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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112 學年度（2023 秋季班、2024 春季班）交換學生計畫公告 
 

申請人資格： 

1. 僅限生農學院學生（不含在職專班） 

2. 非中華民國國籍學生不得參加甄選至原屬國籍國家或地區境內之學校 

3. 僑生不得參加甄選至原僑居地之學校。其他相關規定請參照以下表格 

 

2023秋季班以 112-1表示；2024春季班以 112-2表示 

簽約學校 
年級限制 

(申請時的年級) 
學業成績 

語言能力符合所列其一 
(姊妹校要求或建議申請資格) 

名額 
 

美國 
康乃爾大學農業
與生命科學學院 

限大學部申請 
大二以上 
★限 2024 春季班 

學業成績平均達
GPA 3.0 以上（百
分制 75 分以上） 

▪ TOEFL iBT 測驗 100 分以上 
▪ IELTS 總分 7 分以上 
▪ SAT 批判性閱讀測驗達 670 分 
▪ 曾在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就
讀四年以上 

112-2_1 名 

美國 
伊利諾大學香檳
校區農業消費環
境科學學院 

限大學部申請 
大二以上 

同上 
▪ TOEFL iBT 80 
▪ IELTS 6 

112-1_4 名
112-2_4 名 

法國 
皮朋工程學院 

限大學部申請 
大二以上 

同上 

選擇英語授課課程者 
▪ 秋季班僅有 Animal Production 
▪ 春季班僅有 Food science field 
僅修習此課程者須具備 CEFRL B2 以
上英語能力。 
 
選擇法語授課課程者 
▪ 須具備CEFRL B2以上法語能力並提
供相關法語檢定證明。 

112-1_3 名 

112-2_3 名 

法國 
里爾高等農業學
院 JUNIA-ISA 

限大學部申請 
大二以上 

同上 
須具備 CEFRL B2 的英語或法語能力
證明，以修習對應語言的課程。 

112-1_3 名 

112-2_3 名 

法國 
法國國家農業食
品與環境高等教
育學院 

限大學部申請 
大三以上 

同上 

須具備 CEFRL B1/B2 的英語或法語能
力證明，以修習對應語言的課程。 
 
科系限定 
農藝、食品科學、園藝 

112-1_5 名 

112-2_5 名 

法國 
羅納-阿爾卑斯高
等農業與食品加
工技術學院 

限大學部申請 
大三以上 

同上 
須具備 CEFRL B1 的英語或法語能力
證明，以修習對應語言的課程。 

112-1_2 名 

112-2_2 名 

日本 
京都大學農學院 

大學部:大二以上 
研究所:碩士一 

同上 

▪ TOEFL iBT 測驗 80 分 
▪ IELTS 總分 6 

 
▪ 碩一申請生，須事先取得本校指導
教授同意函。 

▪ 欲修習日語授課課程者，須提供日
檢 N1 檢定合格證明。 

112-1_2 名 

112-2_2 名 

日本 
東京大學農生學院 

研究所:碩士一 
可修課 

同上 
▪ 須具備日檢N1或N2檢定合格證明 
▪ 須事先取得雙邊指導教授同意函 
▪ 申請生僅能修該學院開授之課程 

112-1_2 名 

112-2_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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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國立首爾大學 

限大學部申請 
大二以上 

同上

▪ TOEFL iBT 88
▪ IELTS 6

若修習韓文課程，建議韓語程度： 
Level 5 以上。 

112-1_2 名

112-2_2 名

韓國 
東國大學 

大學部:大二以上 
研究所:碩士一 

學業成績平均達
GPA 4.5 以上 

▪有韓文課可修，語文程度分班制
（韓文課不列入學分）

▪無語言能力證明，但能修習對應語
言的課程。

▪碩一申請生，須事先取得本校指導
教授同意函。

112-1_2 名

112-2_2 名

[注意事項]：  
1. 審查程序分為生農學院審核及姊妹校審核兩階段。獲本學院審核通過者，將由本院提名給姐妹校。然而最終

錄取決定權在於姐妹校。
2. 托福、雅思或日檢成績單為美國及日本學校要求之必備文件。
3. 申請本院院級交換生計畫者，雖可同時申請校級交換學生計畫。但依校規並考慮學校資源分配，一名台大學

生僅可獲得一次交換機會。申請者若同時獲得校級與院級交換學生資格，則僅能在兩個計畫中擇一參加。
4. 由於普渡大學與伊利諾大學的交換名額乃透過本院每年所辦理之 BACT 國際暑期課程換算得來，故被錄取前

往上述兩校交換的同學（本次甄選，普渡大學無提供名額），有義務於 2024 年 6 月中後旬起，協助本院 BACT
暑期課程（含課程開始前之行前訓練）。協助時段落在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結束前兩週開始起算（行前訓練
約兩次），一直到暑假開始起算後的五週（暑期課程進行的時段），總共七週。若有相關問題，請洽生農國
際中心許智雄先生：ntuciaeae@ntu.edu.tw; 02-3366-4215。

6. 因目前仍受肺炎疫情影響，本院姊妹校有權暫停或停止本院獲選學生前往該校進行交換之權利。
7. 獲選參與交換計畫之學生，若因後續肺炎疫情或人和情事須申請延後交換者，僅能以增額行式延後。若姐妹

校無法同意增額，則無法進行延後交換。申請延後交換通過者僅能申請延後一次。

█ 交換期間：   112 學年上學期或下學期 

█ 錄取名額： 經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審核後，至多推薦 51 名 
美國：康乃爾大學共 1 名；伊利諾大學共 8 名 
法國：皮朋工程學院共 6 名；里爾高等農業學院共 6 名 

國家農業食品與環境高等教育學院共 10名 
羅納-阿爾卑斯高等農業與食品加工技術學院共 4名 

日本：京都大學農學院共 4 名；東京大學農生學院共 4 名 
韓國：國立首爾大學共 4 名；東國大學共 4 名 

█ 截止日期： 111 年 11 月 18 日（五）中午 16:00 前交件，遲交一律不收件。

█ 申請方式: 步驟一：填寫所有文件，將紙本文件送至本中心，請務必單面列印，避免用釘書機裝訂 
步驟二：另外，請 e-mail【附件一】的 word 電子檔至本中心信箱 

主旨請註明「112交換計畫_姓名_系所年級_學號」 

※此份電子檔將用於文書鍵入，以減少手動鍵入時資料有誤，故請勿提供掃描檔。

█ 送件地點: 生農學院國際農業教育與學術交流中心，農業綜合館 3 樓 315 室，承辦人：葉千榕 小姐 

█ 送件 e-mail: ntuciaeae@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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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文件   

1. 交換學生計畫申請書及文件確認清單 【附件一】（請務必同時 e-mail 一份 word 電子檔到本中心信箱） 

2. 擬赴國外交換研修課程表 【附件二】（申請多所學校時，每所學校須各別填寫一份） 

3. 交換學生計畫院系所審查意見表 【附件三】 

4. 選校意願及順位調查表 【附件四】 

5. 歷年成績單英文版（研一生須提供大學部歷年成績） 

6. 班排名證明表 

7. 

英語能力檢定成績單（有該英語測驗檢定之證書可同時附上） 

*欲申請法國學校並修習法語授課課程者，需加附 Delf B2 成績單 (或 TCF 同等成績證明)

*欲申請日本學校並修習日語授課課程者，需加附日檢 N1 或 N2（僅限東大）成績單

8. 
自傳 (內容除自我介紹外，須加入申請動機) 

*須以英文書寫

9. 

讀書計畫 

*須以英文書寫。申請者填入的志願序學校，須各別繳交一份讀書計畫。舉例：若填寫三間志願學校，則

須繳三份不同的讀書計畫。

10. 教授英文推薦函一份 

11. 
財力證明 

僅申請美國學校需要 

[註] 

1. 美國要求財力證明須為交換期前一年內的申請文件

2. 各校要求之財力證明金額不同，確切金額請參考各校網站及報名表。 

3. 若欲申請多所美國學校，請挑選欲申請學校中財力金額數字最高者

申請，申請一份即可，不須一次申請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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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提供各所學校申請注意事項與課程連結，供同學參考。 

詳細最新消息仍須以姐妹校承辦人提供之資訊為主。 

美國  
Cornell: 財力證明金額(Financial statement)： $12,184 USD  

（此金額為參考數字，未來可能會再調高，待得到姊妹校回覆會與同學更新資訊～） 

https://cals.cornell.edu/undergraduate-students/student-services/international-opportunities/explore-options/cals-exchange/incoming-excha

nge-program 

UIUC: 財力證明金額(Financial statement)： $10,200 USD 

（此金額為參考數字，未來可能會再調高，待得到姊妹校回覆會與同學更新資訊～） 

https://studyabroad.illinois.edu/incoming-students/study-at-illinois/ 

法國 
Purpan 

https://www.purpan.fr/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students/ 

JUNIA-ISA 

https://www.isa-lille.com/international-programs/student-exchange-programs/ 

ISARA-Lyon 

https://isara.fr/en/how-to-apply/exchange-programmes/ 

L'institut Agro

https://en.montpellier-supagro.fr/admissions/come-academic-exchange-programme

日本 
Kyoto University 

http://www.kais.kyoto-u.ac.jp/english/admission/exchange-program-special-auditors-special-research-students/ 

＊僅需參考 Special Auditors的申請條件，Special Research不適用此交換計畫申請。 

University of Tokyo 

無相關線上申請連結 

農生學院網站 https://www.a.u-tokyo.ac.jp/english/ 

＊申請生至該校僅能修該學院所開授之課程 

韓國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http://oia.snu.ac.kr/page/exchange_program.php 

Dongguk University 

https://www.dongguk.edu/eng/page/477# 

https://cals.cornell.edu/undergraduate-students/student-services/international-opportunities/explore-options/cals-exchange/incoming-exchange-program
https://cals.cornell.edu/undergraduate-students/student-services/international-opportunities/explore-options/cals-exchange/incoming-exchange-program
https://studyabroad.illinois.edu/incoming-students/study-at-illinois/
https://www.purpan.fr/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students/
https://www.isa-lille.com/international-programs/student-exchange-programs/
https://isara.fr/en/how-to-apply/exchange-programmes/
https://en.montpellier-supagro.fr/admissions/come-academic-exchange-programme
http://www.kais.kyoto-u.ac.jp/english/admission/exchange-program-special-auditors-special-research-students/
http://oia.snu.ac.kr/page/exchange_program.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