他相關問題可連絡生
輔組夏竟成教官 聯絡方式：分機號碼：2213 / 電子郵件：
jet5460@isu.edu.tw

注意事項：

• 辦理役男出國申請期間，同學本人需在本國境內，不得出國；暑假期間如
有其它出國計畫之同學，請務必告知承辦人。

• 出國期間不得辦理離校〔休、退學〕手續，否則衍生兵役問題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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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出國程序-選課

 交換學生之選修課程應符合系上相關抵免課程規定，是否承認抵免學分
由系上認定。

 出國之學期至少應修習9學分。

 交換學校選課規定以各校公布為主，須完全遵守該校選課規定、最低/最
高學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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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後

收到通知後，向國際處領取交換校成績單

• 各交換校寄發時間不同，請耐心等候。

• 急需成績單辦理學分採計以畢業者，請在離開交換校前自行向該校申請成績單(可能
另外收費)。

領取成績單後，於一周內繳交交換心得報告

自行列印附表五、返校手續單，依序至系上、註冊組、
國際處繳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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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校成績單

 各校寄發成績單時間不一，通常會寄一份免費成績單至國際處；若需
多餘份數，須自行向交換學校申請，國際處不負責申請。

 大部分學校採統一寄發，所以有些學校會在結束交換計畫幾個月後才
會寄出，請耐心等候通知。

11



交換生須知

 若有具體理由或不可抗力情事，須提前結束交換計畫，須先告知本處並取得兩
校同意；未徵得兩校同意前，不得任意終止並返國。除因不可抗力情事，且附
具體證明，所有錄取同學皆不得任意放棄交換資格或提前返國。

 所有錄取交換學生者須在本校註冊並繳交全額學雜費，免繳交換學校學雜費；
但生活費、保險費、住宿費、往返機票費、簽證費及其他開支均須自行負擔。

 所有錄取同學皆須自行辦理宿舍申請、簽證、選課、成績單申請、學分抵免、
機票、機場接送及保險等個人事宜。

 具役男身分同學須依法完成緩徵手續，並於交換期結束後準時返國，不得有滯
留國外之情形；如有違反情況，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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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交換學校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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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大陸結盟大學春季班交換生招生訊息一覽表 
※(110 學年度下學期赴大陸上課一學期修習學分自費生) 

 
一、申請參加研修團資格如下： 
（一）公費補助生：入學時為當學年度之 A、B、C級大學部優秀新生，得於大二上學期至大四上學期參加研修。 
（二）自費生：經系上推薦，得於大二上學期至大四上學期參加研修。 
二、報名時，請備妥： 
（一）符合公費補助生資格者，需檢附下列資料： 

1. 申請表(附表四)。 
2. 具結書(附表五)。 
3. 學生證影本。 
4. 個人自傳。 
5. 導師或系主任推薦函。 
6. 結盟學校所要求之文件。 
7.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料。 

（二）符合自費生資格者，需檢附下列資料： 
1. 自費交換校內申請表。 
2. 具結書 。 
3. 歷年成績單。 
4. 學生證影本。 
5. 結盟學校所要求之文件。 

需符合報名資格及備妥以上資料才完成報名手續。 
三、前往研修，每學期課程至少須修達九學分以上。 

四、近年赴陸交換名單如下。 

 (2021年 9月 6日更新) 

編號 校名 
大陸大學申請

截止日期 
校內 

截止日期 
檔案下載 備註 

1 
四川大學 
雙聯學位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5 名 

2 四川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3 重慶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4 廣西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5 華中科技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不招收內地及外籍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6 廈門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招收台灣籍與大陸籍 1：1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7 西北工業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可招生非臺籍生（港澳生或其他國籍生等，不招生大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8 山東財經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9 
哈爾濱工業大

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只招收台籍生、港澳生或外籍生(需能夠中文聽說讀寫)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10 
中南財經政法

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在校生即可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11 江南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有全英授課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12 同濟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招收台灣、香港、澳門籍學生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13 貴州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14 合肥工業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15 華中師範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16 華南理工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招收台灣學生與部分陸生與其他國籍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17 西南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招收台灣、香港、澳門籍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18 中國傳媒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4 名 

19 大連理工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20 南京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招收台灣、香港、澳門籍學生與大陸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4 名 

21 北京郵電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22 武漢理工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23 東南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23 中國海洋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25 蘭州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26 東北林業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27 長安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只接收贵校二年级及以上台生，交换生免住宿费。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28 青海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29 西安交通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30 中國政法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31 吉林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32 湖南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只接收台灣學生和部分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33 上海財經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34 中央財經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35 
西北農林科技 
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36 北京理工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招收台灣、香港、澳門籍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37 武漢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38 華東師範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只招收台灣籍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39 北京工業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40 北京交通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41 北京科技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42 天津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43 南開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不招收內地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44 河北工業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45 太原理工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46 內蒙古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47 東北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48 
哈爾濱工程大

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49 華東理工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50 浙江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僅限影視與電視學系申請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僅招收台灣籍學生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51 寧波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52 
杭州電子科技

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53 福州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54 福建師範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55 南昌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56 山東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57 
中國石油大學 
（華東）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58 山東農業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59 濟南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60 鄭州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61 河南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62 中南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63 長沙理工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64 華南師範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65 暨南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66 海南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67 西南交通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68 西南財經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69 電子科技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70 雲南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71 
西南電子科技

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72 陝西師範大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73 中央戲劇學院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74 
寧波諾丁漢大

學 
請洽國際處 請洽國際處 

欲知詳情，請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學分不承認) 

詳情請洽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僅推薦 2 名 

注意事項： 

一、交換相關規定、申請表件、報名及注意事項請洽兩岸處(國際大樓一樓)簡小姐(電話 07-6577711 轉 2613)。  

二、所有申請相關訊息以國際及兩岸事務處公告為準，請自行前往查詢。  

三、其他未盡事宜請洽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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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義守大學_____年度_____學期 校際交換生志願申請表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學生親自填寫） 

學生姓名  系所/年級  

學    號  
出生日期  

性    別  

申請大陸交流

學校志願序 

第 1志願 

學校名稱： 

第 2志願 

學校名稱： 

第 3志願 

學校名稱： 

聯絡方式 

Email: 

 

電話號碼： 

 

地址：□□□□□ 

 

家長簽章 

聯絡電話： 

系主任簽章  

 

 

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附表二  

具    結    書<<研修團交換生專用>> 

立具結書人____________茲具結本人就讀義守大學___ ___________系 

______年______班，於_____年____月____日申請並獲核准自費至大陸結盟

學校交換研修一學期，茲遵守下列規定： 

一、本人保證所檢附之申請資料內容屬實、正確。 

二、自行完成申請交流及返校手續，如辦理扺免學分等相關項目。 

三、若因此研修交換造成延畢，本人將自行負責。 

 

特立此具結書以茲為證。 

 

此致 

義守大學 

                     立具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簽章） 

                       法定代理人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具結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附表三 

(此表學期初選完課即須提供給系上審核) 

義守大學學生至大陸結盟學校研修課程學分承認申請表 

<<研修團交換生專用>>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系級  學號  

手機  E-mail  

研修學校  研修之學院  

研修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選課資料：     學年度/     學期 

序號 他校開設科目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抵免本校科目名稱 / 科目

代號 
必/選修 學分數 認定結果 

1       
 □承認 

 □不承認 

2       
 □承認 

 □不承認 

3       
 □承認 

 □不承認 

4       
 □承認 

 □不承認 

5       
 □承認 

 □不承認 

6       
 □承認 

 □不承認 

7       
 □承認 

 □不承認 

上列申請科目，業經本系     年     月     日                審查通過， 

同意承認科目數  門共  學分。          

※(共承認必修  門  學分，選修  門  學分，通識  門  學分)   主任簽章：_______________ 

義守大學簽核：(本表格如不敷填寫，可自行增加欄位。)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會簽單位                     判行 

承辦人：                    通識中心主任：           

 

副組長： 

                            課務組： 

組長： 

                    註冊組： 

 

處長：                      教務長： 



附表四 

義守大學學生至大陸結盟學校研修 

心得報告書 

<<研修團交換生專用>> 

姓  名  

研修學校  

研修學院  

研修起迄時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 以下各項敘述至少要 1000字以上並請附上照片 

修課狀況 

(可比較兩岸

對於選課程

序、上課狀

況、學習態度

及教學方法

等) 

台灣： 

1.選課程序： 

2.上課狀況： 

3.學習態度： 

4.教學方法： 

5.課後修習情形： 

大陸結盟學校： 

1.選課程序： 

2.上課狀況： 

3.學習態度： 

4.教學方法： 

5.課後修習情形：. 

日常生活 

(學校環境、住

宿、交通、飲

食等) 

 

 

 

 

 

 

 

 

 

 



 

 

 

費用： 

1.請詳述研修 

期間所花的 

費用(書籍 

費等) 

2.請概算個人

每個月的生

活費金額 

 

 

 

 

 

 

 

 

 

 

 

 

 

生活照片 

（請務必附上說明） 

 

 

 

 

 

 

 

建議事項 

 

 

 

 

 

 

其他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1.請於返校後 30 天內填妥本表，並回傳至 yiyic@isu.edu.tw。 

2.本表格如不敷填寫請自行調整。 



附表五 

義守大學學生至大陸結盟學校研修 
返校手續單 

<<研修團交換生專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學號  

學院  系級  

研修學校  研修科系  

研修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請至下列各單位辦理返校手續 

辦理單位 辦理事項 承辦人員簽章 

1. 

各學系 

1.繳交研修成績單正本 

2.繳交「義守大學大學部學生至大陸結盟學校研 

修課程學分承認申請表」副本 

3.依各學系規定辦理學分抵免及相關事宜 

可抵免本系            學分 

系助簽章 

系主任簽章 

2. 

教務處註冊組 

1.繳交研修成績單正本 

2.赴結盟學校共研修         學分； 

可抵免本校            學分 

3.辦理學分登錄 

 

3.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1.繳交心得報告書(電子檔) 

2.繳交研修成績證明影本 

3.繳回返校手續單 

 

 

註：一、上述學分抵免及返校手續請於開學前完成。 

二、完成各項手續後，本手續單請繳回本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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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秋季班共派生 6 人，前往 5 所姊妹校交換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蔡亞軒 電影與電視學系 西南大學-新聞傳媒學院廣播電視編導 

2 顏崇閔 國際商務學系 華東師範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 

3 連盛 大眾傳播學系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廣告學 

4 張庭瑜 大眾傳播學系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廣告學 

5 黃子明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西安交通大學-機欌工程學院工業設計 

6 高美辰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 

    

2021 春季班共派生 3 人，前往 2 所姊妹校交換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陳凌榕 大眾傳播學系 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廣播電視學 

2 黃緗菲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 華中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 

3 張連山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金融 

    
2020 秋季班共派生 3 人，前往 2 所姊妹校交換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柳潤捷 大眾傳播學系 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2 黃緗菲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 蘭州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 

3 陳凌榕 大眾傳播學系 蘭州大學–文學院/戲劇影視文學 

    
2020 春季班共派生 9+3(雙聯)人，前往 4 所姊妹校交換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陳柏霖 電影與電視學系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廣播電影電視系 

2 曾妮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經濟系 



3 吳思睿 大眾傳播學系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 

4 王濤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碩士班 南京大學–商學院 

5 李琦 電影與電視學系 南京大學–文學院/戲劇影視文學 

6 嚴浩飛 電影與電視學系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廣播電影電視系 

7 高美辰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教育學院/網路與新媒體 

8 徐世昉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青海大學–機械工程學院/工業設計系 

9 蔡煌坤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青海大學–機械工程學院/工業設計系 

10 高金蓮 國際財務金融系 四川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系 

11 李明芳 國際財務金融系 四川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系 

12 蘇彥霖 工業管理系 四川大學–商學院工業工程 

    
2019 秋季班共派生 34+3(雙聯)人，前往 19 所姊妹校交換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李瑭豈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南京大學–基礎醫學專業 

2 戴思函 應用英語學系 南京大學–英語系 

3 李岳修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電子商務系 

4 陳郁方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南京大學–生物技術系 

5 周峻宇 創意與商品設計學系 江南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6 吳啟航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江南大學–數字與媒體技術學系 

7 林怡瑄 創意與商品設計學系 華南理工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8 鄭佳緣 創意與商品設計學系 華南理工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9 邱釋玉 電機學系 廈門大學–智能科學與技術學系 

10 鄭晞琰 財務金融學系 廈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1 林妍均 應用英語學系 廈門大學–英語語文學系 

12 廖文鋆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播音與主持藝術學系 

13 朱佳慧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攝影專業 

14 薛也 電影與電視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戲劇影視導演 



15 王威閔 電影與電視學系 重慶大學–戲劇影視導演專業 

16 楊琇芳 大眾傳播學系 重慶大學–戲劇影視導演專業 

17 管翊婷 大眾傳播學系 重慶大學–戲劇影視導演專業 

18 廖昱翔 財務金融學系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專業 

19 黃揚閔 財務金融學系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專業 

20 吳芷菱 國際商務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系 

21 吳佩柔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北京郵電大學–數學與應用數學系 

22 張意婕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四川大學–服裝與服飾設計學系 

23 吳竟榕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武漢大學–材料物理學系 

24 張翔 餐旅學系 西南大學–旅遊管理學系 

25 曾家偉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26 何怡欣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27 蔡佩錚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28 張子穗 電影與電視學系 浙江大學–廣告傳播學系 

29 陳奕晴 電影與電視學系 浙江大學–廣告傳播學系 

30 饒雅筑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同濟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31 黃郁婷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32 尹雪茵 大眾傳播學系 蘭州大學–廣告專業 

33 鄧嘉瑄 大眾傳播學系 吉林大學 - 廣播電視編導學系 

34 李允真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政法大學 - 網路與新媒體學系 

35 高金蓮 國際財務金融系 四川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系 

36 李明芳 國際財務金融系 四川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系 

37 蘇彥霖 工業管理系 四川大學–商學院工業工程 

    
2019 春季班共派生 62 人，前往 24 所姊妹校交換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陳柏欣 電影電視系 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戲劇影視導演 



2 邱子恩 電影電視系 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 

3 王偉丞 電影電視系 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影視攝影與製作 

4 王威閔 電影電視系 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戲劇影視導演 

5 林唐宇 企業管理學系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市場營銷 

6 雷育綺 企業管理學系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工商管理 

7 陳佳祺 創意商品設計系 江南大學–設計學院/工業設計系 

8 李文婕 財務金融學系 江南大學–商學院/金融系 

9 廖俞瑄 應用英語系 暨南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 

10 何美詩 餐旅管理學系 暨南大學–旅遊管理專業課程 

11 馬晟凱 餐旅管理學系 暨南大學–旅遊管理專業課程 

12 李松宸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13 吳冠廷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電子商務系 

14 李岳修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電子商務系 

15 戴鈺娟 企業管理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16 黃鈺閔 企業管理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17 陳孟耘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18 黃甄妮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19 賴羿妏 大眾傳播學系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廣播電影電視系 

20 謝欣純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21 黃芝穎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22 黄于庭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23 鄭宇彤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24 盧冠吟 國際商務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 

25 何郁琇 應用英語學系 南京大學–英語系 

26 方義典 生物醫學工程系 大連理工大學–電子資訊與電氣工程學部/生物醫學工程 

27 吳芷菱 國際商務學系 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國際貿易 

28 孫秀怡 國際商務學系 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工商管理 



29 徐于真 國際商務學系 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工商管理 

30 林可莉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同濟大學–土木工程學院/工程土木法學（創新實驗區） 

31 李文薰 健康管理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系 

32 馮芷涵 財務金融系 廈門大學–財務學系 

33 鮑文君 管理博士班 廈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34 蕭羽珊 應用英語學系 廈門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系 

35 王品儒 應用英語學系 廈門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系 

36 郭珍妤 大眾傳播系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廣播電視學系 

37 杜雯鈺 電影與電視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戲劇影視文學 

38 馬瀅翠 電影與電視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戲劇影視導演 

39 李琦 電影與電視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影視攝影與製作 

40 薛也 電影與電視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戲劇影視導演 

41 江楚昊 傳播設計學系 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網路與新媒體 

42 胡佳宇 傳播設計學系 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網路與新媒體 

43 周弈廷 企業管理學系 南開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 

44 蔡帛龍 企業管理學系 南開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 

45 周佳柔 財務金融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國際金融學系 

46 倪聖晏 財務金融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國際金融學系 

47 陳怡伶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世界經濟學系 

48 王翰文 企業管理學系 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財務管理專業 

49 何易展 企業管理學系 武漢大學–財務管理系 

50 嚴浩飛 電影與電視學系 中國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 

51 吳依柔 國際商務學系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國際商務 

52 張家碩 化學工程學系 華南理工大學–化工與化學院/化學工程與工藝專業 

53 蔡茂宏 企業管理學系 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專業 

54 謝鴻纛 企業管理學系 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專業 

55 劉瀚陽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天津大學–建築工程學院 



56 念弘飛 工業工程管理學系 天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部/工業工程 

57 陳俞樵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寧波諾丁漢大學 

58 吳奎燁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寧波諾丁漢大學 

59 廖家傳 國際商務學系 長安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 

60 張致遠 資訊工程學系 西南交通大學–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 

61 俞一倩 工業工程管理學系 湖南大學–工業工程 

62 賈學儒 應用日語學系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63 高金蓮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四川大學雙聯學位 

64 李明芳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四川大學雙聯學位 

65 蘇彥霖 工業工程管理學系 四川大學雙聯學位 

    
2018 秋季班共派生 50 人，前往 28 所姊妹校交換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麥喜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影視攝影與製作 

2 陳世芬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廣播電視編導 

3 薛臻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文化產業管理 

4 陸園琪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廣播電視學院/廣播電視學系 

5 林炫均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新聞系 

6 陳怡伶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 

7 范倚瑄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旅遊管理系 

8 鄭默真 企業管理學系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市場營銷 

9 張淯靖 企業管理學系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市場營銷 

10 周可芃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北京理工大學–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11 羅幸子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 天津大學–管理與經濟部/工商管理系 

12 尤姵文 國際商務學系 天津大學–管理與經濟部/工商管理系 

13 邱晨瑋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南開大學–商學院 

14 林冠年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系 



15 蔡依伶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國際貿易系 

16 張詠舜 財務金融學系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與金融系 

17 潘淑芬 國際商務學系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系 

18 尤筱文 應用英語學系 西南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 

19 李潔雲 大眾傳播學系 西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廣播電視編導 

20 周鑫志 電影與電視學系 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導演系 

21 劉昆寶 化學工程學系 重慶大學–化學化工院-化學工程與工藝 

22 邱子恩 電影與電視學系 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導演系 

23 歐辰璇 觀光學系 中國海洋大學–管理學院/旅遊管理 

24 譚和洋 觀光學系 中國海洋大學–管理學院/旅遊管理 

25 楊曜瑋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山東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26 鄒旻航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江南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 

27 陳卉妤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江南大學–工業設計 

28 黃育駿 財務金融學系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 

29 廖若榆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南京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專業 

30 張台樹 電影與電視學系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廣播電影電視系 

31 黃淯珊 會計學系 廈門大學–會計系 

32 薛伃婷 企業管理學系 廈門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33 楊婷琪 企業管理學系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系 

34 陳嬿伊 企業管理學系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系 

35 柯怡如 醫務管理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醫藥衛生管理學院/公共事業管理 

36 李文婕 財務金融學系 湖南大學–財務管理系 

37 吳若寧 工業管理學系 四川大學–工業工程學系 

38 黃海寧 工業管理學系 四川大學–工業工程學系 

39 陳子方 財務金融學系 暨南大學–國際學院金融系 

40 伍淺語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華南理工大學–設計學院/藝術設計 

41 李品萱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工業設計 



42 許舒涵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工業設計 

43 孫秀怡 國際商務學系 哈爾濱工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系 

44 徐於真 國際商務學系 哈爾濱工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系 

45 陳振源 通訊工程學系 哈爾濱工業大學–物聯網工程學院/通信工程學系 

46 馬瀅翠 電影與電視學系 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 

47 黃子芸 電影與電視學系 浙江大學–視覺傳達設計 

48 高金蓮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四川大學雙聯學位 

49 李明芳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四川大學雙聯學位 

50 蘇彥霖 工業工程管理學系 四川大學雙聯學位 

    
2018 春季班共派生 51 人，前往 28 所姊妹校交換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楊佳芸 大眾傳媒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表演 

2 林琬喻 大眾傳媒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廣播電視學 

3 王昱衡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北京交通大學–土木建築工程學院建築工程系 

4 林德恩 企業管理學系 北京交通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5 葉靖澤 企業管理學系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市場營銷 

6 許恩榮 企業管理學系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市場營銷 

7 黃依婕 生物科技學系 天津大學–生命科學院 

8 林宜嫺 生物科技學系 南開大學–生命科學院生物科技 

9 施沛含 生物科技學系 南開大學–生命科學院生物科技 

10 顏雯雯 企業管理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11 麥宸瑋 企業管理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世界經濟與貿易學系 

12 陳維昱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同濟大學–土木工程學院 地質工程專業 

13 吳念慈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同濟大學–土木工程學院 土木工程專業 

14 徐惠賢 大眾傳媒學系 西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傳播學系 

15 黃嘉雯 大眾傳媒學系 西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傳播學系 



16 劉崑寶 化學工程學系 重慶大學–化學化工學院化學工程學系 

17 沈彬鈺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山東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18 劉孟岡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海洋大學–管理學院市場營銷學系 

19 吳啟航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太原理工大學–藝術學院數字媒體藝術 

20 烏夢婷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江南大學–設計學院工業設計系 

21 黃楚涵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江南大學–設計學院工業設計系 

22 黃鈺軒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東南大學–機械工程學院 

23 謝奇成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東南大學–機械工程學院 

24 林芳瑜 企業管理學系 南京大學–商學院 

25 王善祐 大眾傳媒學系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與新媒體系 

26 鄭文婷 長期照護原住民專班 南京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 

27 古燕婷 長期照護原住民專班 南京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 

28 楊禮欣 休閒事業與管理學系 廈門大學–管理學院 旅遊與酒店管理學系 

29 徐雨沁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廈門大學–數學科學院 應用數學系 

30 孔祥瑨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武漢大學–動力與機械學院 

31 吳采玲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武漢大學–動力與機械學院 

32 柯品茂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武漢理工大學–機電工程學院機械工程及其自動化 

33 李信澈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武漢理工大學–機電工程學院機械工程及其自動化 

34 范育雯 醫務管理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醫藥衛生管理學院公共事業管理 

35 周琪傑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機械科學與工程學院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 

36 白崇佑 大眾傳媒學系 湖南大學–新聞系 

37 孔瑞琪 大眾傳媒學系 湖南大學–新聞傳播與影視藝術學院新聞學系 

38 陳虹吟 工業管理學系 四川大學–商學院工業工程學系 

39 馮瀚緯 企業管理學系 暨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40 林辰熹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暨南大學–財金學系 

41 黃偉城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華南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工業設計學系 

42 郭學哲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華南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工業設計學系 



43 徐盛玟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海南大學–藝術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 

44 鄭蓉青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海南大學–藝術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 

45 林韜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西北工業大學–機械工程與自動化學系 

46 黃凱詮 企業管理學系 西北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貿易學系 

47 薛臻 大眾傳媒學系 廣西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廣播電視新聞學系 

48 陳晧軒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 

49 陸園琪 大眾傳媒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50 王彥寗 電機工程學系 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氣工程及自動化學院電氣工程系 

51 林漢界 電機工程學系 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氣工程及自動化學院電氣工程系 

    
2017 秋季班共派生 52 人，前往 15 所姊妹校交換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王子怡 應用英語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英語系 

2 朱珊杉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廣播電視學系 

3 李心怡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廣播電視學系 

4 李妍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廣播電視編導 

5 陳珺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6 湯子慧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廣播電視編導 

7 樓晨儀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廣播電視編導 

8 顏炫曦 企業管理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系 

9 丁釩 資訊工程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系 

10 劉洺妤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廣播電視編導 

11 曾晶圓 電影電視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戲劇影視文學 

12 傅佩琳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廣播電視學系 

13 劉智健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文學 

14 鍾佳玹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播音與主持藝術 

15 張航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旅遊管理系 



16 林德恩 企業管理學系 北京交通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7 黃至怡 資訊工程學系 北京交通大學–計算機與信息技術學院 

18 林敏程 應用英語學系 南開大學–英語學系 

19 李佩珊 國際商務學系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 

20 宋逸然 財務金融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21 祝祺宸 財務金融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22 陳佳裕 財務金融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23 陳緯哲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系 

24 黃子芸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系 

25 徐雪純 國際觀光餐旅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系 

26 鮑佳欣 國際商務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世界經濟與貿易系 

27 陳重鈞 企業管理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 

28 施冠妤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世界經濟與貿易系 

29 魏郡萱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華東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產品設計系 

30 邱澤薇 財務金融學系 西南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31 林彥均 護理系 山東大學–護理學院 

32 徐翊睿 企業管理學系 南京大學–人力資源管理學系 

33 劉嘉鈞 電子工程學系 南京大學–電子與科學工桯學院電子工程系 

34 余文仁 資訊工程學系 南京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系 

35 石孟翰 電子工程學系 南京大學–軟件學院 

36 吳孟軒 通訊工程學系 南京大學–電子科學與工桯學院通信工程系 

37 曹德禹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南京大學–現代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糸 

38 朱晨琪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廈門大學–建築與土木工程學院土木工程學系 

39 游景雯 醫務管理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醫藥衛生管理 

40 鐘冠景 電機工程學系 湖南大學–電氣與信息工程學院電氣工程與其自動化學系 

41 張書郡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湖南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42 蘇彥霖 工業管理學系 四川大學–商學院工業工程學系 



43 潘文迪 國際觀光餐旅學系 暨南大學–國際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學系 

44 孫晗瑩 醫務管理學系 暨南大學–管理學院人力資源管理 

45 郭昭迎 應用日語學系 暨南大學–日語系 

46 林奕賢 生物科技學系 暨南大學–醫學院生物科技系 

47 徐佳伶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電子信息與電氣工程學部生物醫學工程 

48 陳詩帆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49 簡湘綺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50 田鎔嘉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51 李淮祐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52 吳漢釗 工業管理學系 東北大學–工業工程 

    
2017 春季班共派生 10 人，前往 4 所姊妹校交換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鄧詩雅 娛樂事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廣播電視編導 

2 陳怡璇 化學工程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化學工程與工藝 

3 黃怡萱 化學工程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應用化學學系 

4 賴姿雅 生物科技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 

5 陳怡仁 生物科技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 

6 王聖中 企業管理學系 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系 

7 楊博堯 生物科技學系 南京大學–生命科學 

8 黃渝芳 化學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理工學院/化工 

9 陳茹毓 化學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理工學院/化工 

10 佟宜君 化學工程學系 大連理工大學–理工學院/化工 

    
2016 秋季班共派生 14 人，前往 4 所姊妹校交換 

編號 姓名 在義守大學系所 大陸交換校系 

1 蘇曼寧 國際商務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國際商務 



2 蕭暄 國際商務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國際商務 

3 蔡宜榛 國際商務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國際商務 

4 陸靜穎 財務金融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5 許朦元 應用英語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外國語/英語 

6 梁芷盈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 

7 杜一靜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廣播電視編導 

8 夏小苗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廣播電視編導 

9 鄧洋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動畫與數字學院 

10 余乾愷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動畫與數字學院 

11 廖俊杰 大眾傳播學系 中國傳媒大學–廣播電視學院 

12 吳昱螢 應用英語學系 南京大學–外語文學院/外文系 

13 蔡晨貝 國際商務學系 廈門大學–經濟/國際經濟與貿易 

14 薛暐儒 休閒管理學系 廈門大學–管理/旅遊與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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