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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發前
1. 入學許可
通過校內初選之後，僅獲得校內薦送資格，同學獲得姐妹校核發的入學許可
後，才是正式錄取為交換生，建議在尚未收到入學許可之前，暫勿辦理出國手續。
入學許可的核發時間須配合姐妹校既有之行政流程，多半自送件起需約2~5
個月的工作天。請留意姐妹校為最終審查核定單位，本處會依申請進度，適時關
心申請進度，故請同學勿要求催促對方學校，以免使對方困擾或影響兩校關係。
自五月中旬起，本處陸續收到入學許可後，便會通知同學前來領取。亦有部
分學校將文件直接寄到同學通訊地址。無論何種方式，請同學第一時間確認英文
姓名拼音是否與護照相符、交換時程以及其他個人資訊是否無誤，如有錯誤請立
即告知，本處會聯繫姐妹校辦理更正手續。未透過學校轉交入學許可的同學，請
於收到正本後提供複本供學校存查。
2. 住宿申請
姐妹校宿舍申請方式依姐妹校規定各有不同。主要分成下列幾種類型:
A. 不需申請，姐妹校自動保留。
B. 於遞交姐妹校申請表的同時申請學校宿舍。
C. 自行於指定時間以EMAIL或至指定網站線上申請。
D. 獲得入學許可後才可以紙本或是網路申請。
除了部分姐妹校可依合約免繳住宿費外，其他學生皆須依照規定繳交訂金與
住宿費。有些學校亦有不退還宿舍申請費，請同學務必詳讀相關規則。如未申請
到宿舍或不滿意交換校安排之住宿，同學需自行辦理校外租屋，可尋求交換校相
關單位或交換學長姐協助。
3. 簽證申請
各國學生簽證必須於取得交換學校之正式入學許可後才得辦理，有些國家學
生簽證辦理相當費時，收到入學許可後，請儘快去辦理。各國學生簽證辦理所需
文件不同，有些需財力證明及體檢證明〔體檢需至指定醫院辦理〕，可跟該國在
台辦事處詢問需準備資料及其他相關資訊。
簽證之發放屬於各國領事辦事處之權責，本校並無權置喙，故請同學儘量備齊文
件再行申請。若因個人因素無法拿到學生簽證，即喪失交換資格。駐台外國機構
名稱可由外交部網站上查詢。以下各國簽證申請注意事項（截至102年12月13日
的資料）僅供參考，同學需隨時留意欲交換
國家的簽證相關規定是否有變動。
同學須留意簽證核發權取決於各國領事單位，本處無權干涉或從中協調，建
議同學務必備齊文件後再行申請。如因故未能獲得簽證而導致無法赴外交換，即
喪失本期交換生資格，薦送資格不得延長或保留到下一期。
**務必依照您合法居留該國的期程安排出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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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簽證辦事處聯絡資訊
美國
申請單位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
www.ait.org.tw

聯絡地址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 134 巷 7 號

連絡電話:02-2162-2000

注意事項

學校會核發 J1 或 F1 其中一種簽證，J1 簽證到期後可停留 30 天，F1
則可停留 60 天。
加拿大

申請單位

香港簽證組 Consulate General of Canada in Hong Kong
http://www.canadainternational.gc.ca/hong_kong

聯絡地址

加拿大領管移民組,G.P.O.11142 信箱,中
國(PRC)香港

電話:+852-2847-7555
傳真:+852-2847-7493

注意事項

6 個月內的短期研習免簽證，如課程超過 6 個月，須辦理學生簽。 台
北簽證處已對外關閉，請洽香港簽證組辦理。
日本

申請單位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www.koryu.or.jp/taipei-tw

聯絡地址

台北市慶城街 28 號 通泰商業大樓

聯絡電話:02-2713-8000

注意事項

大部分學校會將入學許可與留學資格證明分開寄，留學資格證明會稍
晚才寄達，請憑此證明才能辦理簽證。
韓國

申請單位
聯絡地址

韓國駐台代表部
http://www.internationaleducationmedia.com/korea/visas.htm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5 樓 1506 室
(國貿大樓)

聯絡電話:02-2758-8320#5

荷蘭
申請單位

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 www.ntio.org.tw

聯絡地址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33 號 5 樓 B 室
(雅適建設大樓)

注意事項

聯絡電話:02-2717-8139

多由荷蘭學校代為辦理 MVV，之後透過 NTIO 通知學生完成後續手
續。
法國

申請單位

法國在臺協會 www.fi-taipei.org

聯絡地址

台北市敦化北路205號10樓1003室
3

聯絡電話:02-2518-5177

芬蘭
申請單位

Consulate General of Finland, Hong Kong sanomat.hng@formin.fi

聯絡地址

1818 Hutchinson House, 10 Harcourt
Road, Hong Kong, China

注意事項

台灣沒有設立簽證辦事處，故三個月內短期之商務與觀光簽證，由瑞
典貿易委員會台北辦事處代辦，但超過三個月之學生簽證則必需寄到
上述大使館辦理。

電話:+852-2525-5385
傳真:852-2810-1232

西班牙
申請單位

西班牙商務辦事處

聯絡地址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49 號 10 樓 B1 室

聯絡電話: 02-2518-4901

中國大陸
申請單位

護照: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台胞證和簽證: 各大旅行社

聯絡地址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台北市濟南路一段 2-2 號 3~5F

注意事項

以觀光簽入境後，憑住宿證明與相關申請文件至內地出入境管理局辦
理長期簽證

聯絡電話:02-2343-2888

香港
注意事項

由交換校代辦寄發

4. 機票訂購
建議依該校行事曆提供之報到或宿舍開放入住時間自行訂購機票，國際事務
處無提供代訂機票的服務。請同學確認出發日期之後，務必至「外交部領事事務
局」網站(www.boca.gov.tw)填寫出發資訊，填報日期不得晚於出國前。未按時填
報者，將影響學籍、註冊、選課等方面，請同學務必留意。
5. 役男出國
(1)具役男身分的同學應在出境日六十天前，於完成「交換學生出國程序單」後，
由學務處教官協助申請，如有任何問題請洽南大軍訓室。
(2)具役男身份同學需依法完成緩徵手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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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校規處置。
6. 註冊繳費
如果在同學出發後南大的註冊繳費單才寄達，務必請家人在學校規定時間之
內完成註冊繳費。學生證不須蓋註冊章，但若有個人需求欲加蓋註冊章，必須請
代理人至教務處學籍成績組或研究生教務組憑繳費證明代為辦理。若未依規定完
成註冊，將造成強制休學、註銷交換資格嚴重後果。

4

7. 選課
同學於交換期間不得選修南大的課程。在國外修課亦不受本校最低應修學分
限制。教務處會依照本處的交換生核定相關文件設定同學選課權限，如同學因故
延遲出發或提早結束交換，為維護同學權益，請務必提前告知國際事務處。
各交換校提供給交換生修習的課程範圍不一，請同學務必遵守該校交換生的
選課規定(如修課上下限、選課時間、修課限制)。建議同學於出發前或抵達該校
後自行了解相關限制，以免造成認知上的落差。如欲旁聽或參與該校研究計畫等，
請先徵得該校相關師長及單位同意。
8. 海外保險
除了健保以外，強烈建議同學購買含括『醫療』、『意外』、『海外救助』
等項目的海外綜合保險。 常見的理賠項目如: 行李損失、旅行文件損失、緊急
救援、人身傷害、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劫機延誤等。
如擁有台灣全民健保的同學在國外發生緊急傷病必須在當地就醫，可憑就醫
相關單據於急診、門診治療當日或出院之日六個月內向健保局申請辦理「緊急傷
病自墊醫療費用核退」手續。然適用範圍及手續須依「全民健康保險緊急傷病自
墊醫療費用核退辦法」辦理。交換期間，隨身攜帶英文版本之投保證明以備不時
之需。
9. 注意事項
(1)交換學生交換期限以一學期為原則，一學年為限，不得申請延長，修業年
限內限交換一次。
(2)交換學生以選讀生身份於交換學校就讀，不得要求獲取該校學位。
(3)若有具體理由或不可抗力情事，需提前結束交換計畫，需先告知本處並取
得兩校同意；未徵得兩校同意前，不得任意終止並返國。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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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故放棄或提前返國者，需繳交該生所就讀本校之系所當
學期學費二分之一罰款至本校校務發展基金，且不得參加往後交換生甄
選。
(5)所有錄取同學仍須在本校註冊並繳交全額學雜費。生活費、保險費、住宿
費、往返機票費、簽證費及其他開支均需自行負擔。
(6)交換學校不具接機義務，同學需自行安排抵達交換學校交通問題。
(7)計畫結束後，必須按時回到本校原就讀系所繼續就讀或完成畢業手續，不
得擅自延長交換期。如有違反情況，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按校規處置。
(8)交換期間不得辦理本校畢業或休學手續，若有渠等事情發生，其交換生身
份隨即取消。
(9)所有學生返國後不論抵免學分與否，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學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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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李打包清單
重要證件類

衣物類

盥洗及日常用品

護照(及影本)

內衣褲

毛巾

小工具包

機票

襪子

隱形眼鏡藥水

牙膏牙刷

入學許可

衣服/褲子/裙子

沐浴洗髮旅行組

備用眼鏡

2吋照片數張

外套(薄、保暖)

面紙、衛生棉

簡易急救包

當地聯絡資訊

鞋子

保養品

常備藥品

旅行平安保險單

拖鞋

化妝品

瑞士刀

財力證明

套裝或正式洋裝

小鏡子

小鎖頭

南大歷年成績單

泳裝

衣架/衣夾

針線包

南大在學證明

太陽眼鏡

洗衣袋、洗衣粉

指甲刀

國際駕照

手套、圍巾、帽子

旅行用吹風機

購物袋

國際學生證

短褲、睡衣

杯子(保溫、漱口)

小手電筒

筷子、湯匙、叉子

雨具

錢與旅支、信用卡

文具類

3C電子產品類

旅遊相關

筆記型電腦

變壓器

筆&修正帶

地圖

相機、記憶卡

電腦檔案備份

小剪刀

小字典

手機

錄音筆

迴紋針

臺灣小禮物

電池

網路線

小釘書機

家鄉零食

充電器

計算機

筆記本、便條紙

國際電話卡

電子辭典

耳機或視訊

資料夾

YHA卡

轉接插頭

隨身碟

膠帶/雙面膠

活頁紙

把交換生該做的事情都完成了嗎？來勾一下自我檢核表吧！
出發前

抵達後

獲得入學許可，且已供學校留存影本

向家人報平安

排定海外住宿

完成交換校報到、入住手續

申辦簽證

盡情體驗海外留學生活

預訂機票

返國前

購買海外綜合保險

確認成績單寄送方式

完成打包

完成交換校離校手續

完成南大註冊繳費（或請人代理）

返國後

確認自機場到學校的交通方式

獲得成績單，且已提供南大留存影本

預先蒐集當地資訊

辦理學分抵免

告知家人

支援國際處相關活動講座及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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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發後

1. 抵達交換校-回報平安
本處為了解同學抵達交換校後的生活適應情況與建立緊急連絡網，交換學生
於抵達國外14天內必須回傳「國立臺南大學交換學生出國抵達國外研究機構報到
表」(格式於http://www2.nutn.edu.tw/randd/ac/exchange.asp 下載)至南大國際事務
處。如未回報，將可能導致重要訊息無法被通知，如因而權益受損，同學須自行
負責，請務必留意!
2. 每 個 月 1 日 回 傳 「 國 立 臺 南 大 學 交 換 學 生 出 國 研 修 報 告 單 」 ( 格 式 於
http://www2.nutn.edu.tw/randd/ac/exchange.asp 下載)至國際事務處蔡佳恩小姐信
箱(gillien@mail.nutn.edu.tw)匯收。
3. 延長／縮短交換期限
延長交換期限︰
(1)先取得雙方學校同意(詢問是否尚有名額)
(2)交換學校同意後，請交換學校承辦人發e-mail同意信給本處承辦人
(3)填寫延長交換期限申請表
(4)學生自行辦理簽證延簽及役男緩徵等
縮短交換期限：
(1)先告知本校承辦人，並繳交相關證明及報告書(說明申請縮短交換期的原因)
(2)取得雙方學校同意
(3)本處發同意縮短信至交換學校
(4)交換學校發同意信至本處
(5)辦理交換學校離校手續
(6)返台
＊本校甄選取得之交換資格，如有說明不得延長交換期者，無論兩校是否尚有名
額，皆不得提出申請延長交換期。若欲延長或縮短交換限，需獲得雙方學校同意。
延長交換期需視兩校是否尚有名額；若兩校無多餘名額，則無法申請延長。交換
生交換期最長為一學年，故交換期已為一學年之同學不得再申請延長。申請一學
年同學欲縮短交換期，需先取得雙方學校同意，再辦理縮短交換期手續及完成離
校手續，方可離開交換學校回台，並接受雙方學校必要之懲處；同時，獎學金獲
獎資格將即刻取消，已領取之獎學金需歸還獎學金發放單位。以學程申請延畢者，
若因縮短交換期提前回台，仍需依當初申請延畢時間畢業，不得要求提前畢業。
若有具體理由或不可抗力情事，須縮短交換期或提前返國者，需提出證明及報告
書，並獲得雙方學校同意，方可辦理縮短交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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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活輔導及緊急聯絡
如在國外發生任何意外事故，請務必通報姊妹校國際事務處，從當地獲得最
直接的幫助，必要時請報警，或可請求台灣駐外單位的協助。本校24小時緊急連
絡電話：+886-6- 2133-112。以下提供台灣駐外單位連絡方式:
美國
單位

聯絡地址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www.taiwanembassy.org/US
(轄區:哥倫比亞特區，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西維吉尼亞州，
德拉瓦州)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電話:(1-202)8951800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4201 Wisconsin 傳真:(1-202)363-0999
Ave., N W, Washington, DC 20016-2137,
U.S.A.

急難救助

專線電話

(1-202)669-0180/美國境內直撥: (1-202)669-0180

單位

駐亞特蘭大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www.taiwanembassy.org/US/ATL
(轄區 : 喬治亞州，肯塔基州，田納西州，阿拉巴馬州，北卡羅來
納州，南卡羅來納州)

聯絡地址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Atlanta 電話:(1-404)870-9375
Suite 800, Atlantic Center Plaza 1180 West 傳真:(1-404)870-9376
Peachtree St., N.E. Atlanta, Georgia 30309,
U.S.A.

急難救助

專線電話 (1-404)358-3875/美國境內直撥: (1-404)358-3875

單位

駐波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www.taiwanembassy.org/US/BOS
(轄區 : 緬因州，新罕普什爾州，麻薩諸塞州，佛蒙特州，羅德島
州)

聯絡地址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電話: (1-617)7372050
Boston 99 Summer St. Suite 801 Boston, MA 傳真: (1-617)7371684
02110, U.S.A

急難救助

專線電話: (1-617)650-9252/美國境內直撥: (1-617)650-9252

單位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www.taiwanembassy.org/US/MIA
(轄區 : 加利福尼亞南部，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

聯絡地址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電話: (1-305)443-8917
Miami 2333 Ponce de Leon Blvd. Suite 610 傳真: (1-305)442-6054
Coral Gables, FL33134,U.S.A.

急難救助

專線電話: (1-786)253-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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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www.taiwanembassy.org/US/CHI
(轄區 : 俄亥俄，密西根州，愛荷華州，印地安納州，伊利諾州，威
斯康辛州，明尼蘇達)

聯絡地址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電話: (1-645)616-0100
Chicago Two Prudential Plaza, 57 & 58 Floor 傳真: (1-312)616-1486
180N. Stetson Ave., Chicago, IL.60601,
U.S.A.

急難救助

專線電話: (1-312)636-4758 /
美國境內直撥: (1-312)6364758

單位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www.taiwanembassy.org/US/HOU
(轄區 : 德克薩斯州，奧克拉荷馬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納州，
密西西比州)

聯絡地址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電話: (1-713)626-7445
Houston Eleven Greenway Plaza, Suite 2006, 傳真: (1-713)626-1202
Houston, Texas 77046, U.S.A

急難救助

專線電話: (1-713)654-6041/
美國境內直撥: (1-713)8326-546041
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www.taiwanembassy.org/US/LAX

單位

(轄區 : 密蘇里州，堪薩斯州，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科羅
拉多州，內部拉斯加州)

聯絡地址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Los 電話: (1-213)389-1215
Angeles 3731 Wilshire Boulevard, Suite 700 傳真: (1-213)389-1676
Los Angeles, CA 90010, U.S.A.

急難救助

專線電話: (1-213)923-3591 /
美國境內直撥: (1-213)923-3591

單位

聯絡地址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www.taiwanembassy.org/US/NYC
(轄區 : 紐約、新澤西、賓夕法尼亞及康乃迪克州)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電話: (1-206)441-4586
Seattle One Union Square, 600 University 傳真: (1-206)441-4320
St.,suite 2020 Seattle, WA 98101, U.S.A.

急難救助

專線電話: (1-206)510-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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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台北駐加拿大經濟文化代表處
單位

www.taiwanembassy.org/CA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聯絡地址

45 O’Connor St., Suite 1960, World 電話: (1-613)231-5080
Exchange Plaza Ottawa, Ontario K1P1A4 傳真: (1-613)231-7112
Canada

急難救助

行動電話: (1-613)762-6090/
境內直撥:762-6090
台 北 駐 多 倫 多 台 北 經 濟 文 化 辦 事 處

單位

聯絡地址
急難救助

www.taiwanembassy.org/CA/YYZ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oronto
151 Yonge, Ontario, M5C 2W7 Canada

電話: (1-416)369-9030
傳真: (1-41636-9918-9)

專線電話: (1-416)587-8111/
境內直撥:416-587-8111
台北駐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單位

聯絡地址

http://www.taiwanembassy.org/CA/YVR/YVR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Vancouver
#2008, Cathedral Place, 925 West Georgia 電話: (1-604)6894-111
傳真: (1-604)689-0101
Sreet, Vancouver, B.C.V6C 3L2 Canada
日本

單位

聯絡地址
急難救助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www.taiwanembassy.org/JP
(轄區:東京部、北海道、青森縣、岩手縣、宮城縣、秋田縣、福
島縣、茨城縣、櫪木縣、群馬縣、琦玉縣、千葉縣、新潟縣、山
形縣、山梨縣、長野縣)
東京都港區白金台五丁目二十番二號
專線電話 : (81-3)32807917 (24小時) /
境內直撥 : 080-6557-8796 . 080-6552-4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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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81-3)32807811
傳真: (81-3)32807934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橫濱分處
單位

www.taiwanembassy.org/JP/YOK
(轄區 : 神奈川縣、靜岡縣)

聯絡地址

横浜市中区日本大通り６０番地 朝日生命
ビル２階

電話: (81-45)6417736
傳真: (81-45)6416870

急難救助

專線電話: (81-90)4967-8663 . (81-90)4746-6409
境內直撥: 090-4746-6409 . 090-4967-8663
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

單位

www.taiwanembassy.org/JP/OSA
(轄區 : 京都府、大阪府、兵庫縣、奈良縣、和歌山縣、鳥取縣、
島根縣、岡山縣、廣島縣、德島縣、香川縣、愛嫒縣、高知縣、
富山縣、石川縣、福井縣、岐阜縣、愛知縣、三重縣、濨賀縣)

聯絡地址
急難救助

〒 550-0001大阪市西區土佐堀1-4-8

電話: (81-6)6443-8481~7

日榮Building4F

傳真: (81-6)6443-8577

專線電話: (81-90)8794-4568 . 2706-8277/
境內直撥 : 090-8794-4568 . 090-2706-8277
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福岡分處

單位

www.taiwanembassy.org/JP/FUK
(轄區 : 福岡縣、佐賀縣、長崎縣、熊本縣、大分縣、
宮崎縣，鹿兒島縣、山口縣)

聯絡地址

日本福岡市中央區櫻坂三丁目十二番地四
十二號

電話: (81-92)7342810
傳真: (81-92)7342819

急難救助

專線電話 : (81-90)8765-3410 . 3192-8273 . 4341-7787
境內直撥 : 090-8765-3410 . 090-3192-8273 . 090-4341-7787
韓國

單位

駐韓國台北台代表部
www.taiwanembassy.org/KR Taipei Mission in Korea

聯絡地址

韓國首爾市鍾路區世宗路211番地光化
門大廈六樓

急難救助

專線電話 : (82-2) 3992767~68 /
行動電話82-11-90802761
境內直撥: 011-90802761、011-269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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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82-2)3992767~68
傳真: (82-2)7301296

單位

駐韓國台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
Taipei Mission in Korea, Busan Office

聯絡地址

韓國釜山廣域市中區中央路88
東邦 B/D 9F

急難救助

專線電話 : (82-51)463-7961 . 463-7965 /
行動電話(82-10)4537-7961
境內直撥: 010-4537-7961

電話: (82-51)463-7965
傳真: (82-51)463-6981

荷蘭
駐荷蘭台北代表處
單位

www.taiwanembassy.org/NL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Netherlands

聯絡地址

Van Stolkweg 23,2585 JM Den Haag,
The Netherlands

急難救助

專線電話 : (31)654-948849 /
境內直撥 : 0654-948849

電話: (31-70)3469438
傳真: (31-70)3603836

法國
單位

聯絡地址

急難救助

駐法國台北代表處
www.taiwanembassy.org/FR Bureau de Representation de Taipei en
France
78, rue de I’Universite, 75007 Paris, France

電話: (331)44398830
傳真: (331)44398871

專線電話 : (331)44398830 /
行動電話(33)680074994/
境內直撥 : 0680074994
西班牙

單位

駐西班牙台北代表處
www.taiwanembassy.org/ES Oficina Economica y Cultural de Taipei

聯絡地址

C/Rosario Pino 14-16, Piso 18 Dcha 28020
Madrid, Espana

急難救助

專線電話 : (34)639384883/
境內直撥 : 63938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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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34)915714678
傳真: (34)915709285

芬蘭
單位

駐芬蘭台北代表處
www.taiwanembassy.org/FI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Finland

聯絡地址

Aleksanterinkatu 17, 4Floor 00100 Helsinki,
Finland

急難救助

專線電話 : (358)405455429 . 405455427/
境內直撥 : 0405455429 . 0405455427

電話: (358-9)69692420
傳真: (358-9)69692421

瑞典
單位

駐瑞典台北代表處
www.taiwanembassy.org/SE Taipei Mission in Sweden

聯絡地址

18tr Sveavagen 166, S-11346 Stockholm
Sweden

急難救助

專線電話 : (46)-70-6755089 /
境內直撥 : 70-6755089

電話: (46)8-728 8513
傳真: (46)8-315748

大陸/香港
單位
聯絡地址

急難救助

香港中華旅行社 / 香港事務局服務組
rochkg@netvigator.com
香港金鐘道八十九號力寶中心第一座
四十樓

電話: (852)2525-8315
傳真: (852)2810-0591

專線電話 : (852)2160-2038(白天)、(852)93140130、61439012
在大陸地區遺失護照請撥2525-8316、在大陸與香港邊境關卡站者
8200-2665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
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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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返國後
1. 返國心得
同學於國外交換結束返國後2個禮拜內，須繳交心得報告(格式於
http://www2.nutn.edu.tw/randd/ac/exchange.asp下載)及照片100張至國際事務處。，
內容需包含行前準備、修課列表、學習概況、生活經驗分享與照片等。同學亦可
發揮創意，使用自己的呈現方式。繳交後，本處得於學校網頁上公開心得報告以
供學生瀏覽。
2. 成績單
交換校會依照其行政作業時程，寄發成績單至國際事務處。本處將通知同學
前來領取。部分學校亦接受同學自行付費申請，或者會在返國前直接核發成績證
明給同學。如急需辦理學分抵免的同學，可自行詢問該校提前領取成績單的可能
性，但請同學詢問時需保持禮貌，並尊重交換校的回覆，切勿提出強硬要求造成
交換校的困擾。
3. 學分抵免
建議欲辦理學分抵免的同學，請在出發前與所屬系所/系主任及任課老師充
分溝通學分抵免事宜，經老師同意後，書面核章之紙本資料影本送繳國際事務處
及教務處為憑。錄取至中國大陸姊妹校之交換生(除教育部認可知大陸地區高校)，
於交換期間所修習的學分，依現行政府政策之規定，均不受本校及相關主管機關
承認，該等學分亦不得於本校辦理學分抵免轉換。學生回國後持修習課程學分成
績至教務處辦理學分抵免。(開學後兩週內辦理完畢)
於交換學校所修學分，並不保證可抵免至本校相同學分數 ; 若因該校學分
算法與我校算法不同，損失部分學分數，本處不負任何責任，亦無替同學爭取抵
免至相同學分數之責任。
4. 經驗傳承與回饋
校方為提供更多赴外進修的管道給同學，積極為同學交涉、與國外各大學建
立友好關係，也希望同學們能感恩在心，並將這份心情化作實質回饋。各位不只
是出國唸書，同時也是促進學校交流的親善大使。有各位的參與，可讓學校更了
解姊妹校，幫助國際事務處發現承辦人看不到的現況和細節。所以我們期許每一
位完成交換的交換生，除了繳交返國心得之外，能夠達成以下至少一項的回饋:
★ 在交換生甄選說明會、行前說明會或交流茶會等場合分享經驗。
★
★
★
★
★

在國際事務處所舉辦的姊妹校大學日活動中協助顧攤並回答同學的問題。
若交換校的師長來訪南大，協助相關接待事宜。
協助來校交換生的接機以及擔任交換生Buddy。
接受交換生相關的訪談或代表南大接受媒體採訪。
同意公開EMAIL或協助需要幫助的同學或學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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