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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淡淡江江大大學學蘭蘭陽陽校校園園大大三三出出國國留留學學計計畫畫  

一、大三出國輔導計畫 

 

 

二、大三出國注意事項 

(一)學生自行報考托福（TOEFL）或雅思（IELTS） 

1.大一升大二暑假報考，10月底前取得成績。 

2.繳交托福或雅思成績，11月開始登記留學學校，每生以1校為原則。 

(二)大二上學期：申請留學學校 

1.參加第1次學長姐大三出國經驗分享座談會(登記選校前)。 

2.由指定姊妹校中，擇定一所留學學校。 

3.辦理學校登記，每所學校限登記20~25名(名額依每學年之規定)。 

4.至留學學校網站下載申請表格。 

5.依留學學校輔導老師之進度進行相關事項。 

(三)大二下學期：4~6月獲得入學許可 

1.3月底由學校統一寄送申請資料。 

2.參加第2次學長姊大三出國經驗分享座談會(出國前準備)。 

3.修習正式課程學生預選大三留學課程。 

4.確認住宿事宜。 

5.與留學學校留學生(學長姊)聯絡，準備留學事宜。 

(四)辦理簽證及役男出國手續 

1.獲得入學許可後，自行辦理簽證。 

2.自行購買機票。 

3.役男於5月底前填寫役男出國資料調查表。 

役男出國前由本校函請各相關縣市兵役單位辦理役男出國手續。役男應

於出國前持核准公函及護照，前往兵役單位加蓋出境核准章，且於一個

 適應大學生活  與留學學校輔導
老師密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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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學校申請（3月底） 

 深造安排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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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 大二 大三 
(出國留學) 

 畢 
 業 

大四 

 與大三導師聯繫 

 (每週至少一次) 

 定期通報 

 辦理留學學分抵免 

 視訊輔導會議 

 



3 

月內出境，並依規定期限返國。 

(五)學生於大二申請留學學校至大三出國期間，均須依時程至蘭校園網站之

「大三出國通報系統」進行通報，俾師長及家長瞭解學生出國前準備及出

國後生活、學習情形。 

(六)辦理本校註冊相關事宜 

1.學生於大三出國修習期間，除繳交各該留學學校學雜費外，仍應在本校

辦理註冊手續，並繳交本校1/4學雜費。交換生須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 

2.繳費後，出國學生之國際學生證由學生自行保管。 

 

三、交換生報考事宜 

(一)報名條件 

1.大學部學生在校學業成績平均75分以上或班百分比前（含）25%（請詳見

歷年成績單），經所屬系、所、院初選通過，並獲推薦者。 

2.英文組須檢附托福iBT 70分以上，或IELTS 5.5（學術組）成績証明，如

各姊妹校另有規定請依各校規定檢附。 

(二)報名應備資料 

報名表、本校中文歷年成績單正本、語文能力證明文件、授課老師推薦函

兩件(英文或研習國語文)、中文及研習國語文自傳、中文及研習國語文研

習計畫書、保證書及其他相關有助甄試資格審查之證明文件資料影本。 

(三)時程表：11月底報名12月底口試1月底公告結果 

 

四、教育部「學海惜珠」、「學海飛颺」獎助學金 

(一)申請條件 

1.學海惜珠： 推薦名額不限，但須領有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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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縣

市政府規定，可洽縣市政府或鄉鎮公所詢問)。 

2.學海飛颺：105學年度第1學期成績班級排名前 30% ，各系所出國人數

35名以下最多推薦5名，35名以上最多推薦10名。 

3. 外語能力檢定考試成績單影本 (至英語系國家iBT70或IELTS 5.5以上)。 

(二)12月下旬公布簡章6月底公布得獎名單依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公告

領取獎學金。 

(三) 依教育部96年10月25日台高(四)字第0960157525號函及97年2月4日台高

(四)字第0970016696號函規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海外

研修費之申請對象，以教育部「學海飛颺」或「學海惜珠」計畫獲獎生或

依據大學法第29條經核准同時在國內外大學修讀學位(雙聯學位)者為

限，貸款金額以提供每位學生每年新臺幣44萬元為限(不包含一般交換學

生、短期海外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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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淡淡江江大大學學蘭蘭陽陽校校園園大大三三出出國國留留學學參參考考作作業業流流程程  
  

自行報考
托福/雅思

舉辦第1次學長姊經
驗分享座談會

依交換生申請
辦法辦理

申請成功

配合國際處
規定辦理

繳交各姊妹校入學
申請資料

舉辦大三學生出國行前說明會
第2次學長姊經驗分享座談會

1.確認機票、住宿
2.辦理簽證

役男出國

發文至各縣市政
府兵役單位

出國

依本校及留學學校
相關規定辦理註冊

回報學習心得
及生活狀況

回國

辦理學分抵免

開始

結束

申請學校
姊妹校

學生 蘭陽校園主任室_國際事務業務 國際處

申請交換生

否

轉發姊妹校入學通知

查核學生狀況並回
報特殊個案

召開大三出國特殊
個案專案小組會議

是

申請資
料齊全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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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淡淡江江大大學學蘭蘭陽陽校校園園 22001177 年年大大三三出出國國留留學學學學校校資資訊訊  
一、2017年大三出國留學姐妹校/正式課程英檢成績要求 

地區 申請學校 正式課程英檢成績要求 
歐 
洲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桑德蘭大學(英國) 

雅思 6 
(單項不得低於 5.5)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牛津布魯克大學(英國) 

雅思 6 
(寫作、閱讀不得低於 6) 
(聽力、口說不得低於 5.5) 
學期成績(GPA)2.8 以上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查爾斯大學(捷克) 

雅思 5.5 
英檢成績達標準，方可受理登記 

University of Warsaw 
華沙大學(波蘭) 

托福 70 
雅思 6 
英檢成績達標準，方可受理登記 

Maria Curie-Skłodowska University of Lublin
居禮夫人大學(波蘭) 

托福 64 
雅思 5 
英檢成績達標準，方可受理登記 

美 
洲 

Brandon University 
布蘭登大學(加拿大) 

托福 80 
雅思 6.5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賓州印第安那大學(美國) 

托福 61 
雅思 5.5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_Sacramento 
加州州立大學_沙加緬度分校(美國) 

托福 64 
雅思 6.5 
學期成績(GPA)2.4 以上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_Long Beach 
加州州立大學_長堤分校(美國) 

托福 61 
雅思 5.5(單項不得低於 5.5) 

Winona State University 
維諾納州立大學(美國) 

托福 61 
雅思 5 

Hawaii Pacific University 
夏威夷太平洋大學(美國) 

托福 80(寫作 20 分以上) 
雅思 6(寫作 6 分以上) 

Suffolk University 
沙福克大學(美國) 

托福 77 
雅思 6 
學期成績(GPA)2.8 以上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華盛頓州立大學(美國) 

托福 79 
雅思 6.5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舊金山州立大學(美國)未開放觀光系課程 

托福 61 
雅思 6 
學期成績(GPA)2.5 以上 

Temple University 
天普大學(美國) 

托福 79 
雅思 6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_ 
SUNY-Cortland 
紐約州立大學科特蘭分校 

托福 70 
雅思 6 
英檢成績達標準，方可受理登記 

大 
洋 
洲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昆士蘭大學(澳洲) 

托福 87(寫作不低於 21 分，聽力、閱
讀、口語不低於 17 分) 
雅思 6.5(不要求單項)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新南威爾斯大學(澳洲) 

托福 90(寫作 24 分以上) 
雅思 6.5(單項不得低於 6) 

University of Waikato 
懷卡特大學(紐西蘭) 

托福 80 
雅思 6(寫作 6 分以上)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Hotel Mgnt 
國際飯店管理學院(澳洲)-限觀光系 

托福 71 
雅思 6(單項不得低於 5.5)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南十字星大學-限觀光系 

托福 79 
雅思 6(單項不得低於 5.5) 

亞 
洲 

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立命館太平洋大學(日本) 

托福 79 
雅思 6 
學期成績(GPA)2.0 以上 
英檢成績達標準，方可受理登記 

Sunway University 
雙威大學(馬來西亞)-限觀光系 

托福 80 
雅思 6 
英檢成績達標準，方可受理登記 

其他 
The Emirates Academy of Hospitality Mgnt 
阿聯酋酒店管理學院(杜拜)-限觀光系 

托福 71 
雅思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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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留學姊妹校簡介 

(一)歐洲___英國(England) 

1.桑德蘭大學(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桑德蘭大學位於英格蘭的東北部，距離新堡(Newcastle)不遠的一座新

興港口城市。該校在英國境內屬於modern university，大約有約15000名學

生。該校致力於國際交流合作，有來自世界各地60多個國家約1300名外籍

學生就讀。桑德蘭大學設有6個學院，包括：藝術、設計和傳媒學院、商

學院、工程和技術學院、教育學院、自然科學學院、人文和社科學院。其

中在藝術方面的課程和教育學院的師資及評鑑成果，於英國各大學之間頗

負盛名。 

桑德蘭大學從1860年創校以來，不斷的在教學內容及設備上擴充其規

模，近年來並大力建設校園，目前以擁有嶄新而設計優良的圖書館、宿舍、

電腦學習中心等，並繼續打造優質的學習環境，使學生享有最佳的讀書環

境。另外，也提供優渥的獎學金。 

2.牛津布魯克斯大學(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牛津布魯克斯大學位於歷史名城牛津市郊的山坡上，俯瞰牛津大學

城，距離倫敦市約80公里，搭火車或巴士到倫敦市區及倫敦機場都非常方

便。牛津布魯克斯大學建於1865年，是為藝術學校，1970年成為牛津技術

學院；1922年正式成為大學。學校在英國及國際間擁有極佳的教學和學習

信譽，並持續在英國報紙上擁有高名次的評鑑排名，加上政府針對教學及

研究品質的評鑑，更確定了學校的地位。牛津布魯克斯大學在最近的全英

高等教育基金會研究評估活動中，以其在人文科學及科學領域的研究能力

而獲得最高研究級別的殊榮。該校與歐洲各地的198家大學有交流活動往

來，畢業生的高就業率也是牛津布魯克斯大學特色之一。連續五年被

TIMES評為全頂級新生代大學，2000年榮獲頭名，在綜合榜上也挺進到53

名。牛津布魯克斯大學提供下列課程：藝術及人文科學、商業和管理、都

市造景、電腦及資訊、教育、工程數學和應用科學、環境科學及管理、大

眾健康、語言、法律、自然、物理及生物科學、社會科學、宗教研究、觀

光娛樂。 

3.捷克查爾斯大學(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捷克查爾斯大學由羅馬皇帝查爾斯四世創立於1348年，是歐洲阿爾卑

斯山以北最古老的大學。捷克查爾斯大學擁有17個院系（14個位於布拉

格，2個位於Hradec Králové ，1個位於Plze）、3所高等研究機構、6所教

育、科學、研究、開發以及其他諮詢資訊服務中心，五所校級特殊設施作

為整座大學的管理中心。 

捷克查爾斯大學目前擁有超過7,500名教職員工，其中4,000名為學術

及研究教師。就讀學生人數超過51,000人（大約是整個捷克共和國學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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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總和的六分之一）；開設超過300門的學位項目和660門學術課程；捷克

查爾斯大學本科學生人數超過18,000人，研究生課程就讀人數為25,000

人，博士生人數為7,000人；且有超過6,000名國際學生。捷克查爾斯大學

開設的多樣化終身學習課程，每年吸引著超過15,000名學生前來就讀。捷

克查爾斯大學致力於與世界權威教育研究機構的國際合作，目前已與世界

各地190所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簽署了共計450份雙邊合作協議。根據國際大

學排名，捷克查爾斯大學是世界頂級大學之一。由上海大學評估世界各地

2,000所大學制定出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捷克查爾斯大學在17,000所大

學學院中排名300強。捷克查爾斯大學是世界上2%強的大學之一和歐洲

100強大學之一。捷克查爾斯大學也是捷克國內唯一一所進入世界500強大

學的高等學府。捷克查爾斯大學在時代雜誌的THES排名中，排名第229名。 

4. 波蘭華沙大學(University of Warsaw) 

華沙大學是波蘭最大的高等學府。華沙大學的歷史與跌宕的波蘭歷史

及作為首都的華沙歷史緊密相連。為使華大在歐洲及全球具有競爭力，大

學不斷採取有效措施壯大學科梯隊並不斷增進學科間的科研合作，尤其是

在社會學、經濟學、現代語言研究、信息、生化及應用物理等領域。華大

科研人員的研究成果在波蘭及國際一流學術雜誌發表數量不斷增加，同時

被引用的數量也在穩步增加。科研人員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參加國際會議使

得華大在國際合作方面不斷增強。 

華大的科研基金主要來自國家預算。目前也有相當數量的基金來自非

政府組織及歐盟。2001年，華大被科學部長授予歐洲科研計劃的最佳參與

者，2002年更被列為榜首。目前有56項歐洲科研項目正在華大進行。 

作為波蘭最大的高等學府，華大目前已與五大洲47個國家的128所高

校建立合作關係。其中與歐洲各國的79所高校、北美各國的8所高校、南

美的18所高校及亞洲的18所高校保持科研合作交流。外國留學生有700多

人，其中中國學生10多名。華大的學年分為兩部分：秋季學年從十月一日

持續到下一年的一月底，期間的聖誕和新年有一個假期；在開始於二月中

旬春季學期前有一個星期的學期間小假期。第二學期持續到六月的第一個

星期。大學遵從波蘭所有的官方正式假期。 

5. 波蘭居禮夫人大學(Maria Curie-Skłodowska University of 

Lublin) 

居禮夫人大學成立於1944年，是波蘭東部最大的公立大學。創校以來

一直扮演地區意見領袖，推動地區文化發展並建構知識經濟。學校目前設

置10個系，但人數規模很大，共有428位教師、1286位教學員工和35000位

學生。 

居禮夫人大學講求理解與實際操作教育，也投身許多技術和文化研

究，成立奈米技術、生物技術、環境保護和東方文化研究中心，另一方面

也著重教育與媒體、美術、文化的結合。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4%BE%E4%BC%9A%E5%AD%A6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F%E6%B5%8E%E5%AD%A6
http://wiki.mbalib.com/zh-tw/%E5%9B%BD%E5%AE%B6%E9%A2%84%E7%AE%97
http://wiki.mbalib.com/zh-tw/%E9%9D%9E%E6%94%BF%E5%BA%9C%E7%BB%84%E7%BB%87
http://wiki.mbalib.com/zh-tw/%E9%9D%9E%E6%94%BF%E5%BA%9C%E7%BB%84%E7%BB%87
http://wiki.mbalib.com/zh-tw/%E6%AC%A7%E7%9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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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洲___加拿大 (Canada) 

布蘭登大學 (Brandon University) 

加拿大布蘭登大學位於加拿大中南部曼尼托巴省，創校於1899年，已

創校超過一百年，是公立大學（全加拿大的大學都是公立的），學校還是

加拿大大學學院協會(AUCC)和聯邦大學協會(ACU)的成員。 

其英文系偏重在文學方面，英文寫作方面亦很好。全校學生約3,000

個學生，是加拿大西部獨具特色的小型大學。學校一直努力為學生創造良

好的讀書環境，教室、宿舍和其他教學設施都通過網際網路連接在一起。

實行小班化教學，為學生提供更多與教師溝通的機會。在這裡，學生們除

了能感受到學校歷史的悠久，還能充分領略到那份瀰漫在校園中的傳統文

化氣息。 

布蘭登大學注重於教學內容的豐富性。除了教學生實際操作和交流

外，還教授學生求知之法，實踐之途。學校鼓勵學生去探索，去發明，去

創造，去成為獨具思辨能力的人。 

布蘭登大學所在的布蘭登市毗鄰國際和平公園和美國邊境，是一座鮮

花遍地的美麗城市。阿西尼龐河蜿蜒的河岸上風光旖旎，高爾夫球場、無

數的公園、蔓延數英里的步行道、自行車道，冬季滑雪雪徑和旅遊資訊中

心，處處體現著這座城市以人為本的宗旨。 

 

(三)美洲___美國 (U.S.A) 

1.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位於美國東部賓州西南方，創立於1875年，其

擁有三個校區分布在賓州，主校區座落於美國賓州匹茲堡(Pittsburgh)的東

南方，是一所聲望卓越、建校歷史悠久，並納入賓州州立高等教育系統 

(Pennsylvania's State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的州立大型大學。現有學

生超過13000人，海外生百分比為5 %，其師生比為19比1，其英文系設有

學士、碩士及博士班。 

校內課程選擇種類多，各系的課程也都提供基礎課，因此不用擔心課

程會過於艱澀。任教的教授都非常親切，只要有任何疑問都可以向教授們

反應或討論。課程多半採小班制教學，因此有很多機會和同學及教授互

動。在美式教學下，教授和學生的互動非常良好，課堂中不時的要舉手或

者分組討論來表達個人意見。 

校園廣大環境優美，校內甚至有shuttle bus接送往返不同建築物，其

設備亦非常齊全，擁有完善的健身房、游泳池、宿舍和餐廳，此外，校園

中各處都設有Blue Button以防有任何緊急情況。該校是一個擁有安全、和

善的社區且美麗丘陵與秋色楓紅片片環繞的校園。IUP對國際學生非常的

照顧，學校的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OIE)是專門負責處理國際學

生事務，協助國際學生的各樣問題。 OIE也定期舉辦精彩的活動讓國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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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參與，在各個不同節慶校內也會有很多活動或派對，讓身在異鄉的國際

學生有在家的感覺。 

 

2.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cramento) 

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cramento）

隸屬加州州立大學系統，創立於1947年，與本校於1981年7月正式締結為

姊妹校。該校佔地3百英畝，共有8個學院，約2萬7千多位學生。 

該校位於加州首府沙加緬度市，是政治與商業活動的中心，市內不僅

富含歷史古蹟，且因許多高科技公司陸續遷移至此，也成為第2個矽谷，

冬季氣溫溫和，夏季炎 熱乾燥。目前約有60種大學課程及40種研究所課

程，並以小班制教學，每班學生不超過30人，並與鄰近的太平洋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麥克喬治法學院（McGeorge School of Law）進

行聯合研究所課程，另外，US News & World Report也將它評為美西優秀

學府之一。 

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佔地面積廣闊，校園寧靜，且因位於美國

西岸，易吸引亞洲學生前來就學，交換學生和外地學生數量眾多。為因應

加州多元民族的特色，學校學風相當開放，多數老師上課仍會以學生為出

發點，做為教學方向，另外也常舉辦各類演講，邀請美國眾多成功企業經

理講授業界實務、職場必備技能，對於培養學生不遺餘力。 

 

3.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長堤位於洛杉磯市區以南約40分鐘的車程，鄰近美麗的太平洋海岸，

風光明媚，是公認洛杉磯最佳區域之一。根據1998年的Forecast and Review

報導，長堤的生活指數及品質是洛杉磯地區最好的，這些指數包括低犯罪

率、優秀的教育品質、當地的環境品質、氣候以及令人滿意的房價等，這

使得加州大學長堤分校成為當地學生及國際學生最受歡迎的南加州學校

之一。長堤分校的校園是洛杉磯眾多大學之中最大、最美的一所，共有學

生二萬八千餘名，授予超過280項不同的學位及證書課程。學生的比例也

是相當的平均，亞裔學生約為16%，而國際學生僅有4%左右，比例相當的

低。 

長堤分校是加州州立大學系統中非常具知名度的學校，位於大洛杉磯

地區，由於犯罪率低、氣候宜人、教育水平高、觀光景點眾多，曾被評訂

為最適合居住的城市之一。長堤分校一向堅持提供高品質的教育，目前有

130多種領域的學士與碩士及280多種不同課程可選擇。學校不僅設備完

善，還有大學美術館、電台、免費大學報、免費校園接駁巴士，同時鼓勵

人文藝術活動的舉辦，校園中常有各類表演、音樂會、舞會、設計展、電

影播放等，有超過250個以上不同社團活動可選擇。 

語言、學習、生活，以上都可以在"The Beach"（ California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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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Long Beach）找到。從高品質的教學和個人化的指導，到優美

的海灘環境，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為國際學生提供優質的

學習環境。來到Cal State Long Beach的美國語言中心，您可在美麗而生氣

蓬勃的校園裡學習英語,位於南加州長達5-1/2英哩的沙灘，Cal State Long 

Beach兼具熱鬧的都市氣氛和海邊城市的魅力。全年平均溫度17-27度，夏

天享受到涼爽的海風，冬天可享受溫暖的氣候和整季的陽光,Cal State Long 

Beach坐落於大都市，校園面積約322畝。同時長堤分校提供ESL課程讓外

籍學生學習，學校商學院為美國10所最大商學院之一，根據全國科學基金

會報導，畢業生在科學博士學位方面之取得具有最高紀錄。 

 

4.維諾納州立大學 (Winona State University) 

維諾納州立大學位於明尼蘇達州東南方，創立於1885年，全校學生約

7300人，其中有300名國際學生，分別來自世界各國44個不同的地區。該

校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在學生的課業輔導和生活輔導，是個風光明媚，

優雅寧靜的讀書環境。 

學校採用小班式教學，師生之間的互動頻繁，老師也可以比較容易掌

握學生的學習效果。維諾納州立大學也關注學生在課堂外的經驗學習，因

此與周圍社區建立良好的互動網。學校注重學生的審美及道德觀，並引導

學生認知成為社區領導人和建立良好公眾形象的重要性。此方面的傳統教

育與現代化的管理使維諾納州立大學成為與眾不同的研究學府。這所座落

在密西西比河谷美麗山村的大學如今註冊學生已超過8,000人，共設有80

多個學科領域的學士和碩士學位以及16個研究生項目。 

除此之外，學校也很重視學生的國際觀，因此學校都會舉辦國際生的

文化交流活動，讓當地的美國學生能夠認識到來自各個不同國家的學生他

們的文化。由於維諾納是一個很小的鄉鎮，當地學生很難有機會能夠認識

國際的文化，因此學校重視學生國際觀的發展，藉由國際生的文化交流表

演來拓展當地美國學生的視野。 

維諾納州立大學位於明尼蘇達州，是個千島湖之州，學校旁有兩個超

大的維諾納湖，風景非常的漂亮，是個非常適合念書的地方，沒有都市的

喧囂，只有波光閃閃的湖水伴著你讀書。假很多當地人日可以看見繞著湖

邊跑步或是在湖面釣魚，划船等等，都非常的優閒。 

 

5.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Hawai’i Pacific University, HPU) 

創立於西元1965年，是夏威夷州規模最大的一所私立大學，在Barron’s

雜誌評鑑為美國300所學費合理的優良學府之一。1997美國Time雜誌

Princeton Review 評鑑HPU為夏威夷州最好的大學(包括州立及私立大

學)。 

HPU的兩個校區皆位於夏威夷歐胡島。城中校區（Downtown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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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商業中心，及距城中校區15公里的羅亞校區（Loa Campus）。本校提

供免費校車，穿梭於兩個校區之間，車程約15分鐘。 

HPU採小班制教學，教授與學生比例為1:18，所有教授皆擁有博士學

位或其它專業學科之最高榮譽。在教學設備及運動設施方面，更是一應俱

全，逐年汰舊換新。HPU的教室設有電腦網路聯結設備，方便學生獲得最

佳的學習效果。在運動設施方面，羅亞校區設有足球，棒球，網球，排球

和籃球等球類活動場地及健身房等。 

HPU的教學導向以輔導就業為主，積極為學生提供課堂知識與實際工

作經驗相結合的學習環境，以提昇學生的就業競爭力。知名企業如IBM等

公司更在學生畢業前，即徵選錄用。 

HPU的學生社團超過75種以上，您可依自己的興趣申請加入。此外，

本校每年也會定期舉辦活動，包括：國際文化節、新生訓練、舞會、校內

體育比賽、野餐、名人演講、學術研討及月光遊艇之旅等。 

 

6.沙福克大學 (Suffolk University) 

沙福克大學座落在波士頓的市中心，而波士頓是具有高知識水平及文

化氣質的都市。波士頓如今擁有約300,000來自全球的大學生，為這城市注

入一股活力與生命力。 

沙福克大學著重在教學，學術成就及與社區的互動。沙福克大學的文

學院、商學院及法文院提供大學及研究所學生超過70個領域的課程，學生

可依個人需求及興趣於其中選擇。 

沙福克在三個國家擁有校區，分別是美國的波士頓，西班牙的馬里

蘭，非洲塞內加爾的達克。另外也有衛星設置在美東的麻薩諸塞州，沙福

克發展其全球視野，並把握躍上國際舞台的機會。 

對沙福克學生而言，他們是城市生活的一部份。學校沒有圍牆阻隔與

外界的連繫，而有與社區的親蜜接觸。沙福克大學約有75個社團及組織，

校區內亦有不少活動。簡單來說，沙福克就是波士頓，所有波士頓提供的

都是沙福克經驗的一部份。 

 

7.華盛頓州立大學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建立於1890年的華盛頓州立大學（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簡稱

WSU，為美國華盛頓州資助辦理的一所大學。它的主校區在普爾曼

(Pullman)，在斯普肯(Spokane)、三城(Tri-Cities)和溫哥華(Vancouver)有其

分校。 

該校為全美排名前50大的公立研究型大學，共有十所學院及研究所，

提供超過245種左右的專業課程，供學生選讀。國際學生來自於90多個不

同的國家，主要的學生都在普爾曼(Pullman)主校區上課，只有少部份的科

系及博士班學生分佈在其他校區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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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州Washington是美國最北邊的一個州郡，地理位置上十分靠近

臨國加拿大，為美國排名第20大的州郡，而普爾曼校區位於華盛頓州

Washington東南部一處名為普爾曼(Pullman)的城市，當地居民約為24,000

人左右，盛產小麥及牛乳，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愛達荷州的州界，離華盛頓

州Washington第一大城的西雅圖Seattle約288mile，若是開車前往的話，大

概要花費5-6個鐘頭左右，也許路途中過於遙遠，但是在普爾曼生活相當

便利，無論在食、衣、住、行方面，都面面俱到。 

 

8.舊金山州立大學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位於美國加州第三大城舊金山市區的舊金山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佔地90英畝，位於北加州的舊金山市西南方，創立於

1899年，為一所州立綜合大學，與本校於2007年6月正式締結為姐妹校，

成為本校第96所姐妹校。該校為美國西海岸最大的教育聯盟－加州州立大

學系統23所分校之一，將近百年歷史，現有在校生三萬多名，教職員工近

400人，國際交換學生2500名左右，人數居加州州立大學各校之首。該校

共有8院，下設68個系，當中最有名的科系為商業管理。舊金山州立大學

提供多樣化的科系選澤（118個大學部科系、90個副主修及96個研究科

系），並擁有多項教學相關設施，如：錄音播放中心、演奏廳、小型法庭、

小型歌劇院、多用途大型體育中心、高科技科學實驗室、人類歷史博物館、

資訊交流中心、多媒體播放中心等；附設有外語學院，開設密集英語課程，

全年開設短證書（certificate）課程。創業跟學習結合為該校特殊的學術風

格，近300門社區參與課程，提供學生實習機會，該校的產學合作與社區

服務在美享有盛名。校內設有設備完善的學生保健服務中心，且有大學部

及研究所學生住宿的學生宿舍，校園前方就有大眾運輸系統，往返市區及

鄰近地區都十分便捷。 

 

9.天普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天普大學建立於1884年，是一所位於美國費城的一所百年名校，共有

7個校區，其中5個校區分別分佈在費城北方及市中心，另外2個校區則是

在日本東京及義大利羅馬。 

天普大學地理位置佳，南臨賓州大學及卓克索大學，而所在地的費城

為全美第5大城市，距離美國首府華盛頓及大都會紐約很近，而費城是美

國著名的古城，許多美國著名歷史宣言、政策、人物等等都與費城有所關

連。 

學生人數: 大學部：24674人 研究所：6098人；國際學生比: 3%來自

94個國家，師生比: 1:17。 

 

10. 紐約州立大學科特蘭分校(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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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Y-Cortland)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科特蘭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Cortland簡稱SUNY Cortland或Cortland State成立於1868年位於美國紐約州

的科特蘭市是一所公立大學。紐約州立大學科特蘭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Cortland )的學生在三個主要的學院領域攻讀學位：藝術與科

學、教育與職業研究。該院現已有55000名畢業生，分佈在40個國家的50

個州，該院于1868年建成當時名為科特蘭師範學校，早期的學生就有發明

家和工業家這樣的社會精英。該校一直在成長當中，經過幾十年的擴展，

1941年立法院和攝政頒布法令，使該校成為一所本科院校成為一所4年制

的學院，可提供通往本科學位的課程。 

 紐約州立大學科特蘭分校的主校區佔地191英畝，校內有30座傳統

建築和現代建築，其中14座宿舍樓為大約3000名學生提供校內住宿。此外

紐約州立大學科特蘭分校在位於阿迪朗達克山脈的Raquette湖邊，設有室

外教育中心，在科特蘭市以外設有荷克西峽谷自然保護區Hoxie Gorge 

Nature Preserve，在鄰近奧爾巴尼市的海德堡斷崖Helderberg Escarpment邊

設有一個Brauer教育中心。 

 

(四)大洋洲___澳洲 (Australia) 

1.澳洲昆士蘭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昆士蘭大學是澳大利亞最主要的學府和研究機構之一，昆士蘭大學在

國際上以其獲獎繁多的教師群體，世界領先的設施和出色的校園環境而享

有盛譽。昆士蘭大學是三萬七千多名學生的家園，其中包刮來自世界一百

二十一個國家的六千四百名外國留學生。昆士蘭大學坐落在布里斯班，一

個充滿活力的都市，氣候宜人學生們盡情享受安全、高品質的生活。 

昆士蘭大學的教學水準很出色，最近在澳大利亞政府的一個澳大利亞

教學質量的評比中被評為前五家。此外，昆士蘭大學贏得的澳大利亞大學

教學獎(AAUT)的獎項數目超過任何一個大學，並贏得2005年澳大利亞大

學教學獎總數目的三分之一，另外還獲得了聯邦教學及學習傑出成績資金

的三分之一以上。 

昆士蘭大學是”八校集團(Go8)”的發起成員之一。這是個澳大利亞的

菁英大學組成的集團，該組織的成員承擔的研究專案佔了澳大利亞所有大

學研究專案的百分之七十。 

昆士蘭大學是Universitas 21僅有的三個澳大利亞成員之一，該組織是

一個精選全球領先的科研密集型大學的國際聯盟。2007年，英國泰晤士高

等教育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的大學排名將昆士蘭大學

列為全世界第33位。在澳洲大學佳校指南(Good Universities Guide)2007年

版中，昆士蘭大學連續第十年在學術水平和學生對其需求程度的評級上位

居全州前列。該指南在六項主要成就指標上給予昆士蘭大學五星級的最高

級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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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 全校 33,000名學生中共

有5,280名海外學生來自世界80多個國家，主要包括了台灣、印尼、馬來西

亞、香港、新加坡、大陸、韓國、泰國、菲律賓、斐濟、斯里蘭卡、印度

和中東等各地。新南威爾斯大學名列澳洲大學Group 8，更是世界性

Universitas 21成員。 

根據英國權威育機構出版之2004年世界最佳大學，新南威爾斯大學排

名No.36。 

新南威爾斯大學位於澳洲最大的城市－雪梨市的近郊，離市中心很

近。除了美術設計和應用美術及教學等課程都在位於 Paddington, College 

of Fine Arts的校區上課；運動及休閒研究的課程在 St.George校區上課

外，其餘課程都在 Kensington 主校區上課。 

本校在坎培拉市另設有澳洲國防學校，其研究所的課程也開放給外學

生申請。新南威爾斯大學的課程包含廣泛，總括為下列幾大類別：應用科

學、文學和社會科學、建築、飛行、生物學和行為科學、商學和經濟、教

育、工學、健康科學、法律、圖書館學、管理、醫學、眼科、科學和社會

工作。另外，還設有一年期的大學先修班及英文語文中心供海外學生就讀。 

 

3.澳洲國際酒店管理學院(ICHM) 

國際酒店管理學院(ICHM)是一所由南澳大利亞教育部和舉世聞名的

瑞士旅館協會合作的旅館管理學校，在這個發展已經超過二十年歷史並仍

秉持對未來教育永續經營的合作關係中，將會是給予學生最佳學習機會的

學校。ICHM如今也已是全球聞名並被高度認可的旅館管理學院當中之一。 

ICHM_2012年的新課程已經通過澳洲政府認可，從2012年一月份開

始實行「一個課程兩個學歷的方案」。ICHM的課程在與業界實習編排上

的結合仍然跟以前一樣，並重新作了一些修正和補充更多元化的課程，以

使其能更加配合當前業界的趨勢。 

ICHM是第一個由瑞士旅館協會通過海外學士學位認證的學校，相信

在所設計規劃的高級課程下學習，學生們都將會具備更多競爭優勢，就如

同目前該校遍及世界各地優秀的ICHM校友們，在未來成為企業界管理階

層的領袖。 

第一，為了讓學生在二十一世紀能擁有更好的就學經驗和收穫，

ICHM除了把學業制度改成兩個學位，還把職業學校的頭銜拋開，致力於

晉升成為一所優秀的高級學府。第二，澳大利亞政府也更改了國際學生在

畢業後停留澳洲的工作制度這項條約以包括所有的學士和大學學生，學生

在澳大利亞學習經驗一定要有兩年以上。這將會是學生歸國後或是去海外

的國際旅館就業的一個很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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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十字星大學(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SCU) 南十字星大學校園位於利斯摩

(Lismore)、科夫港(Coffs Harbour)、黃金海岸(Gold Cost)，以及特韋德黑茲

(Tweed Heads)，共四區，學校與休憩地產業 -澳洲馬化公司 (Mulpha 

Australia)合作，共同經營雪梨旅館學校(The Hotel School Sydney)。 學校

提供大學與研究所課程，科系有:藝術與社會科學、教育、環境科學與管

理、海洋科學、澳洲原住民研究、健康與人類科學、商業、法律與司法、

觀光與餐旅管理等科系。另外，學校有三個英語教學中心，提供銜接課程、

文憑課程、遊學課程，以及打工渡假課程。 南十字星大學努力為國際學

生創造優良、豐富又有趣的學習經驗，同時也為打工度假客提供套裝課

程，包括學習、工作、旅遊，工作機會有餐旅業、兒童照顧、老人照顧、

零售與客服服業等。 

 

 (五)大洋洲___紐西蘭(New Zealand) 

紐西蘭懷卡特大學 (University of Waikato) 

懷卡特大學位於紐西蘭北島中央之Hamilton市，風景優美，氣候宜

人，依山傍水，交通方便。該校目前有來自70個不同國家，計約2,000名外

國學生。在佔該校學生數20％之國際學生中，管理學院之國際學生佔35

％。懷卡特大學強項是在商業和管理方面，同時在商業、管理方面是獲得

了全球的三家權威機構的認可，管理學院、理學院、數學、化學系及電腦

科學系皆為其專長領域。 

校內設有設備完善的學生保健服務中心，且有可供大學部及語言學校

學生住宿的學生宿舍與住宿家庭，校園前方就有大眾運輸系統，往返市區

及鄰近地區都十分便捷。 

最為稱道的是多樣化的院系選擇(包含管理學院、社會人文藝術學

院、法學院、電腦與數學學院、教育學院、電機科學學院與毛利人發展學

院)，並擁有多項教學相關設施。另懷大語言學校相當著名，牧蘭小姐表

示可以為學生接待安排，前往該校學習英文。且懷大位於南半球，季節與

位於北半球的台灣相反。學生暑期前往懷大將是紐西蘭的冬天，別有一番

風味。 

 

(六)亞洲 

1.日本立命館太平洋大學 (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是由兩所大學（APU和立命館大學），以及五

所附屬學校（立命館中學校‧高等學校、立命館宇治中學校‧高等學校、

立命館慶祥中學校‧高等學校、立命館守山高等學校、立命館小學）所組

成的綜合學校，其教育研究據點從北海道至九州各地均有各種校區及辦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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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立命館學園內，總共大約有4萬5000名學生及孩童，其規模

排名為全日本第三大私立綜合學園，且立命館大學到目前已有100年的歷

史，並由大學裡理工系及情報理工系和企業及研究中心共同參予進行研

究，目前為止大約已有28萬名畢業生活躍於政府機關及民間各企業中。 

在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將近有半數的學生是來自世界75個國家的

國際學生，因為課堂之餘可以透過校園生活來學習及實現各國的語言及文

化交流。 

 

2.馬來西亞雙威大學 (Sunway University) 

雙威大學學院成立於1986年，是馬來西亞規模比較大的學府，早創期

以雙聯課程開始，經過這些年的努力耕耘，今天已經發展成為盛名遠播的

雙威大學學院，卓越學術水準廣受好評及認可。每年有來自10多個國家和

地區的數百名學生報讀，現有在校學生3000多名，提供超過20種學位和專

業文憑課程，包括世界各地著名大學的學士學位課程，並可學分轉移至英

美澳加繼續深造，受國際專業團體承認，教學媒介語為英語。 

雙威大學學院位於首都吉隆坡的八打靈在也，距離吉隆坡市中心大約

20公里，距首都吉隆坡國際機場60分鐘車程，周邊高速公路四通八達，公

共巴士、的士，輕快鐵、電動火車等交通工具銜接吉隆及其他鄰近州屬。 

雙威大學學院為了確保學生獲得高素質的教育，嚴格篩選具備高素質

的教學人才，當中包括夥伴大學學術組及客座總監全程監督科系，同時夥

伴大學也在每一個學期提供客卿教授或講師為學生講課。 

 

3. 杜拜阿聯酋酒店管理學院  (The Emirates Academy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阿聯酋酒店管理學院(EAHM)致力成為領先全球的酒店管理學校，與

全球知名卓美亞奢華酒店集團(Jumeirah)比鄰於杜拜飯店休閒管理業興盛

的中心地帶，其中包含杜拜知名七星級酒店帆船酒店、杜拜阿拉伯五星級 

度假酒店卓美亞古堡酒店、瘋狂維迪水上樂園以及多次榮膺世界最豪華酒

店殊榮的卓美亞海灘酒店。 因學校隸屬於卓美亞奢華酒店集團，學生於

學習期間能有直接機會於酒店實習，並於業界建立人脈。阿聯酋酒店管理

學院也和其他國際連鎖酒店進行密切合作，良好的實習就業資源提供畢業

生未來良好的就業管道。 

阿聯酋酒店管理學院和瑞士著名洛桑酒店管理學院的學術合作提供

教學課程品質的保證，同時學院獲得了阿聯酋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部、英國酒

店管理學院，以及澳大利亞卓越旅遊和酒店管理教育國際中心之認證，這些國

際性認證使阿聯酋酒店管理學院畢業生擁有更好的就業機會和廣闊的就業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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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托托福福及及雅雅思思考考試試介介紹紹 

一、托福 TOEFL  

(一)相關考試網站：ETS 臺灣區總代理忠欣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托福資源

中心 http://www.toefl.com.tw  

(二)托福 TOEFL_IBT 測驗簡介： TOEFL iBT 測驗是透過網路連線並

利用電腦進行作答的測驗，考生必需使 用耳機與麥克風，並使用電

腦鍵盤在電腦上回答問題，測驗考生的聽、說、 讀、寫四種技巧的

能力，每個測驗技巧獨立計分，分數介於 0 至 30 之間， 總分於

介於 0 至 120 分之間，測驗時間大約為 4 個小時，主要在評量中

階 (intermediate)至高階(advanced)之英語能力。 

(三)測驗方式： 

  

Section 
Time 

Limit 
Questions Tasks 

Reading* 
60–80 

minutes 

36–56 

questions 

Read 3 or 4 passages from academic texts and 

answer questions. 

Listening 
60–90 

minutes 

34–51 

questions 

Listen to lectures, classroom discussions and 

conversations, then answer questions.  

Break 
10 

minutes 
— 

— 

Speaking 
20 

minutes 
6 tasks 

Express an opinion on a familiar topic; speak 

based on reading and listening tasks.  

Writing 
50 

minutes 
2 tasks 

Write essay responses based on reading and 

listening tasks; support an opinion in writing.  
 

  
(四)何人適合採用 TOEFL iBT 測驗的用途  

由於 TOEFL iBT 測驗是以學術及校園情況為測驗內容，故想要進行

下列活 動者適合報考 TOEFL iBT 測驗：   

 計畫出國深造   

 申請英語學程的入學與畢業門檻   

 申請獎學金或認證   

 評量英語學習成果   

 申請學生與工作簽證  

 

(五)如何準備 TOEFL iBT 測驗   

由於 TOEFL iBT 測驗是透過網路連線並利用電腦進行作答的測

驗，故考生必需熟悉電腦的操作環境及使用耳機與麥克風作答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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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出題方式為 整合式題型，建議考生先至美國 ETS 官網進行

模擬練習或購買官方測驗指南。以下為 ETS 為考生提供的練習或從

準備考試到申請學校的完整訊息： TOEFL Go anywhere from here 網

站 → http://www.toeflgoanywhere.org 

 

二、雅思(IELTS)  

(一)相關考試網站：  

 IDP 國際教育中心：https://www.idp.com/taiwan/ielts  

 British Council 英 協 文 教 （ 台 灣 ） 有 限 公 司 ：

https://www.ieltstest.org.tw/  

(二)雅思(IELTS)測驗簡介：  

IELTS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系統(The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是由劍橋大學英語考試院設計用來評估欲前往英語

系國 家求學、移民或工作者在聽、說、讀、寫四項全方位英語的溝

通能力，與 托福同樣為全球廣泛接受的英語測驗。目前全球每年有

超過 250 萬人次在 超過 140 個國家和地區參加雅思考試。雅思已

經成為考生人數最多的國際 英檢考試，並且是全球英語測評的領導

者。 

 (三)測驗內容：IELTS 考試分為 Academic (學術組)及 General Training 

(一 般組)。學術組的閱讀及寫作部份，是用來評估考生在修讀學位

或研究所課 程時，是否適合以英語作為學習或培訓的媒介；一般組

的閱讀及寫作部份， 則適合前往英語系國家就讀中學、工作、或參

與非學位培訓計畫的考生。 測試內容涵蓋 Listening（聽力）、Reading

（閱讀）、Writing（寫作）與 Speaking（口語）四個項目(*Reading 

與 Writing 會因組別不同而給予不同 題目)。  

http://www.toeflgoanywhere.org/
https://www.idp.com/taiwan/ielts
https://www.ieltstest.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