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学专业相关 不限专业
学期学年课程修读项目 12 58

联合培养项目 1 1
假期项目 0 54

境外实习项目 0 9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1-学期学年课程修读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项目类型 申请时间 选派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

可否申请基
金会资助

教务处拟
资助额度

备注

德国汉堡大学交流
生项目

德国 修读课程 4月和10月
派出时为大二下-大四上，申请专业为德语、地
球科学、物理学、传播、教育学、哲学、地理、

法学、历史、艺术、生命科学。
德语语言要求达到B1或同等水平

1人/学
期

一学期
免学费；国际旅费、在外生活费、住宿费、教材费、
医疗保险费等由学生本人负担。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

本校的学费。
7000

德国奥格斯堡大学
交流生项目

德国 修读课程 4月

本科二、三年级学生，该校开设以下学部：商业
与经济学部、法学部、哲学与社会学部、文字学
与历史学部、数学&自然科学及材料工程学部、
计算机应用学部（含地理）。其特色专业有：音
乐、经济学、工商管理、数学、法学、哲学、社
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传媒、体育、物理学、

信息科学。课程列表见：www.aaa.uni-
augsburg.de/en/incoming/exchange/course_o

ffering/

修读德语授课的专业课程，德语语言要求到达B2相
当水平；修读德语语言课程，要求达到B1相当水
平；修读英语授课课程，英语达到托福72/雅思

5.5，且有一定德语基础。

2人/学
期

一学期
免学费，国际旅费、在外生活费、住宿费、教材费、
医疗保险费等由学生本人负担。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

本校的学费。

韩国汉阳大学交流
生项目

韩国 修读课程 9-10月

大一-大三本科生，绩点2.5以上（如申请资助需
达3.0）。其酒店管理及休闲管理、应用化学、
现代语言、传播、工程技术、材料科学排名全球
百强。该校开设工程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系、
工业工程系、电气与生物工程系、电子工程系、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信息系统部、化学工程系、

生物技术系、计算机软件学院
人文学院：韩国语言文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
英语语言文学系、德语语言文学系、历史系、哲

学系
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科学与外交系、社会学系、

媒体传播系、旅游学院
自然科学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命

科学系
政策科学学院：政策系、公共行政部

经济与金融学院
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财务管理部

教育学院：教育学部、教育工程系、英语教育系
、数学教育系、应用艺术教育部

音乐学院：声乐系、作曲系、钢琴管弦乐系
技术与体育学院：体育系、体育产业部

戏剧与电影系、舞蹈系
其中商学院选课无法保证，课程列表见：

http://www.hanyangexchange.com/academics/
syllabus/ 

如要修读韩语授课课程，应满足TOPIK 3级;该校国
际化程度很高，可修读英语课程，满足                  

CEFRL B2(IELTS5.5/TOEIC785/IBT72/ITP543任意一
项）

2人 一学期
1.交流期间免学费，在韩生活费、住宿费、国际旅费
、医疗保险费等由学生自理。2．我校学生仍须支付

在本校的学费。
是

http://w
ww.hanya
ng.ac.kr    

http://www.hanyang.ac.kr/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1-学期学年课程修读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项目类型 申请时间 选派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

可否申请基
金会资助

教务处拟
资助额度

备注

韩国东国大学交流
生项目

韩国 修读课程 9-10月

大一-大三本科生，GPA2.5以上该校开设专业：
韩语语言文学、日本语言文学、哲学与伦理文化
的划分、汉语言文学、历史、 数学、物理、化
学、统计、半导体科学、法学、公共管理、经济
、国际贸易、社会学、媒体传播、广告和公共关
系学、金融、财务管理、生命科学、生物技术、
生物和环境科学、生物化学工程、计算机、多媒
体工程、信息通信工程、电子与电气工程、材料
工程、教育学、历史教学、地理教学、体育教学

、美术等。
http://www.dongguk.edu/china_html/index.j

sp

能够胜任韩国语授课条件的学生均可申请所有相关
专业；未具备韩国语授课条件的学生可申请人文学
院、工学院、理学院、艺术学院等英文授课学院。

2人 一学期
1.交流期间免学费，在韩生活费、住宿费、国际旅费
、医疗保险费等由学生自理。2．我校学生仍须支付

在本校的学费。

http://www
.dongguk.a

c.kr

韩国首尔市立大学
交流生项目

韩国 修读课程 9-10月

大一-大三相关专业本科生，GPA 2.5以上，专业
不限，该校官网

http://global.uos.ac.kr/iice/main.do，开
设院系：

政经学院（行政学系、国际关系学系、社会福利
学系、经济学系、税务学系）

经营学院
工科学院（电子电气与计算机学系、化学工学系
、机械信息工学系、新材料工学系、土木工学系

、计算机科学系）
人文学院（英语英文学系、国语国文学系、国史

学系、哲学系、中国语文化学系）
自然科学学院（环境园艺学系、数学系、统计学

系、物理学系、生命科学系）
城市科学学院（建筑学系、城市工学系、交通工
学系、景观设计学系、城市行政学系、城市社会

学系、空间信息工学系、环境工学系）

能够胜任韩国语授课条件的学生可申请所有相关专
业；未具备韩国语授课条件的学生建议参考该校英

文授课课程申请
2人 一学期

1.交流期间免学费，在韩生活费、住宿费、国际旅费
、医疗保险费等由学生自理。2．我校学生仍须支付

在本校的学费。

韩国釜山大学交流
生项目

韩国 修读课程 9-10月

大一-大三相关专业本科生，GPA 2.5以上，专业
不限，该校官网http://www.pusan.ac.kr/，开

设院系：
人文学院（韩国语言文学系、日本语言文学系、
法语语言文学系、俄语语言文学系、中国语言文
学系、英语语言文学系、德语语言文学系、中文

系、语言信息系、历史系、哲学系）
社会科学学院（公共行政部、政治科学与外交系
、社会福利部、社会学系、心理学系、图书情报

学系、报业广播部）
自然科学学院（数学、统计、物理系、化学系、
生命科学系、微生物系、分子生物学系、地质环

境科学系、大气环境科学系）
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电子工程系、工业工程
系、高分子工程系、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化学，

生物与环境工程系、电气与计算机工程）
法学院

教育学院（韩语教育、德语教育、英语教育、法

能够胜任韩国语授课条件的学生可申请所有相关专
业；未具备韩国语授课条件的学生建议参考该校英

文授课课程目录申请
2人 一学期

1.交流期间免学费，在韩生活费、住宿费、国际旅费
、医疗保险费等由学生自理。2．我校学生仍须支付

在本校的学费。

http://www.dongguk.ac.kr/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1-学期学年课程修读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项目类型 申请时间 选派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

可否申请基
金会资助

教务处拟
资助额度

备注

韩国世宗大学交流
生项目

韩国 修读课程 9-10月

大一-大三相关专业本科生，GPA 2.5以上专业不
限，该校官网http://www.sejong.ac.kr，开设

院系：
人文学院（韩国语言文学系、国际研究学院、历

史系、教育部）
社会科学学院（经济与商业系、公共行政部、媒

体传播系）
工商管理学院

酒店旅游食品服务管理学院（旅游管理）

具备韩国语授课条件的学生可申请所有相关专业；
未具备韩国语授课条件的学生可申请酒店和旅游管

理、工商管理、行政管理等英文授课专业
2人 一学期

1.交流期间免学费，在韩生活费、住宿费、国际旅费
、医疗保险费等由学生自理。2．我校学生仍须支付

在本校的学费。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
学交流生项目

澳大利亚 修读课程
2-3月和9-

10月

大二、大三相关专业，GPA 2.8以上。该校开放
商科、历史学、英语、中文、翻译、数学、音乐
、哲学、生命科学、化学、物理学、地理学、社
会学、心理学、法学、教育学、环境科学、计算
机科学、新闻学、电影电视传媒、政治学、体育
运动科学等众多专业（其生命科学、法学、商科
、教育学、环境科学、化学、物理、工程学等为
优势专业）。学生每学期修读4门课，每门课2学
分（2昆士兰学分可认定为我校3学分）。请登录
http://www.uq.edu.au/study/了解开设的专业

和课程。

雅思≥6.5分（且单科不低于6.0分）/托福iBT≥87
分（且听、读、说单科均不低于19分，写作不低于

21分）
不限 一学期

1.学费、住宿费、医疗保险、签证等费用均由学生个
人承担。2020年学费为12900澳元/学期。2．我校学

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
学交流生项目

澳大利亚 修读课程
4月（暂停
接收）和10

月

大二、大三相关专业，绩点不低于3.0。申请专
业为哲学、语言学、会计、金融、地理、艺术、
心理学、教育学。2麦考瑞学分相当于我校3学分
。请登录https://coursehandbook.mq.edu.au

了解开设的专业和课程。

雅思≥6.5分（且单科不低于6.0分）
2名/学

期
一学期

1.免学费。住宿费、医疗保险、签证等费用均由学生
个人承担。2．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7000 2020秋暂停

澳大利亚乐卓博大
学交流生项目

澳大利亚 修读课程 3月和10月

二、三年级相关专业，绩点不低于3.0。该校开
放中国研究、创意和专业写作、犯罪学、司法与
法律研究、法学、英语、历史、国际研究、法国
研究、日本研究、西班牙研究、语言学、哲学、
政治学、媒体和表演、社会学、视觉文化、会计
、经济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
、管理学、体育管理、旅游管理、教育学（小

学）、教育学（中学）、学前教育、教育研究、
体育、教育技术学、商务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
、网络安全、信息技术、应用云技术、电气与电
子工程、生物科学、生物医学、心理学等。其体
育、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商科、法

学、语言学为优势学科（专业）

雅思≥6.0分（且单科不低于6.0分） 2名 一学期
免学费：护照及签证费用、国际旅费、在澳生活费、
住宿费、教材费、医疗保险费由学生本人负担；学生

在外交流期间须向华东师大交纳学费。

2020年秋季
交换暂停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交流生项目

美国 修读课程 2-3月

大一-大三在读，交流院系为文理学院，招收数
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心理学、经济学、
金融学、统计学、英语、法语、历史学、政治学
、法学、哲学、社会学、环境科学、传媒、音乐
、艺术学等专业，在校平均绩点不低于3.0。其
优势专业包括：心理学、英语、艺术、法学、体
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会计、金融、历史

学、工商管理

雅思7.0及以上或托福100分及以上 不限
一学期/一

学年

1.预计每学期学费23000美元、项目费1800美元、国
际学生费60美元，另加个人住宿费、书本费、生活杂
费等，详见http://issp.virginia.edu/semester-
long-study-visiting-international-students。

2．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https://iss
p.virginia.
edu/semeste

r-long-
study-

visiting-
internation
al-students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1-学期学年课程修读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项目类型 申请时间 选派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

可否申请基
金会资助

教务处拟
资助额度

备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交流生项目

美国 修读课程
3-5月和9-

10月

派出时为大一-大三年级相关专业本科生（大四
上学期亦可），在校平均绩点不低于2.8，对方
交流院系为文理学院，我校学生可在其社会学、
心理学、法学、外语、语言学、比较文学、地理
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艺术、电影与媒体
、音乐、数学、统计学、经济学、地球科学、环
境科学、环境经济学与政策、整合生物学、分子
与细胞生物学、全球与地区研究、跨学科研究等
专业学习，计算机专业本学年不招收交流生，物

理系限定修读2门课。

托福90/雅思7/托业750/四级550/六级520/Duolingo 
English Language Test 115分。

不限
一学期/一

学年

1.学费、生活费、申请手续费、在美医疗保险等费用
均由学生个人承担（课程每学分750美元；12学分共
9000美元，项目申请费100美元，手续费、保险费
1200美元）。2.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美国南康涅狄格州
立大学交流生项目

美国 修读课程 1-2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学生。除教育、心理学不接
收交流生以外，其他接收专业包括：艺术教育、
生物、化学、传播、新闻、多媒体、计算机、地
球科学、英语、环境科学、地理、历史学、数学
、音乐、哲学、物理、政治学、会计学、经济学
、金融学、管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社会

工作、旅游管理等，所有专业见：
http://catalog.southernct.edu/undergradua

te/programs-and-degrees/index.html

托福机考72分以上,雅思6分以上 1人 一学期
1.免学费；往返国际旅费、生活费、境外保险费等由
学生个人自理，学生务必购买境外保险。2.我校学生

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美国大河谷州立大
学交流生项目

美国 修读课程
全学年暂停

选派

我校一、二、三年级学生，具有较强的独立生活
能力。该校开设专业：开设会计、应用语言学、
生物学、生物医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旅游管理、商业经济学、金融学、市场营销、计
算机、信息系统、刑事司法、法律研究、地球科
学、经济学、教育管理、教育技术学、语言教育
、特殊教育、课程与教学论、电气工程、英语、
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化学、历史、国际关系
、数学、多媒体传播、哲学、心理学、物理学、

政治学、社会学等数十个专业。

托福考试79分以上或雅思成绩6.5分以上。 4人 一学期
1.免学费，国际旅费、餐费、医疗保险费、生活费等
自理；餐费可参照：www.gvsu.edu/campusdine。2.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暂停选派

美国圣奥拉夫学院
交流生项目

美国 修读课程 3-4月

大一-大三，开放专业见：
https://wp.stolaf.edu/academics/departmen

ts/或
http://catalog.stolaf.edu/curriculum/majo

rs-concentrations-areas-emphasis-
teaching-certifications/。其艺术、生物学
、化学、计算机、经济学、教育学、英语、环境
科学、法语、德语、历史、日语、管理、音乐、
哲学、物理学、政治学、心理学为优势专业

雅思总分6.5分或托福90分； 5人 一学期

1.免对方学校学费；生活费、住宿费和机票等自理。
关于该校的基本情况，可登陆该校主页：

https://wp.stolaf.edu/ 。2.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
本校的学费。

https://wp.
stolaf.edu/
internation

al/non-
degree-

internation
al-

students/

美国罗德岛大学交
流生项目

美国 修读课程
1-2月/9-10

月

大一-大三，开放文理学院专业、商科、教育、
工程、环境、生物学等专业。其生物、心理学、

会计、计算机为特色专业。
托福机考79以上或雅思6.5 2 一学期

1.免对方学校学费；生活费、住宿费和机票等自理。
关于该校的基本情况，可登陆该校主页：

https://web.uri.edu/global/for/visiting-and-
exchange-students/ 。2.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

的学费。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
大学交流生项目

美国 修读课程 3-4月

GPA 3.0及以上；本科二、三年级相关学生（我
校大部分专业该校均有开设），其环境、地理为

全球前100。该校专业列表
https://admissions.colostate.edu/academic

-programs/#majors

雅思6及以上或托福80分及以上 3人 一学期

CSU提供奖学金（约为基本学费的1/3，约4000美金一
学期），剩余基本学费（base tuition)、选课差额
费用（differential tuition charge）需自理，具

体费用构成见：
https://financialaid.colostate.edu/cost-of-
attendance/ 。对于满足雅思6.5/托福95，且

GPA3.5/均分85分的同学，我校将提供2500元人民币/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1-学期学年课程修读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项目类型 申请时间 选派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

可否申请基
金会资助

教务处拟
资助额度

备注

美国中阿肯色大学
交流生项目

美国 修读课程 4月

一-三年级本科生；该校开设专业：商业：会计
、经济、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市场和管理、

管理信息系统
教育：初等教育、素质教育、特殊教育、领导力

研究等
美术与传播：艺术、电影、写作、音乐、传播

健康与行为科学
文科：英语、历史、社会学、语言学、文学与文

化、哲学和宗教、政治学
自然科学与数学：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环

境科学、地理、数学、物理和天文

托福IBT 61/雅思5.5

2-4人
（另音
乐系有
院派项
目5人
免学费
名额，
每学期
选拔）

一学期/一
学年

音乐系和其他专业2-4名交换生免学费；需支付每学
期的住宿、伙食、书本、健康保险及其他个人费用开
支等（大约4795美金），往返国际旅费。我校学生仍
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该校关于交换生需提交材料的

说明http://uca.edu/international/apply-
now/exchange-students/

美国朱尼亚塔学院
交流生项目

美国 修读课程 1-3月

大一-大三均可申请，艺术、生物、化学、通信
、教育（含高中师范专业）、英语、环境科学、
地理、历史、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综合媒体
艺术、数学、音乐、哲学、物理学、政治、心理
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电影、世界语言和文化

等，专业列表：
https://www.juniata.edu/chinese/majors/in

dex.php。选课链接：
http://www.juniata.edu/departments/intern

ational/students/CourseRegistration/

雅思6.0及以上或托福80分及以上 3-6人
一学期/一

学年

1.免学费；往返国际旅费、生活费、境外保险费等由
学生个人自理，学生务必购买境外保险。2.我校学生

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美国佛罗里达大西
洋大学交流生项目

美国 修读课程 1-2月

大一-大三在读，特殊教育、学前教育、旅游管
理、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
辑出版学、艺术、统计学、化学、计算机、地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政治学、哲学等众多专业，

具体请见
http://www.fau.edu/programs/index.php。其
生物、商科、视觉艺术、音乐为特色专业。

托福80以上/雅思6.5以上，单科不低于6 2人 一学期
1.免学费；往返国际旅费、生活费、境外保险费等由
学生个人自理，学生务必购买境外保险。2.我校学生

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法国里昂商学院交
流生项目

法国 修读课程 暂停选派
大一-大三本科生，以经管类专业为主，其他专
业同学如要申请，需合理规划好所在专业课程修

读计划（教管）
托福iBT≥85分，雅思≥6.5 4-8人

一学期/一
学年

1.免对方学校学费和注册费，住宿费、国际旅费、签
证费、保险费等自理。2.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

学费。
是 暂停选派

日本东京学艺大学
交流生项目

日本 修读课程 9月

在校本科二年级相关专业学生，身体健康，品学
兼优，具有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同时有一定的
经济能力。派往对方教育学部，具体请参照

http://www.u-gakugei.ac.jp

日本语言能力考试2级水平以上/日语系在读本科生 2人 一学年

免学费；在日生活费、国际旅费、住宿费、教材费、
医疗保险费等由学生本人负担；该校将根据情况为我
校选派学生提供申请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奖
学金的机会，如获批准，将获得（暂定）：每月8万
日元奖学金。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日本菲利斯女学院
大学交流生项目

日本 修读课程 9月

本科二、三年级相关专业的女学生，身体健康，
品学兼优，具有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该校设有
文学部、 国际交流学部及音乐学部等，具体请

参照http://www.ferris.ac.jp

日本语言能力考试2级水平以上/日语系在读本科生 2人 一学年

免学费；在日生活费、国际旅费、住宿费、医疗保险
费等由学生本人负担。菲利斯女学院大学根据情况为
我校推荐的学生提供申请JASSO奖学金的机会，如获
批准，将获得（暂定）每月8万日元的奖学金等；如
未获批准，将得到菲利斯提供的奖学金（每月8万日

元）。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日本福冈女学院大
学交流生项目

日本 修读课程 11月-12月

在校本科二、三年级相关专业学生；接收交换生
院系：人文学部、国际职业发展学部、人类关系

学部等。详细请参照： 
Http://www.fukujo.ac.jp

日语能力考试2级/日语系在读本科生
1人

（限女
生）

一学年
免学费及考试费,其他费用自理。我校学生仍须支付

在本校的学费。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1-学期学年课程修读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项目类型 申请时间 选派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

可否申请基
金会资助

教务处拟
资助额度

备注

日本奈良教育大学
交流生项目

日本 修读课程 11月-12月

在校本科二、三年级相关专业学生，身体健康；
接收专业：教育学部 

详细请参照附件Http://www.nara-eadu.ac.jp 
或http://syllabus.nara-
edu.ac.jp/fmi/xsl/g-

jikanwari/findrecords.xsl?-view  

具备进入专业学习的较高日语水平，日语能力证书2
级以上/日语系在读本科生

2人 一学年

免学费及报名费，在日生活费、国际旅费、住宿费、
教材费、医疗保险费由学生本人负担。近年来，奈良
教育大学根据情况为我校推荐的学生提供向日本文部
科学省申请国费奖学金或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申请短期
留学推进制度奖学金(JASSO)的机会。我校学生仍须

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日本大学文理学部
交流生项目

日本 修读课程 11月-12月

在校本科二、三年级相关专业学生，身体健康；
该校接收交换生院系：哲学科、国文学科、英文
学科、社会学科、教育学科、心理学科、地球科
学科、情报科学科、化学科、史学科、中国语中
国文化学科、德文学科、社会福祉学科、体育学
科、地理学科、数学科、物理学科、生命科学科

等
*除实验、实习科目，研讨班，演习科目外，均

可选修
；详细请参照：Http://www.chs.nihon-

u.ac.jp  

日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证书/日语系在读本科生  2人 一学年

免学费及报名费、住宿费（但需支付每月3万日元的
伙食费）；国际旅费、在日生活费、教材费、医疗保
险费等由学生本人负担。此外还需缴纳14400元人民
币，用以支付我校接收对方学校学生的住宿费用。

日本中部大学交流
生项目

日本 修读课程 9月

本科二、三年级相关专业的学生；身体健康、品
学兼优。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专业：人文学部
、国际关系学部、经营情报学部、工学部、现代
教育学部、应用生物学部、生命健康学部等7个

学部31个专业。具体请参照
http://www.chubu.ac.jp

日本语能力考试2级水平以上/日语系在读本科生 1人 一学年

免学费；在日生活费、国际旅费、住宿费、教材费、
医疗保险费等由学生本人负担；该校将根据情况为我
校选派的学生提供申请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
短期留学奖学金（暂定）每月8万日元。我校学生仍

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日本樱美林大学交
流生项目

日本 修读课程 9月
本科二、三年级相关专业的学生；身心健康、品

学兼优；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a.如学生不具备进入专业学习的日语能力，则参加
该校“RJ 考察日本项目”学习。该项目以学习日语
为主，同时可以选修用中文或英语开设的有关日本
社会、经济、文化的课程。 b. 如学生已具备进入
专业学习的日语水平（日语2级/日语系在读），参
加“RJ考察日本项目”的同时，可以选修专业课。

具体请参照http://www.obirin.ac.jp

2人 一学年
免学费；在日生活费、国际旅费、住宿费、教材费、
医疗保险费等由学生本人负担。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

在本校的学费。

日本文教大学交流
生项目

日本 修读课程 9月
本科二、三年级相关专业的学生；身心健康、品
学兼优；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专业：文学部，

具体请参照http://www.bunkyo.ac.jp

必须具备进入专业学习的日语能力：日语能考试2级
以上。/日语系在读本科生

2人 一学年
1.免学费。2.往返国际旅费、在日生活费、住宿费、
海外保险费等自理，学生可以申请住房补贴。  3.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1-学期学年课程修读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项目类型 申请时间 选派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

可否申请基
金会资助

教务处拟
资助额度

备注

日本佐贺大学交流
生项目

日本 修读课程 11月-12月
在校本科二年级相关专业学生；身体健康，品学
兼优，具有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同时有一定的

经济能力。

SPACE-E项目（学术交流项目）对学生的日语能力没
有要求。2.一般交换生(SPACE-J项目）：具备进入
专业学习的日语水平(日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日语
系在读本科生，可选修专业课程学习。详细请参照: 

http://www.irdc.saga-
u.ac.jp/ja/interest/space.html 或

http://www.saga-u.ac.jp 

3人 一学年

1.免学费；国际旅费、在日生活费、住宿费、教材费
、医疗保险费等由学生本人负担。2.根据情况为我校
推荐的学生提供向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申请短期留学推
进制度奖学金(JASSO)的机会,如申请获得批准,将获
得（暂定）每月8万日元的奖学金。3.我校学生仍须

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日本茨城大学交流
生项目

日本 修读课程 11月-12月

在校本科二、三年级相关专业学生；专业：人文
社会科学部、教育学部、理学部、工学部、农学
部等。如不具备进入专业学习能力的，可申请茨

城日语文化项目，具体请参照
http://www.ibaraki.ac.jp  

日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日语系在读本科生 2人 一学年
免学费等；在日生活费、住宿费、国际旅费及医疗保
险费等由本人负担。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

日本长崎大学交流
生项目

日本 修读课程 11月-12月

在校本科二、三年级相关专业学生；专业：多文
化社会学部、教育学部、经济学部、医学部、药
学部、工学部、环境科学部等。其生命科学为特
色学科。具体请参照 http://www.nagasaki-

u.ac.jp

日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日语系在读本科生 3人 一学年
免学费等；在日生活费、住宿费、国际旅费及医疗保
险费等由本人负担。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

横滨国立大学交流
生项目

日本 修读课程 11月-12月

在校本科二、三年级相关专业学生；专业：教育
学部、经济学部、经营学部、理工学部、都市科
学部等。其电气和电子、经济学、工商管理、化

学为特色专业。
具体请参照http://www.ynu.ac.jp

日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日语系在读本科生 2人 一学年

免学费等；在日生活费、住宿费、国际旅费及医疗保
险费等由本人负担。横滨国立大学根据学生的情况提
供申请JASSO奖学金的机会。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

校的学费。

日本武藏野大学交
流生项目

日本 修读课程 11月-12月

在校本科二、三年级相关专业学生；专业：文学
部、人类科学部、全球学部、工学部、法学部、
教育学部、经济学部、药学部、经营学部、数据

科学学部等。详细请参照： 
Http://www.musashino-u.ac.jp

日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日语系在读本科生 2人 一学年
免学费等；在日生活费、住宿费、国际旅费及医疗保
险费等由本人负担。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

西班牙内布里哈大
学交流生项目（校

级）
西班牙 修读课程

4-5月/9-10
月（如尚余
名额春季派

出）

大二-大三，该校开设西语/英语授课专业，可修
读社会科学（经济学与国际商务、国际关系、旅
游、管理学、法学、心理学）、传播（新闻、广
告、公共关系、视听传播）、工艺（绘画、设计
等）、文科（教育学含学前特教教康、英语/西
语专业语言文学）课程，也可修读全西语语言课

程，交换生指导：
https://www.nebrija.com/en/international-

programmes/study-abroad-madrid-
spain/index.php；各专业课程列表

https://www.nebrija.com/en/international-
programmes/study-abroad-madrid-
spain/internacional-term.php

英语/西语：CEFR B2相当的水平 2人 一学期
1.免学费（如修读西班牙语预科课程的另行缴费）；
往返国际旅费、生活费、境外保险费等由学生个人自

理。2.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1-学期学年课程修读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项目类型 申请时间 选派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

可否申请基
金会资助

教务处拟
资助额度

备注

丹麦奥胡斯大学交
流生项目

丹麦 修读课程

2-4月/8-9
月（如尚余
名额春季派
出一学期）

大二、大三年级本科生，申请专业为新闻传播、
地理、经济学、教育学、环境、历史、政治、生
命科学、艺术、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外方明

确不可跨专业选课。课程列表：
http://kursuskatalog.au.dk/en/，该校使用

ECTS学分体系，按照5:3转换为我校学分
课程先决条件及限制请见– 

https://international.au.dk/education/adm
issions/exchange/admission-to-aarhus-

university/course-information-
prerequisites-restrictions/

托福网考83/雅思6.5/CEFR C1，满足其中一项即可
。各课程有所不同，具体请见

https://international.au.dk/education/admissi
ons/exchange/admission-to-aarhus-
university/language-requirements/

3-6人

一学期/一
学年，春
季学期：
一月下旬
至六月下
旬；秋季
学期：八
月下旬至
次年一月
下旬

免学费（部分实验、校外活动课程需要另行缴费，以
交流专业授课教师通知为准），其他费用自理；学生

在外交流期间须向华东师大交纳学费。
是

经学校推荐
后线上申

请，指南请
见

https://int
ernational.
au.dk/educa
tion/admiss
ions/exchan
ge/admissio

ntoau/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交流生项目

新西兰 修读课程 4月/9-10月

大二、大三年级相关专业，平均绩点不低于
3.0，该校开放会计学、历史学、生命科学、化
学、计算机科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英语
、环境科学、金融学、地理学、信息管理、管理
学、数学、电影电视传媒、音乐学、哲学、政治
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社会学、统计
学、体育运动科学、城区规划、法语、德语等众
多专业（其教育学、心理学、英语、法学、会计
学、管理学、地理学等专业排名全球前50）。申

请项目的学生需为我校相同相近专业。 
每学期修读45-60学分，每门课15学分（15奥克
兰学分相当于我校7学分），学生可跨专业修读

课程。具体课程描述见

IELTS 6分以上，单科不低于5.5；托福网考：80分
以上，写作21分以上；剑桥英语：169，单科不低于
162。申请教育学、工程、法学、社会学等专业语言

要求更高，详见
https://www.auckland.ac.nz/en/study/applicati

ons-and-admissions/entry-
requirements/undergraduate-entry-

requirements/undergraduate-english-language-
requirements.html

不限 一学期

学费、住宿费、医疗保险等费用均由学生个人承担。
原学费约为12950新西兰元，我校作为合作院校，优
惠10%后为11655新西兰元（约合5.4万元人民币）；

学生在外交流期间须向华东师大交纳学费。

奥克兰为所
有交换生提
供申请校内
住宿的名

额，住宿申
请5月1日截
止宿舍申请

网址：
www.accommo
dation.ac.n

z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
利亚大学交流生项

目
新西兰 修读课程

4-5月暂停
/8-9月（如
有剩余名
额）

大二下/大三上，申请媒体设计、法学、生态学
、学前、特殊教育专业。本科专业介绍及课程清

单：
https://www.wgtn.ac.nz/study/programmes-
courses/undergraduates。部分课程不对交换

生开放：
https://www.wgtn.ac.nz/international/appl
ying/study-abroad-exchange-restrictions。

15该校学分认定为我校4学分

雅思6.0（小分不低于5.5）/托福80 1人 一学期
免学费，国际旅费、在外生活费、住宿费、教材费、
医疗保险费等由学生本人负担。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

本校的学费。
7000

西挪威应用技术大
学交流生项目

挪威 修读课程
3-4月/9-10

月

大二、大三年级学前教育专业，开课链接
https://www.hvl.no/en/studies-at-
hvl/exchange-studies/available-

courses/courses-available-in-bergen/，该
校使用ECTS学分体系，按照5:3转换为我校学分

CEFR B2
雅思6.0

4人
（含教
师教育
学院名
额）

一学期
免学费，国际旅费、在外生活费、住宿费、教材费、
医疗保险费等由学生本人负担。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

本校的学费。

院系自派项
目，以院系
通知为准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交流生项目

英国 修读课程

4-5月/9-
10(如尚余
名额春季派
出一学期)

大二、大三，GPA 3.2以上。交流专业为人文学
院下设会计金融、地理、历史、教育学。校历
https://www.manchester.ac.uk/study/intern

ational/study-abroad-programmes/non-
eu/key-dates/。参考信息请见

https://www.manchester.ac.uk/study/intern
ational/study-abroad-programmes/study-

abroad/course-units/subject-list/

雅思6.5-7.0/托福IBT 90-100，各专业要求不同，
详见

http://www.manchester.ac.uk/study/internation
al/study-abroad-programmes/non-eu/entry-

requirements/

6-12人

春季派出
一学期/秋
季派出一
学年（优
先）

1.交流期间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和机票等自理；
2.学生在外交流期间须向华东师大交纳学费

12000/1500
0

部分专业选
课限制见：
https://www
.manchester
.ac.uk/stud
y/internati
onal/study-

abroad-
programmes/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1-学期学年课程修读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项目类型 申请时间 选派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

可否申请基
金会资助

教务处拟
资助额度

备注

英国杜伦大学交流
生项目

英国 修读课程 3月

大一、大二本科生，GPA 3.0以上。申请专业为
地理、英语、历史、艺术、法学、哲学、物理、
化学、心理学、政治学、公共政策、会计、金融

、教育学、社会学。本科生学习指南：
https://www.dur.ac.uk/study/ug/ 

雅思分数总分不低于6.5（单项不低于6），TOEFL 
iBT总分92以上（单项不低于23）

10人 一学年
1.交流期间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和机票等自理；

2.学生在外交流期间须向华东师大交纳学费
是

英国伍斯特大学交
流生项目

英国 修读课程

3月/6月
（如尚余名
额春季派出
一学期）

大二、大三，GPA2.8及以上。可申请该校生物、
地理、环境、商科、计算机、数字媒体、电影制
作、平面设计、美术、英语、历史、新闻、社会
学、社会工作、心理学、教育学（含学前）、体
育专业。其中商科为该校特色学科。一学期课程

模块学习相当于我校18学分。

交换一学期：英语相当于CEFR B2水平即可；
交换一学年：IELTS 6.0且无单项低于5.5

2-4人
一学期/一

学年

免学费。国际旅费、在外生活费、住宿费、教材费、
医疗保险费等由学生本人负担。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

本校的学费。

交换生指
南：

https://www
.worcester.
ac.uk/study
/internatio

nal-

冰岛大学交流生项
目

冰岛 修读课程 2-3月

大二、大三本科生，接收专业为国际商务、工商
管理、金融学、会计学、政治学、社会工作、社
会学、心理学、比较文学、电影媒体、语言学、
历史学、哲学、汉语言文学、英语、教育学、国
际教育、学前教育、运动训练、环境工程、电子
信息、计算机、生物、地理、物理、统计学与数
据分析等（其中法学院、经济学院不接收交换
生）。学生应修读英语教学的课程，课程列表

见：
https://ugla.hi.is/kennsluskra/index.php?

tab=skoli&chapter=content&id=-
2019&kennsluar=2019。一学期修读该校约30学

雅思6.5/托福79及以上 2-4人
一学期/一

学年

免学费，住宿费以及国际交通、签证、保险等一切相
关费用均由学生自行承担。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

的学费。
是

学生所选课
程至少有60%
与其派出专
业一致，其
他详细信
息：

https://eng
lish.hi.is/
university/
prospective
_exchange_s

tudents

澳门大学交流生项
目

中国澳门 修读课程 3月

大一、大二、大三相关专业学生，其旅游管理排
名全球前50。该校开设院系及专业：

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英语、日语、哲学 
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会计学、信息管理、

金融学
教育学院：教育学、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

教育 
健康科学学院：生物医药学 

法学院：法学 

英语听说读写流利 5人 一学期
1、免学费。2、住宿费、在港生活费自理。3、我校

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是

台湾清华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4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GPA3.0以上；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2人 一学期
1. 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自理；2.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以保留学籍。

台湾交通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4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2人 一学期
1. 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自理；2.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以保留学籍。

台北市立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4月和10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1人/学
期

一学期
1. 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自理；2.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以保留学籍。

https://cuni.cz/UKEN-1315.html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1-学期学年课程修读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项目类型 申请时间 选派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

可否申请基
金会资助

教务处拟
资助额度

备注

台湾铭传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4月和10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3人/学
期

一学期
1. 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自理；2.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以保留学籍。

台湾淡江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4月和10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1人/学
期

一学期
1. 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自理；2.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以保留学籍。

台湾东海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4月和10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2人/学
期

一学期
1. 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自理；2.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以保留学籍。

台湾辅仁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4月和9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1人/学
期

一学期
1. 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自理；2.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以保留学籍。

台湾“中央”大学
交流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4月和10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1人/学
期

一学期
1. 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自理；2.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以保留学籍。

台湾中原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9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1人/学
期

一学期
1. 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自理；2.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以保留学籍。

台湾台北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10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1人/学
期（另
有1名
额为法
学院自
派）

一学期
1. 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自理。2.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以保留学籍。

台湾东华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4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3人/学
期

一学期

1.免学费、住宿费（预交1000元台币住宿押金）；往
返旅费、生活费等自理，选修音乐系主修课程及选修
专班课程，须另外缴费；2.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

的学费，以保留学籍。

台湾东吴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4月和10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不招收
法学）；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2人/学
期

一学期
1.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自理；2.学

生仍须支付在我校的学费，以保留学籍。

台湾屏东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10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5. 该校特色专业：教育、人文学科，其中教育
含教育心理、幼儿教育、特殊教育等专业。具体

详见官网：http://www.nptu.edu.tw。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1人/学
期

一学期
1.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自理.2.我

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以保留学籍。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1-学期学年课程修读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项目类型 申请时间 选派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

可否申请基
金会资助

教务处拟
资助额度

备注

台湾师范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4月和10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若欲选修英文系课程或
英语授课课程，英语能力标准为TOEFL iBT 80+或

IELTS6.5；

2人/学
期

一学期
1.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需自行在校
外租房）等自理；2.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

费，以保留学籍。

台湾政治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4月和10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若欲选修英文系课程或
英语授课课程，英语能力标准为TOEFL iBT 80+或

IELTS6.5

2人/学
期

一学期
1、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需校外租
房）等自理；2、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以保留学籍。

台湾科技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4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2人 一学期
1.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需自行在校
外租房）等自理；3.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

费，以保留学籍。
是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
交流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10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2人/学
期

一学期
1、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自理；2、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以保留学籍。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
交流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4月和10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1人/学
期

一学期
1、免学费、住宿费；往返旅费、生活费等自理；2、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以保留学籍。

台北教育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10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2人/学
期

一学期
1、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自理；2、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以保留学籍。

台北义守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台湾 修读课程 4月和10月

1. 派出时为大二-大四上相关专业学生；
2.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

3. 专业：具体见该校主页；
4.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教材为英文），学生需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2人/学
期

一学期
1、免学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自理；2、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以保留学籍。

香港教育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香港 修读课程 暂停选派

本科二、三年级学生；学习成绩优良，综合素质
好；专业：数学、中文、学前教育、特殊教育、
英语、艺术、公共管理等专业，具体见学校主页

。

英语听说读写熟练，其中满足托福网考80分/雅思6
分尤佳，通过四六级同学可尝试申请，具体录取结

果由该校确定。
20人 一学期

1、免学费。2、住宿费、在港生活费自理。3、我校
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香港城市大学交流
生项目

中国香港 修读课程 暂停选派
本科二、三年级相关专业学生，学习优秀，GPA 

3.5及以上

英语听说读写熟练，其中满足托福网考79分/雅思
6.5分/六级考试450分；如申请该校法学院交流，需

托福100分/雅思7分。
2人 一学期

1、免学费。2、住宿费、在港生活费自理。3、我校
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是

申请校内住
宿后，由该
校随机抽

取，未抽中
同学需自行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1-学期学年课程修读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项目类型 申请时间 选派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

可否申请基
金会资助

教务处拟
资助额度

备注

SAF海外名校交流生
项目【机构项目】

多国 修读课程
1-3月，9-

11月
在校本科生，专业不限，交流院校信息具体参见
http://china.studyabroadfoundation.org

符合交流院校的语言要求 不限
一学期/一

学年
1.学费、往返国际旅费、生活费、住宿费、海外保险
费等自理；2.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2-联合培养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申请时间 选拔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时间 学费与资助 备注

与美国科罗

拉多州立大
学本科生

“2+2”联

合培养项目

美国
11月-次

年3月

1、在读二年级本科学生，

2. 学业优秀（GPA 3.0及

以上），综合素质好

英语要求达到托福IBT 71分
或雅思6.0分；如报名时没

有获得相应语言成绩，可先

报名，作为“条件录取”，
待取得符合条件的托福或雅
思成绩后（需在6月底前取

得）转为正式录取。高考英
语：≥120，并通过美国招

生官的在线语测，此为CSU
今年起面向我校学生的特殊

政策

不限 两年

1.奖学金。双方学校为学生在科罗拉多州立

大学学习提供奖励。我校每年为每位学生提
供5000元人民币的学费奖励，在2021-2022学

年第一学期发放（提供大三、大四两年）；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每学年为每位学生提供的

奖学金为基础学费（base tuition）的1/3
（奖学金额度为每学年约9,400美元），最长

提供3学年（以满足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修读

双学位学生的需求）。

2.学费。录取学生在享受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学费奖励的基础上，还须向该校交纳每学年

基础学费约18,000美元（每年略有浮动），

另根据选课情况自费支付选课差额费用

（differential tuition charge，课程代码
不同费用不同，19-20学年为55-95美元/学分

不等）；同时，学生在美学习期间须向华东

师大交纳学费。

3.其他费用。报名时需支付申请费50美元。
签证费、食宿费、国际旅行费、医疗保险费

等由学生自理。可参考CSU关于2019-2020年

费用构成（实际以派出当年为准）：

https://financialaid.colostate.edu/cos
t-of-attendance/，学生实际每学年在美学

习总费用3.5-4万元美金。

全校遴选

与法国里昂

商学院本科
生“2+2”

联合培养项

目

法国
11月-次
年4月份

1.在读二年级本科学生，

经济与管理学部；教育学

部教育管理系；
2. 学业优秀（GPA 2.8及

以上），综合素质好

托福成绩（不低于85分）/

雅思成绩（不低于6.5分）/
无上述英语成绩仍可报名，

由里昂商学院组织语言评

估，通过后录取。

不限 两年

1.学费。录取学生每年须向里昂商学院交纳

学费约12500欧元；同时，学生在学习期间须
按规定向华东师大交纳学费。

2.其他费用：签证费、食宿费、国际旅行费

、医疗保险费等由学生自理。

全校遴选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3-假期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申请时间 选拔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与资助

“卓越教师培

养计划”海外

研修项目

加拿大 10月

孟宪承书院、教育学部各专

业，及音乐、美术、体育与健

康学院师范生。身心健康，品

学兼优（GPA不低于3.0），具
有较强的教育理念和理论知识

储备

具有良好的英语沟通能

力，能胜任全英语课堂教

学环境，满足以下条件之

一：CET-4不低于500/CET-
6不低于425/TEM-4不低于

70

约35人 寒假3周
项目的学费、住宿费、国外基本医疗保险费由

学校支付；国际旅费、签证费自理。
2019

牛津大学、剑

桥大学暑期交
流项目

英国 2-4月

一、二、三年级在校本科生，

专业不限，品行良好，身体健
康、成绩优秀

雅思6/托福80/CET-4 

480/CET-6 425/TEM-4 65/

学术英语听说70（大一申
请者）/大学英语I 75（大

一艺体类专业申请者）。

不限 暑期4周

学费2,970-3,120英镑（原4,070英镑，作为合

作院校，我校学生可享受英方提供的学费减

免）； 住宿费(含早午晚餐，不含周末的午晚
餐) 2,900英镑。上述费用不包括：国际旅费、

签证费、保险费、在英国期间其他个人消费。

2020最新

英国伦敦大学
学院（UCL）暑

期学校 

英国 2-4月

一、二、三年级在校本科生，

专业不限，品行良好，身体健
康；GPA 3.3/百分制85/大二

大三如修读Level 1的模块GPA 

3.0即可

雅思总分7分且单科不低于

6.5（部分课程要求稍
低），如尚未取得上述语

言成绩的同学须参加UCL的

语言测试

不限 暑期3周

学费：2,100英镑/期，住宿（学校指定公寓）

1,000-1,285英镑/期，申请费60英镑。国际旅
费、签证费、在英期间医疗保险、项目外的其

他费用（如购物、生活费、自行出行交通费）

需自理。

2020取消

曼彻斯特大学暑期项 英国 2-4月

一、二、三年级在校本科生，
专业不限，品行良好，身体健

康、成绩优秀，平均绩点不低

于3.0

雅思不低于6.5，各项不低

于6分/托福：网考不低于
93，各项不低于20/CET-

4：不低于493/CET-6：不

低于400/TEM-4: 不低于70

不限 暑期3周

学费1,700英镑（含课堂教学、评估、考察、接

送机等，如我校报名超过10人，可享受学费10%
的减免，即1,530英镑），住宿费400-550英

镑；国际旅费、签证费、在英期间医疗保险、

项目外的其他费用（如购物、生活费、自行出

行交通费）需自理。

2020取消

伦敦国王学院暑期项 英国 2-4月

一、二、三年级在校本科生，

专业不限，品行良好，身体健

康、成绩优秀，平均绩点不低

于3.2/百分制80分

雅思6.5分(小分不低于6)/

托福93分（小分不低于

20）/大学四级550/大学六

级493/专四70

不限 暑期3周

学费+住宿费2,820英镑/期（部分课程可能涉及

当地考察的额外费用）。国际旅费、当地用餐

、签证费、医疗保险、项目外的其他费用（如

购物、生活费、当地出行交通费）需自理。

2020最新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3-假期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申请时间 选拔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与资助

英国利兹大学暑期项 英国 2-4月

一、二、三年级在校本科生，
专业不限，品行良好，身体健

康、成绩优秀，平均绩点不低

于2.8/百分制70分

雅思5.5分(小分不低于5)/

托福80分（听读达到18、
说写达到19）/持有其他证

书或英语专业同学可联系

summer@leeds.ac.uk，经

利兹确认符合语言条件后
方可申请

不限 暑期2/4周

1,820-3,240英镑，包括学费、住宿费（住在学

校公寓）、周一至周五早午餐、课程内当地考
察、项目内周末文化体验。国际旅费、在英期

间其他用餐、签证费、医疗保险、项目外的其

他费用（如购物、生活费、当地出行交通费）

需自理。 

2020取消

哈佛大学“全

球未来菁英”

访学项目【机

构项目】

美国 11月
大一-大三年级各专业(派出时

为大四寒假亦可)
英语听说读写良好 不限 假期2周

29800元（含课程费、企业参访费、校园参访、

住宿费、境外交通费、保险费等）。以上不

含：签证费、往返旅费、三餐、其它个人消费

。

2019

哈佛大学生化
医药科研提升

访学项目【机

构项目】

美国
3-5月/10-

11月
各年级本科生，GPA3.0及以上

英语TOFFL 80/IELTS 

6.0/CET4 490/CET6 430/

项目内面试

不限 假期2周

约合35000元（含课程、参访、住宿费、境外交

通费等）。以上不含：签证费、往返旅费、三

餐、其它个人消费。

2020在线教学

美国弗吉尼亚

大学“美国研

究”访学项目
【机构项目】

美国 10-11月
大一-大三年级各专业(派出时

为大四寒假亦可)
英语听说读写良好 不限 假期三周

全程5,300美元，含美国境内所有费用（课程参

访食宿行游和境外保险）；国际旅费、签证费
、项目行程外个人消费需自理。

2019

斯坦福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创新领

导力研习营项
目【机构项目

】

美国 11月/3-4月
各年级在读本科生（暑期派出

时为大一-大三）

英语听说读写熟练，需通
过外方项目组电话语言测

试

不限 假期两周

29500元-33,500元人民币（另500元申请费），

含学费、资料费、教室使用费和项目日常费用
（人文考察门票、酒店住宿费、专用巴士和机

场接送、早中晚餐费、全程在美保险）；签证

费、国际旅费等其他费用自理。

2019

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暑期学

术课程项目【
机构项目】

美国 2-4月
一、二、三年级本科生，GPA

需达到3.0

以下满足其一即可：

托福IBT 80 / 雅思 6.5 / 
大学英语四级 CET-4 493 

/ 大学英语六级 CET-6 

450 / 专业英语四级 TEM-

4 70 

不限 暑期3-6周

学费$4,110-5,440，住宿费根据学生宿舍所选

房型另付。上述费用不包括：国际旅费、签证
费、保险费、在美期间其他个人消费。

2020改为

在线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3-假期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申请时间 选拔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与资助

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暑期实

验室主题学术

项目【机构项

目】

美国 2-4月

一、二、三年级本科生，GPA

需达到2.5-3.0（根据主题不
同略有不同）

以下满足其一即可：

托福（IBT）80 /雅思6.5

（小分不低于6.0）/四级
493/六级450

不限 暑期约2周

$5750-7,475，含课程及服务费、实验室使用费

、实地参访费、项目期间住宿费、医疗及应急
保险费用

2020暂停

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暑期学
术课程项目【

机构项目】

美国 2-4月
一、二、三年级本科生(大四
可申请寒假派出)，GPA需达到

3.0

以下满足其一即可：

托福79
雅思6.5

CET6 490分

不限 暑期3周
学费$3,340，住宿费根据学生宿舍所选房型另
付。上述费用不包括：国际旅费、签证费、保

险费、在美期间其他个人消费。

2020改为
在线

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好

莱坞影视产业

及电影制作项

目【机构项目
】

美国 10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本科生，

冬季项目大四可申请，GP3.0

以上

满足任一项即可：托福

（IBT）80 /雅思6.5（单
项不低于6.0）/四级493/

六级450

30人 假期2周

4870美元，费用包含：住宿、接送机、授课、

文化体验、医疗及应急保险。不含国际旅费、

签证费。

2019

威斯康辛大学
暑期学分课程

访学项目

美国 2-3月
一、二、三年级本科生，GPA

需达到3.0

英语满足托福80/雅思6.5/ 

Duolingo English Test: 
105/ iTEP 3.8，参见

https://visp.wisc.edu/e

ligibility/。

不限 暑期3周
6,649美金，含学费、食宿、教材、学校设施使

用及当地医疗保险，不含国际旅费、签证费。
2020最新

加州大学欧文

分校暑期科研

体验课程项目

美国 2-4月
一、二、三年级本科生，GPA

需达到3.0

通过英语四级或六级，有

雅思、托福及其他外语成

绩者优先。

不限 暑期3-4周

5,600美金三周/1,000美金一周，包括报名费、

学费、全程住宿费（学生宿舍）、机场接送、

健康保险。教材费、国际旅费、用餐、签证费

、项目外的其他费用（如购物、生活费、当地
出行交通费）需自理。 部分专业如工程及机器

人设计，需要额外支付课程耗材费用$250。

2020在线

教学

德州大学奥斯
汀分校国际学

术课程

美国
2-4月/9-10

月

一、二、三年级（寒假大四可
派），品行良好，身体健康，

在校百分制成绩70分以上

通过英语四级或六级，有
雅思及其他外语成绩者优

先。

不限 暑期4周

4,500美金，涵盖学费、教材费、住宿膳食费、

在美医疗保险、接机。不含国际旅费、签证
费，项目外的其他费用（如购物、生活费、自

行出行交通费）需自理 

2020在线

教学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3-假期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申请时间 选拔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与资助

乔治城大学暑

期荣誉学校
美国 2-4月

一、二、三年级在校本科生，

品行良好，身体健康、成绩优
秀

托福90分/雅思7分

/Duolingo 115分
不限 暑期5周

8,532美金，包括6学分课程学费、校内住宿、

当地医疗保险。国际旅费、签证费、餐食、项
目外的其他费用（如购物、生活费、自行出行

交通费）需自理。修读6学分以上课程或课程使

用语音室、自然科学实验室需另行补充缴费，

具体请见
https://summersessions.georgetown.edu/tui

2020取消

弗吉尼亚联邦
大学教育学院

探索美国教育

体系暑期项目

美国 4月
大一-大三年级教育学部各专

业(研究生亦可报名)

英语听说读写良好，需通

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不限 暑期28天

全程3,800美元，含美国境内所有费用（课程参
访食宿行游和境外保险）；国际旅费、签证费

、项目行程外个人消费需自理。

2019

麻省理工学院

假期访学项目

（跨领域科学

、人工智能与
科技创新等主

美国
3-4月，10-

11月

大一-大三年级各专业(派出时

为大四寒假亦可)
英语听说读写良好 全国40人

假期11-13

天

25,800-34800元，包含：课程费、企业参访、

学生活动等，杂费：包含住宿费（含早餐）、

大巴费、保险费。国际旅费、签证费、项目行
程外个人消费需自理。

2020暑期

暂停

麻省理工学院

机器学习项目

【机构项目】

美国 4-5月
大一-大三年级各专业，有一

定理工科基础

托福 80 /雅思 6.5 /四级 

493
不限 暑期14天

5,450美元，包含：课程费、住宿费、人文体验

、部分餐饮、当地交通、国际保险，不包含：

个人签证申请费、机票费。

2020最新

美国圣约翰大

学假期访学项

目

美国
3-4月/10-

11月

大一-大三年级各专业（大四

学生可申请寒假项目）
英语听说读写良好 不限

寒假2周，

暑期2-4周

根据项目时长费用不等，含学费、资料费、住

宿费、接送机、项目内交通费、活动费，不含

签证、保险、国际旅费、餐费等。

2019

华盛顿大学计

算机科学暑期

研习项目【机

构项目】

美国 3-4月 大一-大三年级各专业 英语听说读写良好 不限 暑期3周
5,880 美元，含学费、项目申请费、住宿费、
餐费（一日两餐）、海外保险费，不含国际旅

费、签证费、个人购物消费。

2019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3-假期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申请时间 选拔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与资助

华特迪士尼奖

学金研修项目
美国 7-8月 大一-大三本科生 英语听说读写熟练 全国25人 寒假10天

国际旅费、签证费、保险费，在美期间的食宿

费、城际间交通费、市内交通费由活动举办方

提供的奖学金承担，其他费用个人自理。

限2020年

招募

赴美社会调研

项目【机构项
目】

美国
3月和10-11

月

在读大一、大二、大三本科生

（派出时为大四上学期亦

可）；综合素质好，具有较强
的独立生活能力

英语口语好，沟通能力强

不限，需

通过对方

考核和面
试

假期21天

(1)申请服务费：2500元人民币，项目费：5450
美元，包含：签证预约、签证辅导、全程美国

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美国当地社区安排

等运作费用，美国当地紧急支援服务，在美项

目过程中所产生的食宿、课程、教材、交通等
费用。(3)费用不含：中美往返国际机票、护照

2019

赴美教育实训
项目【机构项

目】

美国 10月/3-5月

在读大一、大二、大三本科生
（派出时为大四上学期亦

可）；综合素质好，具有较强

的独立生活能力

英语口语好，沟通能力强 约5人/校 假期2-4周

申请费¥2,500；项目费$2800-4880不等，含：

在美期间的课程及培训费用；在美期间的统一
活动交通费、接送机、文化考察门票费用；签

证培训费；在美期间全程医疗及意外保险。不

含往返国际旅费、签证费、在美个人消费。

2019

国际志愿者实

习项目【机构
项目】

美国
3月和10-11

月

在读大一、大二、大三本科生

（派出时为大四上学期亦
可）；综合素质好，具有较强

的独立生活能力

英语口语好，沟通能力强

不限，需

通过对方
考核和面

试

假期4周

（暑假可
派出8周）

项目费视时长和实习单位各有不同。 2019

纽约-华盛顿国

际组织项目【
机构项目】

美国 2-4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本科生，

冬季项目大四可申请，GPA2.5
以上

· 语言最低要求（选一即
可）：托福（IBT）80 /雅

思6.5/四级493/六级450/ 

Duolingo测试，分数54分/

高考英语成绩120分及以上
（满分150分），高考英语

96分以上（满分120分），

并且提交一篇SAF规定的

15人 两周

4395美元，包含课程+参访，项目期间地面交

通；酒店双人间住宿；每日早餐及两次集体晚

餐；国际旅费、签证费、行程之外的费用（个
人消费、出行）等需自理。 

2020改为

在线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寒假项目【机 】澳大利亚 10-11月 大一-大四在读本科生 英语听说读写熟练 不限 寒假2周

学费和参观费共5480澳币（含住宿费和毕业晚

餐）；上述费用不包括：国际旅费、签证费、

保险费、餐费以及在澳洲期间其他个人消费

2019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3-假期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申请时间 选拔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与资助

加拿大英属哥

伦比亚大学暑

期班

加拿大 2-3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在读本科

生

申请人需要具备一定的英

文听说读写能力。
不限 暑期1个月

5250加元（含两门课程学费、住宿、材料、医

疗保险、接送机），不含国际旅费、签证、生

活费。

2020取消

加拿大麦克马

斯特大学暑期

创新创业课程

项目【机构项
目】

加拿大 2-4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在读本科

生

申请人需要具备一定的英

文听说读写能力。
不限 暑期3周

4,900加元，含学费、食宿、机场接送、学校设

施使用、校外活动、行程内当地参访及在加期
间医疗保险，不含国际旅费、签证费。

2020取消

丹麦奥胡斯大
学暑期学校

丹麦 2-3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在读本科

生
申请人需要具备一定的英

文听说读写能力。
不限

各课程时
间不等

每门课的学费不同，请参照课程大纲页
“Freemovers, NON-EU/EEA”表述学费价格；

住宿费分为490/670欧元/月两档；校园活动、

餐费、教材、交通合计约1000欧元/月。以上不

含国际旅费、当地保险费、个人消费。

2020暂停

奥地利萨尔兹

堡大学欧洲暑

期学校

奥地利 3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本科生

英语口语、书面良好，能

用熟练英语进行无障碍沟

通交流。 

不限 暑期1个月

3,200欧元，涵盖了课程费、当地住宿费（双人
房含早餐）、行程内交通费和参观门票、当地

保险费。国际旅费、签证费、可选考察费用

（Optional Trips）、行程之外的费用（个人

消费、出行、餐费）等需自理。

2019

联合国“国际

组织人才培养

”访学项目【

机构项目】

瑞士 3-5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本科生

英语口语、书面良好，能

用熟练英语进行无障碍沟

通交流。 

不限 暑期两周

30800元人民币，含学费、参访、住宿、境外保

险、早餐、行程内交通。以上不含：签证、往

返机票、午晚餐、个人行程外消费。

2020改为

在线

瑞士弗里堡大

学寒暑假访学

项目

瑞士
3-4月,10-

11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本科生，

冬季项目大四可申请

申请文化项目：英语听说

读写熟练，能胜任全英语

沟通；申请学术项目，具

有较强的英语能力

不限
假期1周/2

周/3周

1,150瑞士法郎起/1850瑞士法郎起/2300瑞士法
郎起，包括：访学学费，弗里堡来往日内瓦/苏

黎世机场的火车票，全程住宿，部分午晚餐，

集体出游活动的交通费、门票和导览费。不包

括：往返瑞士的国际机票、申根签证费、境外
保险、自由活动时的个人费用。

2020最新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3-假期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申请时间 选拔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与资助

瑞士弗里堡大

学“国际商业
与沟通”访学

项目

瑞士 6-7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本科生
英语听说读写熟练，能胜
任全英语沟通（项目语言

为英语）

不限 假期1周

1250瑞士法郎（约8700元人民币）起（根据所

选房型不同价格略有不同），包括项目学费和
材料费、弗里堡来往日内瓦/苏黎世机场的火车

票、全程三星级住宿（含早）、全程午晚餐

（学校餐厅）、集体出游活动的交通费、门票

和导览费。不包括：往返瑞士的国际机票、申
根签证费、境外保险、自由活动时的个人费用

2019

西班牙巴塞罗
那大学——第

二外语教学理

论及教学实践

项目【机构项
目】

西班牙 10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本科生，

冬季项目大四可申请，GPA要
求：2.5

满足任一项即可：托福
（IBT）80 /雅思6.5（单

项不低于6.0）/四级493/

六级450/未达到以上成绩

的需参加SAF组织的语言测
试

30人 假期2周

3150美元，费用包含：酒店双人间，每日早餐

、接送机、文化体验、当地中小学课堂观摩、

课程讲座、医疗及应急保险。不含国际旅费、
签证费。

2019

荷兰特温特大
学CuriousU暑

期班

荷兰 3-5月 二、三年级本科生

英语能力达雅思6.0或托福

80分水平（无证书同学需
英语听说读写熟练，通过

该校暑期项目在线/电话面

试） 

不限 暑期10天

包括课程材料、独立帐篷住宿、三餐、WIFI、
体育设施场馆；国际旅费、签证、保险等费用

需自理。我校学生申请该项目可享受学费折

扣，6月10日前完成在线付费，学费为750欧元

*80%，住宿均为独立帐篷，如申请木屋、学生
公寓或酒店，需另行缴费，标准见：

https://www.utwente.nl/en/summer-school-

2019

暑期以色列创

新创业实践训
练营

以色列 4-5月

在读全日制本科生及研究生

（应届毕业生除外），具有强

烈的创新创业意向，有初步创
业方案或正在进行的创业项目

中英文表达交流能力好，

善于沟通

约15人

（含研究
生）

暑期10天

入选学员将获得全额资助，参与训练营活动。

课程培训、以色列访学、保险等费用由教育发

展基金会支持。签证费、个人消费由学员自理
。

2019

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学访学实

训项目【机构
项目】

新加坡
3-5月，10-

11月

各年级在读本科生（暑期派出

时为大一-大三）

申请人需要具备一定的英

文听说读写能力。
不限 假期8天

约13800元人民币（含大学课程费、校园参访交

流费、住宿费、境外大巴费、保险费等）。以

上不含：签证费、往返旅费、午晚餐、其它个
人消费。

2020改为在线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3-假期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申请时间 选拔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与资助

新加坡国立大

学访学实训项
目【机构项目

】

新加坡
3-5月，10-

11月
各年级在读本科生（暑期派出

时为大一-大三）
申请人需要具备一定的英

文听说读写能力。
不限

假期9-10
天

约15800元人民币，含学费、参访、住宿费、大
巴费、境外保险费，以上不含：签证、往返机

票、午晚餐、个人行程外消费。
2021改为在线

日本明治大学
寒假/暑期班

日本
2-3月、9-

10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本科生
（寒假项目大四可申请）

英语听说读写熟练，日语
水平不限

合作院校
40-60人

假期12-19
天

186,000（含寄宿家庭住宿）/ 236,000（含酒

店住宿）日币不等，包括学费、教材、参观体
验费用，不包括国际旅费、签证、在日保险费

（海外旅行保险费），日本国内及交通费、餐

费以及其他生活费等。明治大学为语言交流生

提供了申请JASSO奖学金的机会（每年名额非常
有限，预计80,000日元）

2020取消

日本立教大学

日语学习短期

项目

日本 9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本科生

（寒假项目大四可申请）

英语听说读写熟练，日语

零基础或初级水平
不限

假期16-19

天

300,000日币，包含学费、住宿、周一-周五早
晚餐、项目内活动费、在日保险，项目外的其

他费用（如国际旅费、日本境内旅费、签证费

等）需自理，具体住宿房型经申请后由立教大

学最终确定。参与学生享受同立教大学在校生

2020取消

日本南山大学

日语学习暑期

项目

日本 2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本科生
英语听说读写熟练，日语

初级水平

合作院校

70人
暑期4周

学费：130000日元、单独宿舍85000日元、手续
费和学生保险：30000日元。项目外的其他费用

（国际旅费、日本国内交通、签证费等）需自

理。

2020取消

日本西南学院

大学日语与文

化暑期项目

日本 2-3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本科生

英语听说读写熟练，已具

有相当于一学期的日语学

习基础。

合作院校

60人
暑期1个月

162,000日币，包含学费、住宿（国际学生公
寓）、教材、项目内活动费，餐费、实地参访

、项目外的其他费用（如国际旅费、签证费、

日本境内交通、在日保险等）需自理。

2020取消

日本樱美林大
学暑期学校

日本 2-3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本科生
有一定日语水平，零基础

不可申请
不限 暑期2周

220,000日币，涵盖课程费用、项目内当地参访

和文化体验。国际旅费、餐费、教材、住宿、
当地保险、个人消费自理。该校还为合作院校

学生提供申请20,000日币助学金的机会。住宿

可通过https://www.sakura-

2020取消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3-假期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申请时间 选拔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与资助

日本神奈川大
学日本语言与

文化短期项目

日本 9月 我校各年级本科生
英语听说读写熟练，日语

零基础或初级水平
不限 寒假1个月

学费和申请费95,000日元；住宿、项目内活动

费、在日保险、国际旅费、日本境内旅费、签
证费、餐费需自理，可通过神奈川大学官网申

请日方寄宿家庭。

2020取消

日本长崎大学

日本语言文化

国际短期课程

日本 11月
我校各年级本科生（寒假项目

大四同学可申请）

需具备能理解课程内容的

英语能力，未深入学习日

语，但需熟悉片假名

合作高校
共计30人

假期11天
项目费用：95,000日币，包含学费、文化体验
、实地考察、住宿费。须购买在日旅行保险。

2020取消

香港大学暑期

课程项目
中国香港 3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本科生

英语听说读写熟练，需提
供有效的雅思/托福/四六

级语言成绩（查分界面截

图也可）/由学校大外部任

课老师出具的英语能力证
明，经由港大审核后确定

不限 暑期2-6周

学费因课程而异（大多数课程为9,800-14,000

港币），申请费350港币，港大校内住宿费按照
2,800港币/周收取（6晚，含校园文化活动费

用）。往返机票、签注费、餐费、个人行程外

消费需自理。

2020改为

在线

香港中文大学

假期访学项目

【机构项目】 

中国香港

3-5月，11

月批次暂停

选拔

各年级在读本科生（暑期派出

时为大一-大三）

申请人需要具备一定的英

文听说读写能力。
不限 假期8天

根据项目主题9800-10800元人民币不等，含学

费、住宿费、保险费等。学生需另付旅费。 

2020暑期

暂停

香港岭南大学

博雅暑期学院

项目

中国香港 3-4月
我校一、二、三年级本科生，

gpa 2.5以上

满足托福79/雅思6.0/托业
750，四六级通过可尝试申

请（最终录取结果以该校

通知为准）

不限 暑假3周

免学费，住宿+空调费1,430港币，保险、机票
、签注等费用自理。我校可推荐2名优秀本科生

免除住宿费并提供5,000港币机票资助（限申请

一期同学）

2020暑期

暂停

香港跨国名企

实习项目【机

构项目】

中国香港

3-5月，11

月批次暂停

选拔

各年级在读本科生（暑期派出
时为大一-大三）

具有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
能力

不限，需

通过对方

电话面试

假期1周
共6,830元人民币（含项目费、住宿费、报名

费），旅费等其他费用自理。
2020暑期

暂停

沪港大学联盟

“中国青年领

袖训练营”

中国香港

6-7月
阶段性项

目，来年未

定

大一-大三，国家奖学金获得

者或学生会会长、副会长

具有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

能力
约3人 暑期8天

项目主办单位将承担获选同学的所有赴港费
用，包括机票、住宿、餐饮及课程费用。学员

需自行支付个人保险费及项目期间的个人消费

。

2020暑期

暂停

台湾东吴大学

“溪城讲堂”

暑期研修项目

中国台湾 3-4月
大一-大三各专业在读本科

生，政治素质过硬。

具有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

能力；

热心两岸文教交流。

不限，需

通过对方

电话面试

暑期24天

55,000至60,000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1,000
元至12,000元，依据课程类型不同费用有所不

同），包含学费、住宿费、团体参访活动费用

等，不含在台期间生活费用；

2020暑期

暂停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3-假期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交流国别/

地区
申请时间 选拔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与资助

具体均以当年发布通知为准。





2020在线教学











2020改为在线



2021改为在线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4-境外实习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国别/地区申请时间 选拔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与资助

国家留学基金委

国际组织实习项

目

根据项目

选择

常年可申

报

在读在籍本科生（大四应届

生为主），申请留基委发布

的特定岗位（如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

外语水平良好，精通英语或掌

握国际组织使用的其他语言，

达到相应国际组织的语言要求

。

全国统筹
根据项目时长3个

月-12个月不等

国家留学基金为留学人员提供一次

往返国际旅费、资助期限内的奖学
金（包括伙食费、住宿费、交通费

、电话费、医疗保险费、交际费、

一次性安置费、签证延长费、零用

费等）和艰苦地区补贴。具体资助
方式、资助标准等以录取文件为准

。 

常年可申

报

大一-大四学生，通过学校
或自行联系，已录取并获得

国际组织正式实习录用函/

通知

外语水平良好，精通英语或掌
握国际组织使用的其他语言，

达到相应国际组织的语言要求

。

不限
实习期限为3-12

个月

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

费、资助期限内的奖学金和艰苦地
区补贴，奖学金包括伙食费、住宿

费、交通费、电话费、医疗保险费

、交际费、一次性安置费、签证延

长费、零用费等。具体资助方式、
资助标准等以录取文件为准。资助

期限为3-12个月。如未申请上国家

公派资助，派出前可在每年3-4月向

上海市教委申请资助 

上海市教委国际

组织实习项目

根据项目

选择
每年3-4月

大一-大四学生，通过学校

或自行联系，已录取并获得

国际组织正式实习录用函/

通知

外语水平良好，精通英语或掌

握国际组织使用的其他语言，

达到相应国际组织的语言要求

。

不限
实习期限为3-12

个月

在外实习期间的一次往返国际旅费

、医疗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一次性安置补贴、住宿和艰苦地区

补贴、生活津贴等，每生每项目不

超过3万元人民币。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4-境外实习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国别/地区申请时间 选拔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与资助

国家留学基金委

加拿大Mitacs本
科生科研课题实

习项目

加拿大 8-9月

1.在读三年级学生；学习成
绩平均分不低于85分（百分

制）或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5分（四分制）。2.选派

专业不限。 具体课题列表
见

https://globalink.mitacs

.ca/#/student/applicatio

n/projects

外语水平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英语或法语专业在读本科生/

雅思6.5分/托福95分/法语达

到CECRL的B2级/曾在同一语种

国家留学一学年（8-12个月）
以上。如未符合以上任一要求

但英语听说读写熟练，可先申

请此项目，由加方导师进行在

线语言测试，须于派出前达到

全国400人
三个月（次年7-9
月）

国家留学基金委向留学人员提供2个

月的奖学金生活费（1,800加元/月/

人）、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签证申
请费；Mitacs向留学人员提供1个月

的奖学金生活费（1,800加元/月

/人）、留学人员实习期间加方高校

收取的学生管理费和医疗保险费。

国家留学基金委
加拿大阿尔伯塔

大学科研实习项

目

加拿大 8-9月

全日制在校二年级、三年级
本科生；。学习成绩平均分

不低于85分（百分制）或平

均学分绩点不低于3.5分

（四分制）

外语水平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英语或法语专业在读本科生/

雅思6.5分/托福95分/法语达
到CECRL的B2级/曾在同一语种

国家留学一学年（8-12个月）

以上。如未符合以上任一要求

但英语听说读写流利，可先申
请此项目，由加方导师进行在

线语言测试

1人
三个月（次年7-9

月）

国家留学基金负担留学人员3个月的
奖学金（1800加元/月）和一次往返

国际旅费。阿大负担留学人员使用

图书馆、电脑及科研设施的费用，

并提供相关后勤保障。

加拿大阿尔伯塔

大学UARE科研实

习项目

加拿大 7-9月

派出时为在籍大三、大四本

科生；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0。

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优秀

不限，需通

过阿大校方

和课题导师

两轮筛选

三个月（次年1-3

月/7-9月）

录取学生将获得12周共计6000加币

的实习津贴，需自行承担国际旅费

、住宿费、保险费等费用。 

美国迪斯尼课程

与实习项目
美国

1-3月和6-

9月

本科一、二、三年级学生

（当年秋季所在年级）； 

学习成绩优良，综合素质
好，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

生活自理能力强

英语口语听力流利，沟通能力

强，需通过英语口语面试

不限，需通

过对方考核
和面试

5个月

录取学生需向美国蒙特克莱尔大学

（MSU）支付$6,500美元的费用。迪

斯尼将在学生开始实习后按照实际

工作时间付给工资（最低$12/小
时，工资随美国国会通过的最低时

薪法调整），房费从中扣除。 我校

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适合学部本科生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
表4-境外实习项目（实际以当年学校通知为准）

项目名称 国别/地区申请时间 选拔范围 语言要求 名额 交流时间 费用与资助

美国俄勒冈大学

国际教育实习项

目

美国
1-2月和8-

9月

1、派出时为大三及以上年

级、有志于从事国际教育的
学生；2、品学兼优，身体

健康，具有较强的工作和独

立生活能力。

英语听说读写熟练，通过四级
或六级（或相当于日语N1水

平），另需通过俄勒冈大学的

语言测试

不限 5个月

项目费与住宿费6950美元，生活费
每月700美元，3500美元包括住宿、

水电、饮食等，需学生自行负担；

我校学生仍须支付在本校的学费。

“赴美教育实习

”项目【机构项

目】

美国 5月

1、派出时（9-11月）为高

年级本科生，未来有志于从

事教育行业的本科生也可报

名；2、学业成绩优秀，综
合素质好，无犯罪记录。

能够适应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中

交流和沟通的英语需求，需通

过美方语言测试

不限 8周

美金$7,350，费用含：在美期间的
课程及培训、行程内交通、食宿、

接送机；签证指导；在美期间全程

医疗及意外保险。费用不含：签证

费、往返国际机票费用及在美个人
消费。

爱因斯特海外实

习项目【机构项

目】

90多个国

家，根据

实习岗位

选择

11月-3月
寒暑假：大二、大三本科生                   

春季学期：大四本科生

申请英语母语国家：通过英语

六级/雅思6.0                            

申请非英语母语国家：通过英

语四级/雅思5.5

不限，需通

过对方考核

和面试

6至24周

2.6万元人民币/人；自行负担签证
费、保险费、国际旅费等，实习津

贴按照各实习单位标准发放。

持学校特困生证明的申请人可以申

请爱因斯特中国办公室提供的5000
元海外实习奖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