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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本文順序排列

名額

春季*

秋季**

加拿大溫莎大學

1

＊

加拿大布洛克大學

1

＊

英國伍斯特大學

2

＊

日本體育大學

1

＊

語言條件
1.TOFEL (iBT) 83、IELTS
6.5(含)以上，或母語為英語者
2.未達標準者得先自費上該校暑
期語言課程
1.TOFEL (iBT) 88、IELTS
7.0(含)以上，或母語為英語者
2.未達標準者得先自費上該校語
言課程 1 學期
英文說寫流利，或母語為英語者
1.日語檢定 N1-N2(含)以上；
2.或具基本日語會話能力但英語
程度良好者；(3)或母語為日語
者

備註

交換 1 學年

交換 1 學年

交換 1 學年

交換 1 學年

1.TOFEL (iBT) 78、IELTS
澳洲查爾斯達爾文
大學

學校簡介

學校簡介

學校簡介

溫莎大學是歷年來加拿大最好的十所
綜合類（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大學
之一，位於溫莎市的大學城，與美國底特
律市隔河相望。該校設有人體肌動學院
(Faculty of Human Kinetics)等5個學院，包含
商業、教育、工程、人類科學與體育、法
律和社會學等領域。該校擁有友好的校園
環境，濃厚的學術氣氛，以及豐富的創新
創業能量。本校交換學生主要交流單位為
人體運動學院 (Faculty of Human Kinetics)。

www.uwindsor.ca

布洛克大學是加拿大著名的公立基礎類大學之
一，學生約15000人，擁有友好和諧的人文環境，鄰
近舉世聞名的尼加拉瀑布。學校擁有應用健康科學
學院(Faculty of Applied Health Science)、商學院
(Goodman School of Business)、藝術及表演學院
(School of Fine and Performing Arts)等多個學院，應
用健康科學學院包含運動管理(Sport Management)、
休閒(Recreation and Leisure Studies)、健康科學
(Health Sciences)、肌動學(Kinesiology)等學系。該校
擁有現代化的教學及研究建築、新創中心該校擁有
多項運動設施，校園內有各種俱樂部，如文化、喜
劇、演講、音樂、網球、羽毛球、排球、棒球、足
球、籃球等，是一所充滿活力的現代化大學。本校
交換學生主要交流單位為應用健康科學學院。

brocku.ca

學校簡介

位於澳洲北部，是北領地州唯一的一所
大學，總學生人數約24000人，分別來自60
多個民族。查理斯達爾文大學在《泰晤士高
等教育》2017年世界大學排名中位列全球第
251-300位，澳洲第十位；在全球最佳年輕
大學中位列世界第31位。查理斯達爾文大學
擁有健康學院(College of Health and Human
Sciences)、 原 住 民 族 知 識 與 政 策 學 院
(School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Public
Policy)、商學院等多個學院。本校交換學生
主要交流單位為健康學院中的運動科學系
(Exercise and Sport Science)。

www.cdu.edu.au

伍斯特位於英格蘭的中部，號稱“英
格蘭的心臟”，毗鄰牛津和莎士比亞故鄉
，乘火車兩小時可到達倫敦。通過伍斯特
市內的巴士和火車站，可到達英國的任何
城市，交通非常便利。伍斯特大學目前設
有6個學院：體育健康學院 (Institute of Sport
and Exercise Science)、人文藝術學院、商學
院、教育學院、健康與社會學院、環境科
學學院。本校交換學生主要交流單位為該
校體育健康學院。

www.worcester.ac.uk

1

＊

6.0(含)以上，或母語為英語者
2.未達標準者得先自費上該校暑
期語言課程

交換 1 學年

韓國忠北大學

2

＊

＊

無

交換 1 學期

韓國水原大學

3

＊

＊

無

交換 1 學期

北京體育大學

2

＊

＊

無

交換 1 學期

上海體育學院

3

＊

無

交換 1 學期

武漢體育學院

3

無

交換 1 學期

＊

* 春季交換:2月至7月(甄選簡章約前1年6月公告)
**秋季交換:9月至隔年1月(甄選簡章約前1年12月公告)

2018
2019
國際交換學生計畫簡介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日本體育大學

水原大學

忠北大學

北京體育大學

上海體育學院

武漢體育學院

NIPPON SPORT SCIENCE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SUWON

CHUNGBUK NATIONAL UNIVERSITY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日本
Lacation

韓國
Lacation

韓國
Lacation

中國
Lacation

中國
Lacation

中國
Lacation

Tokyo,

Suwon,

Chungcheongbuk-do,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Japan

Korea

Cheongju City,

北京市

上海市

武漢市

Korea

學校簡介

學校簡介

培養專門從事體育教學、體育科研
及運動訓練的體育人才。日本體育大學
下設體育學部、體育專科和大學院體育
學研究科。體育學部為4年制，分體育學
科、健康學科、武道學科、社會體育學
科等4個學科。體育專科為1年制，主要
進行體育及保健的專門研究。大學院體
育學研究科為2年制，主要就體育學、體
力學、體育方法學、體育社會學、健康
學的理論及應用進行研究。本校交換學
生主要交流單位為日本體育大學全校各
學科與術科單位。
www.ni�ai.ac.jp
www.nittai.ac.jp

學校簡介

位於韓國忠清南道牙山市，距首爾約
90分鐘車程，是一所四年制綜合性的私立
大學。由體育學院、人文學院、社會科學
學院、自然科學學院、工程學院、醫科學
院等組成，尤其以醫學研究院為領導學科
著稱。學校開設專業大學部和研究所課程
，學校濃郁的學術氛圍、豐富多彩的校園
社團，完善方便的生活設施，為學生的學
習和生活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學校擁有來
自世界各地的各種語言專長的教師團隊，
致力於培養專業型人才，並關注學生全面
發展的興趣培養。本校交換學生主要交流
單位為體育學院。

www.ni�ai.ac.jp
www.suwon.ac.kr

學校簡介

忠北大學是位於韓國清州的忠清
北道國立綜合性大學，是韓國的主要
十所大學之一， 2003年被選定為韓國
教育部地方院校扶持的優秀大學。該
校擁有12個學院，體育相關科系隸屬
於教育學院。本校交換學生主要交流
單位為該校所有各系所。
本校同學可選修該校所開設之全英文
課程。網址：https://goo.gl/bsz41j

www.ni�ai.ac.jp
www.chungbuk.ac.kr

學校簡介

中國大陸唯一一所體育大學，
共有研究生院、教育學院、競技體
育學院、武術學院、管理學院、運
動人體科學學院、繼續教育學院、
國際教育學院等8個學院，以及體育
傳媒系、外語系、體育藝術系、運
動康復系、社會體育系等5個系，該
校在體操、田徑、自行車及柔道等
運動項目上有傑出的成果。本校交
換學生主要交流單位為該校各學科
與術科單位。
www.ni�ai.ac.jp
www.bsu.edu.cn

學校簡介

學院下設體育教育訓練學院、武術學院、
體育人文學院、運動科學學院、經濟管理學院
、體育休閒系、繼續教育學院、國際文化交流
學院8個院系以及附屬競技體校，現有體育教
育、休閑體育、運動訓練、社會體育、民族傳
統體育、舞蹈編導、運動人體科學、應用心理
學、英語、新聞學、公共事業管理、市場營銷
、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運動保健與康復等14
個本科專業。擁有體育學一級學科和下屬所有
4個二級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以及10個碩
士專業，是大陸體育院校博士、碩士點最為齊
全的院校之一，並設有體育學博士後科研流動
站。本校交換學生主要交流單位為該校各學科
與術科單位。

bkzs.sus.edu.cn
www.ni�ai.ac.jp

學校現設有9院1系3部2校等15個
教學單位，有體育教育、運動訓練、
社會體育、運動康復與健康、（武術
與）民族傳統體育、運動人體科學、
新聞學、教育技術學、英語、休閒體
育、體育裝備工程、播音與主持藝術
、舞蹈學、廣播電視編導、資訊管理
與資訊系統等本科專業共20個。本校
交換學生主要交流單位為該校各學科
與術科單位。

www.ni�ai.ac.jp
www.chungbuk.ac.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