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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2021 春季國際交換學生甄選簡章 

一、宗旨 

政大商學院為加強國際學術、文化交流，特甄選本院優秀之學生赴國外姐妹校交換進修，

以拓展學生的國際觀，強化日後的國際競爭力。 

二、交換期間 

109 學年第 2 學期 (實際交換時間視各校學期時間而定) 

三、交換學校申請資格及名額： 

預計共開放 185 個名額供學生申請。各校詳細申請資格，請見 2021 春季國際交換學校名

額，或上本院國際交換計畫網站查詢(http://iep.nccu.edu.tw )。請注意，開放交換之學校及名

額將會視我與姐妹校累計收送之人數進行微調，最終可薦送之學校及名額請依線上報名時

開放為準。 

四、報名資格： 

本院大學部（含雙修及輔系生）及研究所在學學生。 

五、報名方式、報名時間及繳交資料 

1. 請至商學院國際交換計畫網站 http://iep.nccu.edu.tw 進行線上報名。線上報名開放時

間：109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 時至 109 年 5 月 22 日下午 5 時。 

2. 線上報名完成後，請檢附以下資料於 109 年 5 月 21 日至 109 年 5 月 22 日(上午 8:30-

11:30 及下午 2:00-4:30 送至商學院國際事務辦公室（逸仙樓四樓 404 室），方可完成報

名手續。 

（1） 商學院 2021 春季國際交換學生報名表（下載線上報名表） 

http://iep.nccu.edu.tw/
http://iep.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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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學院 2021 春季國際交換學生志願選填表（下載線上志願選填表） 

（3） 中文版個人履歷及自傳（無格式限制，請同學自行繕打，履歷及自傳請各以 A4 二頁

為上限） 

（4） 中文版在學成績單正本（本系為非商院之本院輔系或雙修生，請於成績單上以螢光

筆標示曾修習過之商管相關課程）。研究生無需檢附。 

（5） 有效英語能力證明成績單影本 12。網路列印版本即可。繳交多益網路列印成績單

者，請於繳交書面資料時以手機開啟多益考試會員專區線上查詢系統供辦公室檢

查。欲選填非大陸地區姐妹校為志願者，請務必檢附本項資料；僅欲赴大陸地區交

換者（除上海交通大學高級金融學院外）則無需檢附。若於報名時成績單尚未寄

達，可檢附報名考試之相關證明，但最遲需於口試當日出示有效成績單－網路列印

版亦可，否則僅可選填大陸地區姐妹校為志願）。 

（6） 本系為非商院之本院輔系或雙修生，請另檢附註冊組開立之輔系或雙修證明或請註

冊組於申請表上註記蓋章。 

＊以上資料請依序排列並需繳交一式二份(第二份為影本可)。切勿裝訂，

亦請勿製作封面及其他設計！（以迴紋針別上即可） 

3. 書面報名完成後，本院將於 5 月 28 日前 email 報名費繳費帳號予所有報名同學，請同

學們依指示繳費。本次報名費為新台幣 500 元整，請攜帶帳號至本校出納組繳費，並請

於口試當天繳交出示繳費收據。 

六、甄選時間及方式： 英文口試（僅選填大陸學校為志願者亦需以英文口試）。預計口試日

期：109 年 6 月 1 日，確定之個別口試時間將於 5 月 28 日前另行以

email 通知。 

                                                 
1 英語能力標準：1. 托福 550 (PBT) / 79 (IBT)；2. IELTS 6.0；3. TOEIC 785；或 4. 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複

試）（含）以上之成績 （限 2 年內成績 – 2018 年 5 月後應考的成績皆可接受） 
 
2 如高中或大學於全英語學程就讀，可出示畢業證書抵免英文能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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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分方式： 

組別 考試科目 甄試成績比例 

研究所 
語言檢定成績 50 % 
甄試口試成績 50 % 

大學部 
語言檢定成績 35 % 
甄試口試成績 35 % 
學期平均成績 30 % 

 
 

TOEFL ibt TOEIC TOEFL pbt IELTS 全民英檢 
79 785-815 550-565 6.0 中高級 

86 816-845 566-580 6.5 -- 
98 846-875 581-595 7.0 -- 

106 876-905 596-610 7.5 高級 
112 906-935 611-625 8.0 -- 
116 936-965 626-640 8.5 -- 
119 966-990 641-663 9.0 優級 

 
註 1: 英檢成績將皆轉換為 TOEFL ibt 成績計算，轉換標準如上表。如繳交一種以上英檢成績成

績，將則優計分。 
 
註 2: 本表所列之轉換標準僅限院內甄試評分使用，如姐妹校要求特定之英檢成績，則需符合標

準方可選填該志願。線上報名時請務必填入實際之英檢成績，而非轉換後成績；如有誤填

以致不符合姐妹校標準而無法出國交換者，責任需自負。 
 
註 3: 無英檢成績者(僅申請大陸學校為志願者)，成績計算方式為: 
 

組別 考試科目 甄試成績比例 
研究所 甄試口試成績 100 % 

大學部 
甄試口試成績 50 % 
學期平均成績 50 % 

註 4: 口試結束後，將依評分標準計算成績後公告排名。 

註 5: 曾獲本院薦派出國之申請者，排名將會在所有第一次申請者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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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志願選填及注意事項： 

1. 選填志願時，請先確認是否符合選填學校之要求，資格不符者，將不予分發。 

2. 表願表一經繳交，除英檢成績有異動者外，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志願序。 

3. 英檢成績於線上報名截止前仍未知者，如報考托福，請於線上報名時填上 100 分；報考

雅思者，請填 7.0；報考多益者，請填 900 分，即可先預填所有志願。待成績公告後，請

務必儘快攜帶成績單至國際事務辦公室補正，如有未達標準之志願，國際事務辦公室將

協助刪除之。（請務必先行預填志願，繳交成績後則不可再補填。） 

4. 口試前英語能力證明未到或成績未符合本院標準者，可選擇僅參加中國大陸交換計畫之

分發或全額退還報名費。欲申請退費者，請勿參加口試，並請最遲於口試當天攜帶收據

辦理。 

九、錄取資格確認 

1. 商學院 2021 春季國際交換學生錄取名單，將由本院組成審查小組甄選後公告。預計公

告時間為 109 年 6 月 8 日。 

2. 錄取同學需於錄取名單公告後一週內，至國際事務辦公室繳交商學院國際交換學生錄取

資格確認書及保證金新台幣壹萬元整之收據（本院將提供繳費帳號）；欲放棄資格者，亦

需繳交棄權聲明書。 

3. 保證金將於履行「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交換生義務履行要點」後退還。本院將依活動需

求公告志工服務機會但名額有限，請同學儘量申請 Buddy Program，並勿期待可於錄取

交換後獲得志工服務機會。因此，尚未完成此項義務且預計於交換期間結束將立即畢業

者，請務必審慎考慮後再提出申請。 

4. 完成國合處辦理之 Buddy Program 者亦可抵免本院 Buddy 之義務，但需於申請退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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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時出具國合處開立之有效證明。 

十、相關規定： 

1. 本院國際交換學生計畫依據本院與本院各姐妹校之學術合作協議書及「國立政治大學

學生出國選修課程實施辦法」及「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國際交換學生計畫施行辦法」

辦理。 

2. 若姐妹校要求修習之學分數超過畢業所需學分，同學仍需依姐妹校規定選課，不得以

任何理由要求本院開立相關證明折抵修習學分數。 

3. 後補方式：若有放棄及未錄取之名額，未獲錄取及棄權同學（未填棄權聲明書者將視

為無意願參與後補）皆可參與後補，並將由未獲錄取（有繳交棄權聲明書者）及棄權

名單中之最高名次同學開始進行後補。後補志願排序可重填，並由紙本方式進行，細

節將另行通知。後補作業僅進行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