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期（校 美洲 美國
對校交換計
畫）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無名額限制（僅 3 名 1. 英語能力：TOEFL 電腦測驗 180 分以上、TOEFL 紙筆 春季班: 九月初
River Falls
免繳美國學雜費，均
測驗 500 分以上、TOEIC580 分以上、TOEFL 網路測驗 秋季班: 一月中
需繳交本校學雜費)
61 分以上、IELTS 6.0 分以上。
威斯康新大學河瀑校區
2. 報名前學業成績之總平均在 70 分以上。

歐洲 德國

3. 報名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平均在 80 分以上。
Fachhochschule
南北合計 7 名（免繳 1. 英語能力：IELTS 5.5 以上、TOEFL 電腦測驗 173 分 春季班：每年三月十五日
Wuerzburg—Schweinfurt 德國學雜費，但需繳
以上、TOEFL 紙筆測驗 500 分以上、TOEIC 580 以上、秋季班：每年十月一日
交本校學雜費）
TOEFL 網路測驗 61 分以上。
福茲堡應用科技大學
2. 報名前學業成績之學期平均在 70 分以上

荷蘭

Hanzehogeschool
Groningen

3. 報名前操行成績平均在 80 分以上。
南北合計 4-6 名（免 1. 英語能力：IELTS 5.5 以上、TOEFL 電腦測驗 173 分 春季班：每年二月第一個星期一
繳荷蘭學雜費，但需
以上、TOEFL 紙筆測驗 500 分以上、TOEIC 580 以上、
秋季班：每年九月第一個星期一
繳交本校學雜費）
TOEFL 網路測驗 61 分以上。

漢沙大學
2. 報名前學業成績之總平均在 70 分以上。
芬蘭

South Carelia
Polytechnic

3. 報名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平均在 80 分以上。
南北合計 2 名（免繳 1. 英語能力：IELTS 5.5 以上、TOEFL 電腦測驗 173 分 春季班：每年一月初
芬蘭學雜費，但需繳
以上、TOEFL 紙筆測驗 500 分、TOEIC 580 以上、
秋季班：每年八月底
交本校學雜費）
TOEFL 網路測驗 61 分以上。

南卡列利亞理工學院
2. 報名前學業成績之總平均在 70 分以上。
丹麥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3. 報名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平均在 80 分以上。
南北合計 2 名（研議 1. 英語能力：IELTS 6.0 以上、TOEFL 電腦測驗 213 分 春季班: 二月一日
中，尚未開放申請）
以上、TOEFL 紙筆測驗 550 分以上、TOEIC 580 以上、
秋季班: 九月一日
TOEFL 網路測驗 61 分以上。

南丹麥大學
2. 報名前學業成績之學期平均在 70 分以上。
英國

University of
Northumbria at
Newcastle

3. 報名前操行成績平均在 80 分以上
無名額限制（需繳英 1. 英語能力：IELTS 6.5 以上、TOEFL 電腦測驗 232 分 春季班：每年一月中旬
國學雜費及本校學雜
以上、TOEFL 紙筆測驗 575 分以上 、TOEIC580 分以 秋季班：每年九月中旬
費）
上。

諾桑比亞大學
2. 報名前學業成績之學期平均在 70 分以上。

3. 報名前操行成績平均在 80 分以上。

一學期

歐洲 德國

(系對系交
換計畫，僅
供相關科系
申請)

資訊相關學系福茲堡應用科技大學

芬蘭

觀光系南卡列利亞理工學院

美洲 加拿大 服裝設計與技術學系昆特蘭學院大學

雙學位

歐洲 英國

University of
Northumbria at
Newcastle
諾桑比亞大學（學士/碩
士）

無名額限制（免繳德 1. 報名前學業成績之學期平均在 70 分以上。
國學雜費，但需繳交
2. 報名前操行成績平均在 80 分以上。
本校學雜費）
3. 經系上推薦許可者。

春季班：每年三月十五日
秋季班：每年十月一日

南北合計 2-4 名（免 1. 報名前學業成績之學期平均在 70 分以上。
繳芬蘭學雜費，但需
繳交本校學雜費） 2. 報名前操行成績平均在 80 分以上。
3. 經系上推薦許可者。

春季班：每年一月中旬
秋季班：每年九月中旬

4. 由本校區觀光系決定錄取名單。
南北合計 2 名（免繳 1. 參加交換學生需具英文檢定托福(TOEFL)成績 500 或 秋季班:九月初至十二月
加拿大學雜費，但需 IELTS 5.0 分以上或接受加拿大駐台辦公室 (或昆特蘭大
繳交本校學雜費） 學) 的英文能力檢定考。
2. 參加交換學生需於昆特蘭大學一個學期的研習後，返回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繼續完成學業。
無名額限制（需繳英 1. 英語能力：IELTS 6.5 以上、TOEFL 電腦測驗 232 分 秋季班：每年九月中旬
國及台灣的學雜費，
以上、TOEFL 紙筆測驗 575 分以上、TOEIC580 分以上。
但每學期退回本校學
雜費的一半）
2. 報名前學業成績之學期平均在 70 分以上。
3. 報名前操行成績平均在 80 分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