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中国人才奖学金项目
一、项目简介：
学生在新南威尔士大学进行本科阶段最后一学年的专业课程学习。学生在澳期间将安排在所
选专业的班级插班听课并参加课程考核。完成一年课程学习后，新南威尔士大学将为项目学
生提供课程成绩单。学校对派出学生修读课程进行学分认定，记入学生成绩系统。学生本科
阶段大学毕业证书由学校根据有关规定颁发。新南威尔士大学将为项目学生提供优先安排校
内住宿的便利；学生在澳学习一年期间所修课程平均成绩达到 70%以上者，可直接录取新南
威尔士大学硕士学位课程；所修课程平均成绩在 65%-69%间的，可在参加该校大学语言测试
合格后录取该校硕士学位课程。
二、申请条件：
1. 申请人目前应为我校在读的全日制大三优秀本科生；
2. 专业要求需满足可交流专业的相关专业条件；
3．学习成绩优异，前五学期的课程平均成绩达到 80 分，无不及格课程，具有较强的、扎实
的专业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
4. 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三、招生专业：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物联网工程、
网络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数字媒体艺术、动画、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财务管理、经济学、国际贸易、教育技术
四、申请时间：
每年 1 月开始报名申请,7 月派出，具体时间请参阅教务处网站。
五、项目费用：
学生在澳期间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自理。项目学生将获得如下资助：由新南威尔士大学提
供 1 万至 1.5 万澳元的中国人才奖学金。奖学金减免后，无论学生就读何专业，2017 年实际
支付学费为 13100 澳元/学期。
六、咨询联系：
教务处于老师： 85866258

江苏-安大略省（OJS）大学生交流项目
一、项目简介：
根据江苏省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签署的《江苏—安大略省大学生交流项目》协议（简称 OJS
项目）和江苏省项目协调小组的通知，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决定在我校 2012 级本科生中
推选优秀学生至江苏省教育厅项目协调小组，由该项目双方协调小组与安大略省的 12 所高
校共同确定交换学生。
江苏—安大略省大学生交流项目学校：
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麦克马斯特大
学（McMaster University）
；尼皮辛大学 (Nipissing University)；安省艺术与设计学院
(The Ontario College of Art & Design)； 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特伦特大
学（Trent University）
；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安大略理工大学（University
of Ontari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温莎大
学 (University of Windsor ）； 西 安 大 略 大 学 (Western University) ； 约 克 大 学 (York
University)。每年接收三个学生。
二、申请条件：
1.申请人目前应为我校在读的大一优秀全日制本科生；
2．学习成绩优异，平均学分绩点在 2.5 左右，无不及格课程，具有较强的、扎实的专业理
论基础和实践能力；
3.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雅思 6.5 分（含）以上或托福考试笔考分数 IBT 87 分
（含）
以上，并且外语水平达到安省项目学校要求（可在 OJS 网站上
http://ojs.ouinternational.ca 查看每所学校对英语的要求）；
4．已交足我校规定的各项费用，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并具有符合加拿大签证要求的资金
条件。
三.招生专业：
参阅安省项目学校所提供的专业。
四、申请时间：
每年 11 月：开始申请；次年 1 月中旬：我校将 OJS 项目候选名单报江苏省项目协调小组；
次年 3 月—5 月：加方选拔时间；次年 6 月—7 月：学生办理签证；次年 8 月派出
五、项目费用：
加方免学费，其它费用学生自理。
六、咨询联系：
教务处于老师：85866258

江苏大学生赴美国大学学年交流项目
一、 项目简介：
符合美国大学交流条件的江苏大学生可申请至项目提供的约 34 所美国大学（具体大学
请参阅教务处网站）对口专业交流学习一学期或一学年。在美国大学交流期间，江苏大学生
被视同为美国大学的正式在校生，可在美国大学选课顾问指导下选课，与美国同学一起上课；
自由使用美国大学的图书馆、运动场所等相关措施。学习交流结束，美国大学将提供学生合
格课程的成绩单。学生凭成绩单回省内所在高校换取学分。
可交流的美国大学有：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
大学、杜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波士顿学院、纽约大学等。各学校的具体语言要求、
申请截止时间以及费用等，请参见《34 所美国大学概况及录取要求》
。
二、申请条件：
1. 申请人为我校在读的优秀全日制大二、大三本科学生；
2．学习成绩优异，平均学分绩点须满足申请高校的绩点要求，无不及格课程，具有较强的、
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
3. 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须满足申请高校的语言要求，具体需参照各项目要求；
三、招生专业：
商科、工程、计算机、新闻、法律、航空航天、艺术与设计、信息安全等各个门类
四、申请时间：
每年 11 月申请，次年 8 月派出，具体时间请参阅教务处网站。
五、项目费用：
具体参照各学校项目要求。
六、咨询联系：
教务处于老师：85866258

美国代顿大学本科生交流项目
一、项目简介：
我校与美国代顿大学经友好协商，达成在本科层次开展学生海外访学项目，学生赴美国
代顿大学访学一个学期修读课程并取得成绩，回校后进行学分转换与成绩认定。学生可选修
代顿大学的所有课程，共计 12 个学分，课程列表、课程介绍、前置课程要求，请见：
catalog.udayton.edu。
二、申请条件：
1、申请人目前应为我校在读的大一、大二、大三的优秀全日制本科学生；
2、学习成绩优异，平均学分绩点在 3.0 以上，无不及格课程，具有较强的、扎实的专业理
论基础和实践能力；
3、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托福考试笔考分数超过 500 分（或网考成绩超过 61 分），
或雅思成绩超过 5.5 分，或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三、招生专业：
商科、理工类。
四、申请时间：
春季学期：每年 9 月申请，次年 1 月派出（具体请参阅学校教务处网站）
五、项目费用：
2017 年项目费用：$13000（包含学费$6660,住宿费$3800,餐费$2540)（每年有微调，以当
年通知为准）
六、咨询联系：
国际合作交流处 殷老师 85866246
教务处 于老师 85866258

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本科生交流项目
一、项目简介：
我校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
拟在本科层次（大一、大二、大三）进行一学期的学生交流项目合作。学生赴美国加州富乐
敦州立大学访学一个学期修读课程并取得成绩，回校后进行学分转换与成绩认定。
在美国学习时间：一学期（约 16 周）
。
所获证书或文凭类型：在美修学分带回，对方不颁发证书或文凭。
二、申请条件：
1. 申请人目前应为我校在读的大一、大二、大三的优秀全日制本科学生；
2. 学习成绩优异，平均学分绩点在 3.0 以上，无重修课程，具有较强的、扎实的专业理论
基础和实践能力；
3. 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托福考试笔考分数超过 500 分（或网考成绩超过 61 分），
或雅思成绩超过 5.5 分。
三、招生专业：
贝尔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信息安全、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
动化、工商管理。
四、申请时间：
春季学期：每年 10 月申请，1 月派出；
秋季学期：每年 4 月申请，8 月派出（具体请参阅学校教务处网站）
美国加州富乐敦州立大学春季/秋季学期海外学习日历一览表
学期

周期

日期

春季

16 周

1 月-5 月

秋季

16 周

8 月-12 月

五、项目费用：
在美期间学费、杂费、保险费约 6000 美元。
六、咨询联系：
教务处 于老师 85866258
国际合作交流处 殷老师 85866246

台湾世新大学本科生交流项目

一、项目简介：
我校与台湾世新大学经友好协商，达成在本科层次开展学生海外访学项目。学生赴世新
大学访学一个学期修读课程并取得成绩，回校后进行学分转换与成绩认定。
二、申请条件：
1.申请人目前应为我校在读的大二、大三的优秀全日制本科学生；
2.学习成绩优异，平均学分绩点在 2.5 以上，无不及格课程，具有较强的、扎实的专业理论
基础和实践能力；
3.专业要求需满足各项目可交流专业的相关专业条件。
三、招生专业：
传媒与艺术学院、管理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外国语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相关
专业
四、申请时间：
（具体请参阅学校教务处网站）
春季学期（2 月-6 月）
：每年 11 月申请，次年 2 月派出
秋季学期（9 月-次年 1 月）
：每年 3 月申请，9 月派出
五、项目费用：
2017 年研修费每学期新台币 60，000 元整，住宿费每学期新台币 40,000 元整（每年有微调，
以当年通知为准）
。
六、咨询联系：
国际合作交流处 李老师 85866246
教务处 于老师 85866258

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交流项目
一、项目简介：
我校和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经友好协商，达成在本科生开展学生赴美访学项目。
3.5+0.5+1 桥梁项目：我校大四学生，可在大四上学期或下学期赴密苏里州立大学本科
学习一个学期（不拿密苏里州立大学本科学位），满足相关条件的随后可申请参加密苏里州
立大学 MBA 项目。
二、申请条件：
1. 密苏里州立大学国际学生申请表；
2. 我校正式成绩单；
3. 前三年平均成绩 GPA 达到 3.0（按照密苏里州立大学公式计算）；
4. 托福机考成绩至少达到 61 分或雅思成绩至少达到 5.5。
三、招生专业：
管理学院相关专业。
四、申请时间（以管理学院当年通知为准）
：
春季学期：每年 9 月申请，次年 1 月派出
秋季学期：每年 2 月申请，8 月派出
五、项目费用：
被录取参加 3.5+0.5+1 桥梁项目的我校学生在密苏里州立大学一学期学习将获得密苏里州
立大学“国际合作伙伴奖学金”
，相当减免学费中非本州学生学费部分的 75%。
（学费以当年
通知为准）
六、咨询联系：
管理学院朱老师：83535864

日本上智大学本科生交流项目
一、项目简介：
我校和日本上智大学经友好协商，达成在本科层次开展学生海外访学项目，参加该项目
的学生将赴上智大学进行半年或一年的学期学习，选修课程并取得成绩，回校后进行学分转
换与成绩认定。
二、申请条件：
申请人目前应为我校日语专业在读的大二、大三的优秀本科学生并且能够提供大学期间所有
成绩。
三、招生专业：
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
四、申请时间（具体请参阅当年学院通知）
：
春季学期：每年 12 月申请，次年 4 月派出
秋季学期：每年 2 月申请，9 月入学
上智大学采用 2 学期制，春季学期 4 月开学，秋季学期 9 月开学。各学期含期末最终考试共
15 周。2017 年度秋学期：新学期 2017 年 9 月 21 日开始，正式授课从 9 月下旬开始至次年
的 1 月下旬；2018 年度春学期：新学期 2018 年 4 月 1 日开始，正式授课从 4 月上旬开始至
7 月下旬。
五、项目费用：
2017 年一学期基本学费为 404,500 日元（每个学期 8 学分），一学年学费为 789,100 日元。
（上智大学根据每年的情况有微调的可能性，具体以大学公布的当年信息为准）
六、咨询联系：
外国语学院 梅老师 18020135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