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事務處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聯合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14:00 
地點：圖書館 7 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國際長魯真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略) 
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境外學生來校交換申請案件，業經國際事務處

收件、初審、學生申請就讀之學院、系(所)複審，擬提請會議決審。 
說明： 

一、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姊妹校交換學生來校就讀處理要點辦理。 
二、有關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境外學生申請來校交換，前經本處 105 年

5 月 27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會議決議錄取外國交換學生 35 名。 
三、為增強境外學生來校交換之動機，本校自 105 學年度起每學期皆開放受

理境外姊妹校學生來校交換申請。此次申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境外學

生來校交換案件共 140 件，含外國學生 19 件、大陸地區學生 121 件(如
附件 1)。 

四、外國學生來校交換申請案件 19 件，其中 2 件未通過系(所)複審。鑒於土

耳其埃爾祖魯姆科技大學及泰國清邁大學等姊妹校為重點交流學校，並

有意願提供本校學生申請赴外交換名額，擬請委員考慮是否建議學院、

系(所)重行複審程序。 
(一)泰國清邁大學學生 Hemmakorn Ruanpom：本校外國語文學系表示學

生缺乏明確學習目標；中國文學系表示學生無明確讀書目標，中文

能力不足，無法有效學習(如附件 2，略)。 
(二)土耳其埃爾祖魯姆科技大學學生 Alican Abay：本校生命科學系表示

因系上無全英語課程，無法提供學習；生物科技學士學程表示學生

Statement of Purpose 描述不完整，缺乏邏輯，目標也不清楚，另外推

薦信中描述此學生對學科的興趣並未體現在其成績中(如附件3，略)。 
五、有關大陸地區學生來校交換申請案件 121 件，全數通過系(所)複審，其

中免繳學雜費學生為 93 人，應繳學雜費學生為 28 人(如附件 4)，學生所

繳費用將依據本校「外國及大陸地區學生來校交流收費暨分配原則」，依



校務基金 30%、院級單位 5%、學系(所)級單位 45%、國際事務處 20%
分配。 

決議：1. 泰國清邁大學生 Hemmakorn Ruanpom 經複審，改由農資院國際農業

企業學士學位學程接受，指導老師為楊上禾老師；土耳其埃爾祖魯姆科技

大學學生 Alican Abay 仍未通過系所複審，決議不通過申請；綜上述，本

次外國學生來校交換申請案共有 18 件通過，1 件未通過。 
      2. 大陸交換生來校申請案件第 60 案(上海交通大學黎宇航)，指導老師修 

  正為陳鴻基老師。 
      3. 其餘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境外學生來校交換申請案件，擬推薦頒發獎學

金名額及每月金額(如附件 5)。 
說明： 

一、依據國立中興大學獎助姊妹校學生來校交換研修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本校對於境外學生來校交換者，依據本校與姊妹校雙方學術交流之對

等互惠條件予以區分獎勵等級。 
決議：1. 外國交換生獎學金第 12 案(Anton Shubin)、第 13 案(Hakan Kiziltas)， 

  均調整為每月 4000 元。 
      2. 其餘照案通過。 
      3. 建議未來可制定更清楚的分配原則。 
 
案由三：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增財務金融學系黃于喬等 8 名學生赴大陸地

區西南財經大學交換申請案件，擬提請會議審查追認。 
說明： 

一、依據國立中興大學交換學生赴國外及大陸地區姊妹校就讀選薦要點辦

理。 
二、大陸地區西南財經大學為 211 工程重點名校，名列大陸地區財經類大

學第 3 名。西南財經大學自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迄今薦送 13 名學生來

校交換(含免繳學雜費學生 3 名，應繳學雜費學生 10 名)，與本校財務

金融學系具有實質交流關係。本校僅於 105 年度第 1 學期薦送 1 名學

生前往交換。 
三、為落實學術合作交流之平等互惠原則，西南財經大學日前來校進行招

生宣傳，提供本校學生申請交換之機會，交換期間為一學期。 



四、本校財務金融學系黃于喬等 8 名學生提出申請，本處前以 105 年 10 月

27 日第 1052500203 號簽奉核推薦(如附件 6)，擬提請會議審查追認。 
決議：1. 照案通過。 
      2. 未來應考量設定本校學生薦外交換之最低分數(名次)門檻。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附件 1 

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境外學生來校交換申請案件 

 
編號 學生姓名 就謮學校 申請學院 申請系所 導師 
外國      
1 Hakan Kiziltas 土耳其阿塔圖爾克

大學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李思禹 

2 Martina 
Colleluori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陳建源 

3 Katia Serafini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陳建源 
4 Achara Saeoung 泰國馬希竇大學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曹麗莎 
5 Woohyuck Choi 韓國首爾科學技術

大學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吳夏暄 

6 Betul Balci 土耳其埃爾祖魯姆

科技大學 
生科院 生命科學系 鄭旭辰 

7 Ali Diyapoglu 土耳其埃爾祖魯姆

科技大學 
生科院 生命科學系 蕭淑娟 

8 Pornthep 
Arunsuksathid 

泰國農業大學 農資學院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楊上禾 

9 Aelim Kim 韓國全北大學 農資學院 植物病理學系 鄧文玲 
陳啓予 

10 Soyeun Kim 韓國全北大學 農資學院 森林學系 陳奕君 
11 Renata Banach 波蘭華沙生命科學

大學 
農資學院 動物科學系 譚發瑞 

12 Otello Bronzoni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 卓信佑 
13 Phichamon 

Tangkham 
泰國農業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莊智薰 

14 Muhammed 
Emin 
Efendioğlu 

土耳其埃爾祖魯姆

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葉仕國 

戚永苓 

15 Timo Keskimölö 芬蘭奧盧大學 管理學院 科技管理研究所 張樹之 
16 Anton Shubin 俄羅斯莫斯科州立

管理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蔡玫亭 

17 Natalia 
Kozlowska 

波蘭華沙生命科學

大學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林以樂 

周濟眾 
18 Hemmakorn 

Ruanpom 
泰國清邁大學 農資學院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楊上禾 

19 Alican Abay 土耳其埃爾祖魯姆

科技大學 
未通過(不
通過) 

未通過(生命科學系、生物

科技學士學程) 
 

大陸      



附件 1 
編號 學生姓名 就謮學校 申請學院 申請系所 導師 
1 李帥 澳門大學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所 蔡祁欽  
2 任傑 華南理工大學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所 黃建維 
3 朱景勝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所 陳佳正 
4 戴建宇 福建農林大學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所 陳佳正  
5 方馮捷 華南理工大學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 薛涵宇 
6 孫義偉 北京科技大學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 宋振銘 
7 張妍婷 廈門大學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 林克偉 
8 秦越嵩 吉林大學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所 吳國光 
9 孫嘉晨 南京農業大學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所 蔡清池 
10 王沖 電子科技大學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所 蔡智強 
11 李俊韜 電子科技大學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所 賴永康 
12 陳夏寧 四川大學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所 劉漢文 
13 徐林通 東北林業大學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所 吳崇賓 
14 尚健華 北京交通大學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所 翁芳標 
15 李淩霄 北京交通大學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所 劉宗榮 
16 程睿哲 北京交通大學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所 陳後守 
17 郭明真 同濟大學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所 陳昭亮 
18 穆岩璞 東北林業大學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所 李昌駿 
19 李泓賢 同濟大學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所 魏鉻彥 
20 杜曉玥 華東師範大學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所 祁立峰 
21 樂優 華東師範大學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所 丘彥遂 
22 胡沙沙 蘭州大學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所 蕭涵珍 
23 嚴鑌倩 四川大學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所 石美玲 
24 邱顯涵 東北師範大學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所 蕭振聲 
25 吳康颯 廣西大學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所 解昆樺 
26 許粵 西南交通大學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所 周淑娟 
27 白晚瑩 電子科技大學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所 周幸君 
28 王琳 南京大學 文學院 歷史學系所 劉瑞寬 
29 王鈺晨 蘭州大學 文學院 歷史學系所 劉瑞寬 
30 鄭傑夫 蘭州大學 文學院 歷史學系所 劉瑞寬 
31 張恒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文學院 歷史學系所 游博清 
32 張文倩 西南大學 文學院 歷史學系所 劉瑞寬 
33 李景宜 華中農業大學 文學院 歷史學系所 劉瑞寬 
34 吳雨薇 華中師範大學 生科院 生命科學系 蕭淑娟 
35 關曉楠 東北師範大學 生科院 生命科學系 蕭淑娟 
36 馮文欣 東北師範大學 生科院 生命科學系 蕭淑娟 
37 吳裳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高玉泉 
38 龍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高玉泉 
39 薛源 南京農業大學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高玉泉 



附件 1 
編號 學生姓名 就謮學校 申請學院 申請系所 導師 
40 馬祖蕾 華中師範大學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李惠宗 
41 王宇 南京大學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李惠宗 
42 程安平 重慶大學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蘇怡慈 
43 劉慶祝 重慶大學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劉昭辰 
44 路博寧 蘭州大學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蘇怡慈 
45 劉多奇 廈門大學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李惠宗 
46 劉乙蔓 東北師範大學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蘇怡慈 
47 范竟宇 中央財經大學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劉昭辰 
48 賀頂丹 中央財經大學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劉昭辰 
49 黃婷婷 西南大學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蘇怡慈 
50 何京霜 西南大學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蘇怡慈 
51 唐丹 福建農林大學 法政學院 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李長晏 
52 涂紫菱 華南理工大學 法政學院 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 吳勁甫 
53 宗亞冰 陝西師範大學 理學院 化學系所 李進發

林柏亨 
54 張怡婷 北京林業大學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所 施因澤 
55 李奕澎 大連理工大學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所 許英麟 
56 蔣英傑 北京科技大學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所 許英麟 
57 馮露之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所 施因澤 
58 楊雨晨 西南財經大學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所 許英麟 
59 柯雨晴 中國農業大學 農資學院 土壤環境科學系 鄒裕民 
60 黎宇航 上海交通大學 農資學院 土壤環境科學系 陳鴻基 
61 羅西 中國農業大學 農資學院 昆蟲學系 段淑人 
62 李世雨 上海交通大學 農資學院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顏國欽 
63 張麗穎 福建農林大學 農資學院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蔣恩沛 
64 方亦豪 中國人民大學 農資學院 國際農學碩士學程 高木知

芙美  
65 江南 北京理工大學 農資學院 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謝奇明 
66 劉冬 北京理工大學 農資學院 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張伯茹 
67 高菁 北京理工大學 農資學院 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張伯茹 
68 張琳娜 重慶大學 農資學院 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蔡岡廷 
69 許瀚文 四川大學 農資學院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 謝奇明 
70 張夢雅 北京林業大學 農資學院 森林學系 廖天賜 
71 焦靈 福建農林大學 農資學院 森林學系 廖天賜 
72 徐晶晶 中國農業大學 農資學院 植物病理學系 鄧文玲

陳啟予 
73 任曉萌 福建農林大學 農資學院 植物病理學系 鄧文玲

陳啟予 



附件 1 
編號 學生姓名 就謮學校 申請學院 申請系所 導師 
74 張安琪 中國人民大學 農資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陳韻如 
75 于宇瀟 中國人民大學 農資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陳韻如 
76 儲怡穎 廈門大學 農資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曾偉君 
77 戴聰藝 南京農業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所 蘇明俊 
78 趙冰 南京農業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所 蘇明俊 
79 盧曉燕 同濟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所 林金賢 
80 葛猜猜 中國農業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所 林谷合 
81 陳曉涵 蘭州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所 林谷合 
82 張安然 吉林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所 喬友慶 
83 李欣瑞 中國農業大學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所 陳明怡 
84 劉蘊嬌 中國農業大學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所 蕭仁傑 
85 彭禹文 中山大學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所 梁貫御 
86 石超 北京師範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陳美源

董澍琦 
87 周悅 南京農業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林丙輝

林月能 
88 張丹 華東師範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林丙輝

林月能 
89 楊斯瑞 西南交通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陳美源

董澍琦 
90 鐘欣玲 中國農業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陳美源

董澍琦 
91 楊媛媛 中國農業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陳美源

董澍琦 
92 王浩然 東南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陳美源

董澍琦 
93 張皓乙 福建農林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陳美源

董澍琦 
94 王騰 中央財經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林丙輝

林月能 
95 劉廣之 廣西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陳美源

董澍琦 
96 李紫妍 東北林業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林丙輝

林月能 
97 吳博揚 陝西師範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陳美源

董澍琦 
98 周川琳 西南財經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董澍琦 
99 袁稚濘 西南財經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董澍琦 
100 黃渝霞 西南財經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董澍琦 



附件 1 
編號 學生姓名 就謮學校 申請學院 申請系所 導師 
101 秦涵慧 西南財經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董澍琦 
102 李俊琪 西南財經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董澍琦 
103 鄭一鳴 西南財經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董澍琦 
104 戰文清 山東財經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董澍琦 
105 李迪 山東財經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董澍琦 
106 杜文卿 山東財經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董澍琦 
107 薛曉寧 山東財經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董澍琦 
108 綦振錚 山東財經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董澍琦 
109 孫瑄 山東財經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董澍琦 
110 李誠孚 山東財經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董澍琦 
111 孫毓 山東財經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董澍琦 
112 項璿 山東財經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董澍琦 
113 盧柳清 山東財經大學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董澍琦 
114 萬慧穎 南京大學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所 紀信義 
115 韓暢 東北林業大學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所 紀信義 
116 陳澤碩 中山大學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所 詹永寬 
117 馬邵毅 浙江大學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賴政宏 
118 徐璐璐 浙江大學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李衛民 
119 李琦 浙江大學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李衛民 
120 沙金 華中農業大學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董光中 
121 魏宇航 吉林大學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賴政宏 

 



附件 4 

大陸地區學生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來校交換應繳學雜費情形 

編號 申請學院 申請系所 就讀學校 學生姓名 
1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所 福建農林大學 戴建宇 
2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所 南京農業大學 孫嘉晨 
3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所 東北師範大學 邱顯涵 
4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東北師範大學 劉乙蔓 
5 法政學院 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福建農林大學 唐丹 
6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所 西南財經大學 楊雨晨 
7 農資學院 土壤環境科學系 中國農業大學 柯雨晴 
8 農資學院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上海交通大學 李世雨 
9 農資學院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福建農林大學 張麗穎 
10 農資學院 森林學系 福建農林大學 焦靈 
11 農資學院 植物病理學系 福建農林大學 任曉萌 
12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所 南京農業大學 趙冰 
13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所 中國農業大學 劉蘊嬌 
14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南京農業大學 周悅 
15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中國農業大學 楊媛媛 
16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福建農林大學 張皓乙 
17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西南財經大學 秦涵慧 
18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西南財經大學 李俊琪 
19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西南財經大學 鄭一鳴 
20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山東財經大學 杜文卿 
21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山東財經大學 薛曉寧 
22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山東財經大學 綦振錚 
23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山東財經大學 孫瑄 
24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山東財經大學 李誠孚 
25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山東財經大學 孫毓 
26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山東財經大學 項璿 
27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山東財經大學 盧柳清 
28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所 東北林業大學 韓暢 

 



附件 5 

外國學生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來校交換獎學金名額及每月金額 

編號 學生姓名 就謮學校 申請學院 申請系所 獎學金 
1 Natalia 

Kozlowska 
波蘭華沙生命科學大學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8,250* 

2 Timo Keskimölö 芬蘭奧盧大學 管理學院 科技管理研究所 6,000  
3 Woohyuck Choi 韓國首爾科學技術大學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6,000  
4 Aelim Kim 韓國全北大學 農資學院 植物病理學系 6,000  
5 Soyeun Kim 韓國全北大學 農資學院 森林學系 6,000  
6 Otello bronzoni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 4,000  
7 Martina 

Colleluori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4,000  

8 Katia Serafini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4,000  
9 Achara Sae-oung 泰國馬希竇大學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3,000  
10 Phichamon 

Tangkham 
泰國農業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3,000  

11 Pornthep 
Arunsuksathid 

泰國農業大學 農資學院 國際農企業學士

學位學程 
3,000  

12 Anton Shubin 俄羅斯莫斯科州立管理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4,000  
13 Hakan Kiziltas 土耳其阿塔圖爾克大學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4,000  

 
*依據與波蘭華沙生命科學大學所締交換學生合約內條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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