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及兩岸學院 
學慧樓 H115 & H116 

 可以看到各國國旗的地方 



全球交流 海外學習 

我們的業務 

海外招生 



一起 來 認識 海外學習 
脫離舒適圈，換個角度看世界，發掘你的興趣所在 



什麼是海外學習？ 

• 海外學習類型 

• 獎學金類型 

目錄 

01 02 03 04 05 

雙學位計畫 交換生計畫 校內獎勵金 

• 海外學習獎勵金 

• 移地學習獎勵金 

教育部學海獎勵金 



什麼是海外學習？ 
海外學習類型 

獎勵金類型 

海外學習資訊 

http://oica2.nhu.edu.tw/page3/super_pages.php?ID=page301&Sn=45


你聽過海外學習嗎？ 
很多人都說，大學要玩四年才精彩，但對我來說，玩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學校有這麼多資源，真的要好好的把握，其實申請的條件都不困難， 

只要你願意付出！機會就是你的！--外文系陳OO  



什麼是海外學習？ 

海外學習類型 

修習學分 

透過交換生、校內移
地教學課程與移地學
習團取得學分 

志工服務 

連結佛光道場、服務
性社團及課程從事跨
國志願服務 

攻讀學位 
透過南華大學2年+西
來大學2年 =取得台灣
與美國雙學位 

專業實習 

搭配系所學習，
連結海外企業資
源 

遊學體驗 

承辦寒暑假移地學
習手續及當地文化
行程規劃免煩惱 



8 所姊妹校 
42個道場 

美洲  

8個道場 

9 所姊妹校 
14個道場 

1 所姊妹校 
12個道場 

191 所姊妹校 
113個道場 

海外學習資源 



海外學習獎勵金 
學生依入學成績，可獲3-30萬元不等獎勵金，
只要符合規定外語檢定標準（如全民英檢中
級初試或多益387分以上）即可動用獎勵金。
即使入學無海外獎勵金，也可入學後透過外
語檢定爭取。 

移地學習獎勵金 
本校鼓勵系所與姊妹校合作，將部分課程移
至海外學習。學生入學成績只要獲有海外獎
勵金，雖未能符合最低外語檢定標準，只要
憑入學後校內英檢測驗前40%成績，參與移
地學習海外課程，可以申請亞洲1萬、歐美2
萬之移地學習獎勵金；如成績未符上述標準，
仍可享有在學一次5,000元移地學習獎學金。 

學海飛颺、惜珠 
甄選優秀之本校學生，赴國外學校至少研修
一學期（季）或至多一學年學分課程，並依
「南華大學在校生至國外合作協議學校進修
實施辦法」辦理。通過甄選學生本校將會代
為申請教育部「學海飛颺」、「學海惜珠」
補助款。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 
為全面擴展國內具發展潛力年輕學子參與國
際交流與合作活動之機會，選送在校成績優
異學生赴國外企業、機構實習，由專任教師
安排實習機構及規劃實習領域，充實實習課
程，落實學用合一，加強職涯生活輔導。 

什麼是海外學習？ 

獎勵金類型 

不含中港澳地區學校、機構 



雙學位計畫 
計畫簡介 

規劃流程 

申請時程 

系所對接類別&學分組合 

西來錄取分數說明 

費用說明 

統整對照表 

南華西來雙學位資訊 

http://oica2.nhu.edu.tw/page3/super_pages.php?ID=page301&Sn=45


為推動國際化與提昇學生國際移動能力與
就業競爭力，針對本校學生提出2＋2雙
學位方案，讓學士班學生，前兩年在南華
就讀，後兩年至國外締約之西來大學就讀，
同時滿足雙邊之畢業標準時，可以分別取
得兩校之學士學位。 

南華+西來=2 DEGREES 

雙學位計畫 

計畫簡介 

• 南華大學 2+2 雙學位學生班實施要點 
• 南華大學與美國西來大學2+2 雙學位計畫實施及補助辦法 



在學人數 

外國語文學系、生死學系(106級以前)及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

程共11名學生攻讀中。 

已獲得學位人數 

財務金融學系、電子商務管理學系、外國語文學系、國際事

務與企業學系、企業管理學系及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共12

名學生完成學位研修。 



A B C 

 與父母討論規劃留學 

 第一學期即著手了解申請

條件、修課規劃、英語能

力及可能花費 

了解/預先規劃 

 預計須抵免72學分 

 為獲得雙學位須個別滿足

南華與西來的畢業學分，

如何修課須提早規劃 

修課規劃 

 西來大學入學門檻為托福

iBT69或雅思5.5需提早準

備外語檢定 

 可選修國企學程開設「托

福英語」 

準備托福/雅思 

 於第四個學期提出申請 

 檢視南華的修課學分數、

抵免學分數、英語成績、

申請資料及費用，向國際

學院提出申請 

雙學位計畫 

規劃流程 



完成南華端課程 

取得語言檢定證明 

提出南華校內申請及 

西來線上申請 

取得西來大學 

入學許可 
辦理美國學生簽證 前往西來大學就讀 

• 申請日期：當年2月開學至3月31日 

• 托福(雅思)成績最晚繳交期限：4月15日 

秋季班(Fall Semester: August -December) 

• 申請日期：前年9月開學至10月8日(國慶假期前) 

• 托福(雅思)成績最晚繳交期限：10月25日 

春季班(Spring Semester: January -May) 

*日期以國際學院網頁-南華西來(2+2)雙學位公告為準 

雙學位計畫 

申請時程 



備註：餘未盡說明之事項將依民國
106年12月25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
第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南華大學
與美國西來大學2+2雙學位計畫實施
及補助辦法」及「南華大學2+2雙學
位學生班實施要點」辦理。  

須完成兩校畢業學分研修，方符合補助資格。 

未達其中一校畢業門檻者，將不頒予該校畢業學位，且須繳回已領取之

補助款。 

學生在西來大學學習過程中因故中途放棄而未能完成雙學位計畫者，須

回歸本校學則規範。 

申請雙學位之學生，前兩年期望能修足通識學分(西來大學至多可承認

南華大學通識課程39學分)與系必修學分，僅留48學分至西來大學完成

(每學期補助上限12學分)，超修之學分費需自行繳交給西來大學。 

雙學位生 
相關辦法重點節錄 

本國生參加雙學位計畫，於西來大學兩年期間須以私立大學學雜費全額

收費；境外生及境外專班境外生得參加雙學位計畫，但其在西來大學兩

年期間須以私立大學學雜費全額之 1.5 倍收費。若學生延後前往西來

就讀，延畢期間須自行負擔因西來大學調漲學費產生之差額。 

凡每學期修課超過 12 學分或因加修語言課程者而超過 12 學分者，額

外產生之學分費及課程費均由學生直接繳交給西來大學。 



企管系、財金系、國企學程 

外文系 

企管系 

英語系 

其他系所 Liberal Arts(文理) 

 

 

南華大學 西來大學 

雙學位計畫 

系所對接類別&學分組合 



原西來大學學分組成 

前2年在南華大學所修課程
預計可抵免72個學分 

通識 
51學分 

專業 
69學分 

畢業 
120學分 

抵免72學分 於西來修讀48學分 

南華西來雙學位計畫的西來大學學分組成 

120學分 

由南華大學補助每學期
12個學分費，共4個學期 

(    每堂課成績請維持至少70分以上) 



是否須考EPT，將由西來大學依申請時提供的正式托福/雅思成績單判斷，

請務必於申請時即提出合格檢定證明，不接受後補成績！！ 

雙學位計畫 

西來錄取分數說明 



判定結果參考：以托福為例說明EPT判定情形： 

托福 閱讀 聽力 口說 寫作 

84 22 23 18 21 

托福 閱讀 聽力 口說 寫作 

69 18 18 17 16 

托福 閱讀 聽力 口說 寫作 

62 16 17 15 14 

EPT*: 西來決定應試項目，不影響入學資格，但會參酌寫
作測驗判定是否需要加修寫作課程。 

EPT: 西來決定應試項目，不影響入學資格，但托福寫作成
績未達標準，若EPT寫作未達標，依照成績加修必要的銜
接課程。 

EPT:需要，且影響入學資格。因托福口說跟寫作未達標準，
若EPT口說與寫作仍未達標，依成績加修必要的銜接課程，
例如ENGL 90A和ENGL 100A，也可能分配至IEP課程。 

*EPT測驗全名為English Placement Test，是入學西來大學是必須參加的英語能力分類測驗，自2018年授權本校遠距(remote)執行聽、讀、寫三部分的測驗，
口說測驗仍需由西來大學執行。請注意，參與EPT測驗前，應完整提交西來大學申請資料，以利對方確認學生須參與考試項目。另外，國際學生無論是否達入
學標準或條件式入學標準，皆須於正式開課前完成西來大學學士班分級測驗，即寫作(WPT)與數學(MPT)。 



Tuition and Fee Schedule per semester 
收費項目（每學期） 
Y2020-2021 

Original  Rate 
原就讀費用 

（單位：美金） 

NHU rate 
（100％tuition 

waiver） 
南華大學學生就讀費用

（單位：美金） 

Tuition$497/units x 12 units(4 courses) 
每學分收費＄522，＄522*12=＄5964 
（以每一學期12學分計算） 

＄6,264 ＄0 

Application Fe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國際學生申請費用 

＄100 ＄50 
Mandatory Fee 
雜費（電腦設備、學生服務等費用） ＄489 ＄489 
Student Association 
學生協助費用 ＄25 ＄25 
Student ID Card 
學生證 ＄25 ＄25 
Room and Board 
(Triple 三人房+200餐)食宿費用 ＄3,252 ＄3,252 
Housing Application Fee 
申請住宿手續費用 ＄50 ＄50 
Housing Security Deposit 
住宿管理保證金 ＄200 ＄150 
Mailbox Fee 
郵箱管理費 ＄20 ＄20 
International Student Health Insurance 
(5 months) 
國際學生健康保險費用預估 

＄550 ＄550 

Total per semester 
每學期總計費用 ＄10,975 ＄4,661 

Y2020-2021 
西來大學費用項目 

雙學位計畫 

費用說明 



讀一般美國大學 
(２年) 

西來大學 
2+2 學位 

說明 

學分費 
一般美國學校：US$1,100/學分 
  西來大學  ：US$522/學分 
（1學期以12學分計） 

生活費 
一般地區：約US$1,500/月 
西來大學：約US$1,100/月 

雜費 
保險費等雜支 
 (1學期以US$1,500) 

總計台幣 
匯率以 1 : 30.5 算 

就讀南華西來雙學位計畫與一般美國大

學相差190.3萬 

美
金 

參加本校2+2雙學士學位計畫，只需繳台灣私校全額學費 (註冊費) 
在西來大學就讀2年，修習48學分之學分費約76萬元，由南華大學補助。 

省錢，省時，好學歷，好就業 

36,000 

6,000 6,000 

26,400 

0 52,800 

289.1萬 98.8萬 VS 



畢業 
總學分數 

1、2學年 3、4學年 1、2學年 3、4學年 每學期 

南
華 

學
分 

138 
≥99學分 
(認抵72學分
至西來) 

0 

學
費 

國立收費 
(依學年度新生入
學獎助學金辦法) 

私立大學全額收費 生
活
費
/
雜
費 

台幣15,000 

西
來 

120 0 48學分 0 

由南華大學補助每學期12
個學分費，共4個學期 
(超出的學分，須由學生自行
負擔，2020-2021年公告每
一學分費522美金) 

美金4,700 
(以2020-2021

公告為例) 

**以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為例 

雙學位計畫 

統整對照表 



交換生計畫 
為什麼你應該參加交換生計畫？ 

交換學校有哪些？ 

校內申請資格 

申請時程 

亞太大學交流會（UMAP）★ 

學籍與學雜費規定、選課與成績抵免 



參與交換的優勢 

拓展人際關係與交流能力 

體驗異國文化 

了解當地語言思維 

加深專業知識與能力 

增加獨立性與自信心 

學習溝通、理解與寬容 

交換生計畫 

為什麼你應該參加交換生計畫？ 

★出國交換並不難，申請前你該知道的七件事(連結) 

https://ioh.tw/articles/ioharticles-%E5%A4%A7%E5%AD%B8%E6%96%B0%E9%AE%AE%E4%BA%BA%E7%89%B9%E8%BC%AF-%E4%BA%A4%E6%8F%9B%E5%AD%B8%E7%94%9F


8 所姊妹校 
42個道場 

8個道場 

9 所姊妹校 
14個道場 

1 所姊妹校 
12個道場 

191 所姊妹校 
113個道場 

交換生計畫 

常見交換學校有哪些？ 

韓國淑明女子大學 
韓國仁川大學 
韓國東國大學 
韓國金剛大學 
日本茨城基督教大學 
日本近畿大學 
越南孫德勝大學 
越南外貿大學 
中國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系 
中國南京大學 
中國鄭州大學 
中國河南大學 
中國西北大學 

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大學 
美國西來大學 
美國拉文大學 
美國薛普爾大學 

波蘭西里西亞大學 
波瀾Andrzej Frycz  
       Modrzewski   
       Krakow  
       University 
德國漢堡大學 
       印度西藏研究系 
西班牙卡米洛·何塞· 
       塞拉大學 



請注意：通過校內申請並不代表確定取得姊妹校錄取資格。 

本校二年級以上(第三學期起)及研究所(第二學期起)在學學生。 

在校成績： 
• 學士班學生總平均 75 分(含)以上或全班排名前 30％，且操行 80 分以上 
• 碩博班學生在校成績總平均 75 分(含)以上 
• 轉學生/新生尚未有本校成績者不得報名。 

外語檢定： 
• TOEIC387(含)以上 
•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以上 
• 或其他相對應最低標準(請參見「南華大學學生海外學習獎勵要點」)。 

申請文件請至下載專區：請下載海外研修/交換生出國申請(一般交換/研修生使用)，表上有
載明申請需要檢附文件。 

交換生計畫 

校內申請資格 



交換生計畫 
申請時程 

準備校內
申請文件 

遞交至系（所）、
院進行初審 

國際學院收
件截止，並
著手進行終
審、推薦 

獲選者準備
姊妹校申請
文件 

姊妹校錄取通知、 
簽證辦理 

準備起程 

8月/2月 6月/12月 
4-5月/ 

10-11月 
4月/10月 3月/9月 2月/8月 



環太平洋地區、非姊妹校也可申請交換 

交換生計畫 
亞太大學交流會（UMAP） 



UMAP學生交換計畫主要有三種，學
生於UMAP官網查詢各會員校交換計
畫相關資訊後，透過就讀校計畫承辦
人遞交申請書至國家秘書處，國家秘
書處統整後交由國際秘書處統一進行
審查。 

  

• UMAP 官方網站：
http://umap.org/ 

• 申請系統(USCO System)：
http://umap.org/usco/ 

• 申請方式及參與學校請見：
http://umap.org/is/9709/ 

Program A 多邊交換計畫 (UMAP Multilater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1) 參與校須提供至少2個學費全免的交換生名額，協助安排住
宿等特殊條件，並執行學分轉換系統。 

2) *台灣國家秘書處針對此交換計畫另有提供交換獎學金(學生
須另自行向台灣國家秘書處申請且通過甄選)。 

  

Program B 雙邊交換計畫 (UMAP Bilater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1) 此計畫為兩個會員國間進行交換學生計畫(需先參與
Program A)，兩校依據自行簽訂的協議書決定學費可否減
免，仍須執行學分轉換系統。 

  

Program C 暑期超短期計畫 (UMAP Super Short Term Program) 

1) 此為為期1至8週的短期課程，例如暑期課程，接待校可決定
是否收取學費，不須執行學分轉換系統。 

交換生計畫 
亞太大學交流會（UMAP） 

http://umap.org/
http://umap.org/
http://umap.org/usco/
http://umap.org/usco/
http://umap.org/is/9709/


學籍與學雜費規定 

選課與成績抵免 

 依各級新生入學辦法辦理，於赴外交換期間，繳交當學期學雜費給本校，
完成註冊維持在學身份。 

 若您的身分為本校與姐妹學校互惠名額，姐妹學校不會向您收取學（分）
費（部分合約除外）。 

 其餘費用依姊妹校規定繳交。 

交換生計畫 
學籍與學雜費規定、選課與成績抵免 

 未事先取得原屬學系同意，於交流學校習得之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
出國期間所修習之學分課程均比照本校學分規定辦理，得由各系所酌予
採認。 

 出國期間所選課程如要抵免回本校，請務必於當地選課期間或抵達後最
晚兩週內，主動與本校所屬系所確認抵認課程名稱及學分數，交換學生
於交流學校所修學分，每學期不得低於一門課。 

 返國後請將海外期間修課採計為本校學分，以免耽誤獎學金之核定；預
計於返國後立即畢業且採計為畢業學分者，最遲應於新學期開學一週前
完成學分抵免。 



校內獎勵金 
海外學習獎勵金 

移地學習獎勵金 

★不可與教育部學海獎勵金同一學年度使用 

海外獎勵金資訊 

http://oica2.nhu.edu.tw/page3/super_pages.php?ID=page301&Sn=45


外語 
檢定 
證明 

申
請
各
項
海
外
學
習
活
動
及
獎
勵
金
的 

必
要
條
件 



申請時須附上(入學後考)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多益
387以上或其他檢定機構
之相當等級，才可領取海
外獎勵金。入學前考須為
２年內有效期限。 

  1 
 不論入學有無海外獎勵

金，皆需外語檢定證明。 

 後續通過較高檢定等級

（最多採兩次成績，採

最高分→皆按成績等級

補差額)。 

外語檢定獎金審核原則： 
2 

 海外學習時間以寒、
暑假為原則，修業期
限內（不含休學）至
多分成3次出國補助。 

 須於本校完成學位。
若有退、轉情形，須
繳回已使用的金額。 

3 
申請獎勵金須事先申請
並通過審核;獎勵金補助
項目：該次交通費(來
回經濟艙機票、船舶及
長途大眾陸運工具所需
費用)、報名費、學費、
生活費(依教育部日支
費規定辦理)。 

4 

校內獎勵金 
海外學習獎勵金 

依各「學年度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

與「南華大學學生海外學習獎勵要點」辦理 

 相關規定及申請文件詳見國際學院官網公告 



海外獎勵金10萬 
或 無海外獎勵金 

TOEIC 即可使用 

入學海外獎勵金3萬  
TOEIC考到 550  

獎勵金

01 

02 

01 

02 

3萬+10萬？ 

109 年 2 月 24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尚未取得任何外語檢定 
 限大學部學生在學申請一次 

  1 
 入學校內英檢前40%排名 

 入學已獲海外獎勵金額度 

 限大學部學生在學申請一次 

亞洲1萬、歐美2萬(106級之後)： 
2 

校內獎勵金 
移地學習獎勵金 

參加校內各系所舉辦之(境外)移地學習課程，或移地學

習團，若無外語檢定證明，大學部在學可申請一次補

助。依「南華大學境外移地教學實施辦法」辦理 

 相關規定及申請文件詳見國際學院官網公告 

補助5000元： 

國際系參訪東洋大學 

兩  者  擇  一 



校內獎勵金 
申請流程 

系所初審（系務會議） 

Part 3 

學院複審彙整提報（院務會議） 

Part 4 

關注/蒐集海外學習資訊 

Step 1 

同學需具備自行申請學校或是規劃海
外學習之能力，並請留意欲申請海外
學習單位截止時間 

公告審核名單準備核銷資料 

Part 6 

通過海外學習獎助金申請者，僅代表
該次海外學習可獲補助。 

學生遞交海外學習獎勵金申請表

至系所 

Part 2 

請留意系所截止時間 

國際及兩岸學院收件截止與終審 

Part 5 

上學期10/30前 
下學期4/30前 



表件說明 

申請所需文件 

所有申請文件
務必通過系
(所)、院會議
推薦後，再送
交至國際學院
進行終審 

海外/移地獎勵金 

申請文件：國際學院官網→下載專區 

要記得填寫完
整，未完整，
不得提出申請。 



韓國交換 西來遊學團 日本語言學習 

校內獎勵金 

美國交換 波蘭交換 劍橋遊學團 韓國移地學習 

中國移地學習 



教育部學海獎勵金 
學分研修：學海飛颺、學海惜珠 

海外實習：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 

★同一教育階段僅限申請其中一種。 

★不可與海外學習獎勵金同一學年度使用 

教育部學海系列資訊 

★不包含前往中、港、澳地區的學校、機構與企業 

http://oica2.nhu.edu.tw/page3/super_pages.php?ID=page301&Sn=45


 一般生皆可申請（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
班生)。 

 學士班在校成績總平均75分(含)以上或全班
排名前30％，且操行80分以上；碩博士班學
生在校成績總平均75分(含)以上。 

  1 
 持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立有效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或中 低收入相關補助證明者（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 

 學士班學生在校成績總平均70分(含)以上或全班排名前50％，且

操行80分以上；碩博士班學生在校成績總平均70分(含)以上。 

學海
惜珠 2 

教育部學海獎勵金 
學分研修：學海飛颺、學海惜珠 

選送生赴海外學校研修目的應以修讀專業學分課程為主，除非是語言相關

學系方得以申請語言相關課程研修。申請語言學校者不得申請學海系列獎

勵金。補助時間最少應為一學期(季)，最長不得超過一學年。轉學生及新生

尚未有本校成績者不得報名。 

相關規定及申請文件詳見當年度簡章 

學海
飛颺 



 非新南向國家。 
 有本校學籍，並於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

學學生（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 
 學業成績達各班級前百分之五十。若在校期

間有其他優秀表現、特殊獲獎，成績不受此
限制。 

  1 
 印尼、越南、寮國、汶萊、 泰國、緬甸、菲律賓、柬埔寨、新加

坡、馬來西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不丹、斯里
蘭卡、紐西蘭及澳洲等18 國。 

 有本校學籍，並於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不包括國內
及境外在職專班生) 

 學業成績達各班級前百分之五十。若在校期間有其他優秀表現、
特殊獲獎，成績不受此限制。 

新南向 
學海築夢 2 

教育部學海獎勵金 
海外實習：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 

專業實習計畫案，選送生赴國外實習期間應以具備專業職場實習為優先考

量，實習期間不得少於三十天（不包含來回途程交通時日）；赴「印尼」

實習者，不得少於二十五日（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每人補助額度，

至少應包括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並以一次為限，另得包括生活費。 

相關規定及申請文件詳見當年度簡章 

學海
築夢 



教育部學海獎勵金 
申請流程 

系所初審（系務會議） 

Part 3 

學院複審彙整提報（院務會議） 

Part 4 

關注/蒐集海外學習資訊 

Step 1 

同學需具備自行申請學校或是規劃海
外學習之能力，並請留意欲申請海外
學習單位與獎勵金截止時間 

公告審核名單準備核銷資料 

Part 6 

飛颺、惜珠6月中以前 
築夢、新南向築夢6月中與12月中以前。 

學生遞交申請表至系所 

Part 2 

請留意系所截止時間 

國際及兩岸學院收件截止與終審 

Part 5 

飛颺、惜珠3/15前 
築夢、新南向築夢3/15與9/15前 



申請所需文件 

所有申請文件務
必通過系(所)、
院會議推薦後，
再送交至國際學
院進行終審 

教育部學海飛颺/惜珠 

表件說明 

申請文件：國際學院官網→下載專區 



學海築夢-馬爾他 新南向築夢-印度拉達克 新南向築夢-泰國 

教育部學海獎勵金 

新南向築夢-馬來西亞 新南向築夢-尼泊爾 新南向築夢-加爾各答 
禪淨中心 

學海築夢-紐約 

新南向築夢-新加坡 



  
校內獎學金 教育部學海系列 

移地學習獎勵金 海外學習獎勵金 學海飛颺 學海惜珠 學海築夢 新南向築夢 

外語檢定標準 無校內英檢 
校內英檢 

排名前40%* 
多益最低387分以上或相應成績 

校內：多益最低387分以上或相應成績 
研修機構：依對方規定 

校內：依計畫主持人規定 
實習單位：依對方規定 

獎勵金額度 5仟元 
亞洲1萬 或  
歐美2萬 

依成績核定3萬至30萬不等的額度內動
用 

教育部款+校配合
款最少6萬元 

依教育部核定 
依教育部核定再統
籌分配 

依教育部個案核定 

使用次數 限一次 正常修業年限內，最多分三次使用 同一學制限申請一次 

補助對象 大學部 大學部 學士、碩士、博士班學生皆可申請 
學士、碩士、博士
班學生皆可申請 

限中低收入戶 學士、碩士、博士班學生皆可申請 

適用活動 
移地學習課程/ 
海外學習團 

移地學習課程/ 
海外學習團 

移地學習課程/海外學習團/實習/國際志
工/語言學習/姊妹校寒暑假營隊/學分研
修等 

學分研修課程，期程最少一學期 
例如：交換生、雙學位 

學海築夢：非新南向國家 
新南向築夢：限定18個新南向國家 
實習期間須至少30天(印尼25天) 

各項海外獎勵金統整對照表 

*入學需有海外
學習獎勵金額度 



訂閱 南華愛飛客  掌握最新海外學習資訊 

https://www.facebook.com/NHU.iFlyer/


相關資訊請洽  

本校國際學院 

國際學院專業團隊  

提供學生一對一諮詢 

“ 

” 
網頁：http://iica3.nhu.edu.tw/Web/index 

辦公室：學慧樓 H115 

電    話：05-2721001 # 1713 

http://iica3.nhu.edu.tw/Web/ind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