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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外事办〔2017〕1号 
 

                                          ★      

关于组织学生赴台 

参加 2017 年秋季“交换生学习项目”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学院开展的“交换生学习项目”在原有的基础上，今年将继续推

进和实施。2017年度将与台湾建国科技大学、台湾修平科技大学和台

北城市科技大学开展秋季“交换生学习项目”。为做好此项工作，请各

教学单位指定专人负责，将《苏工院 2017年“交换生学习项目”实施

方案》（附件一）内容传达到在读大二、大三学生，使学生了解实施该

项目的重要意义、选拔条件、学分认可程序、工作流程、时间要求、

学费资助及相关费用等基本信息。 

本次实施计划为：各教学系（院）根据台湾建国科技大学、台湾

修平科技大学和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新增）开设的专业课程，经学生

本人对照条件自愿报名，系（院）初审，并按学院下达指标人数（见

下表）在规定时间内报学工处汇总，经相关部门复核遴选，报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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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后，选送 20名学生参加“交换生学习项目”。 

各系（院）参加“交换生学习项目”人数分配表（人） 

交换 

学校 

精密

制造

工程

系 

机电

工程

系 

电子

与通

讯工

程系 

软件

与服

务外

包学

院 

经贸

管理

系 

建筑

工程

与艺

术设

计系 

国际

教育

学院 

汽车

工程

系 

合计

（人） 

建国 

科技 

3 3 3 2 3 2 2 2 20 
修平 

科技 

台北 

城市 

注：各系（院）参加“交换生学习项目”的人数指标是以该系（院）2017年 2月

26日各系（院）专业设置和在校生数为基数核计。 

请各教学单位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报名，并于 2017年 5 月 3日前

将《苏工院交换生项目申请表》（附件二）纸质书面材料（本人签字）

一式两份报至学工处，电子版发至 maxy@siit.edu.cn。 

联系人：马小燕 联系电话：0512—66585514（内线 85514） 

附件 1：《苏工院 2017年“交换生学习项目”实施方案》 

附件 2：《苏工院赴台“交换生学习项目”申请表》 

附件 3：《申请报名汇总表》 

二○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主题词：学生赴台  2017年秋季“交换生学习项目”  通知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外事办、学工处、教务处                       2017年 4月 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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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苏工院 2017 年“交换生学习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宗旨 

“交换生学习项目”是我院与台湾建国科技大学、台湾修平科技

大学和台北城市科技大学开展的针对我院普通全日制在校二、三年级

学生的合作项目。该项目对于增进学生海峡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的了解，丰富学生的教育成长阅历，扩大学生的视野，促进学生

今后的学业发展与职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项目优势 

1. 文化背景相同，语言相同、相通； 

2. 学分互认； 

3. 学院资助每位获准学生 6000元/人的学费和住宿费； 

4. 学生可以增进海峡两岸社会及校园生活、文化的了解。 

三、交换生学习项目时间和期限 

2017 年 9月起，期限一学期（3-4个月） 

四、项目简介 

1.建国科技大学项目简介 

建国科技大学，位于台湾彰化县彰化市，前身为私立建国商业专

科学校，创立于 1965年。1999年改制为建国技术学院，2004年改名

为建国科技大学。该校定位为专业教学型大学，设 19个行政单位，教

学单位设有 4个学院、18各系、9个所及通识教育中心、体育中心，

10个研究中心。教职员学生数约 12，000余人。该校为全台湾 26所

技职校院办理自我评鉴的绩优学校之一。在西班牙最大公共研究机构

Cybermetrics实验室所做“网络计量学世界大学排名”中，该校居全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38932/1389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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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科技大学前 14名。 

“推动两岸学术文化交流”是该校既定的政策。该校从 2000年启

动两岸教育交流迄今，已与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近

140所高校签约合作，积极推动与大陆友校学术文化交流。2012-2013

年，在该校就读大陆学生含本科生、交换生、校校企生已达 400余人，

并在该校老师的辅导之下，已获得多项傲人成绩。交换生每学期选修

18-27学分。 

建国科技大学交换生课程（2017 年秋） 

学院 专班名称 开设课程 学分 

工程学院 机器人学程专班 

顺序控制 3 

液气压系统原理与实习 2 

图控系统与人机接口 3 

机构学 3 

机电整合 3 

伺服控制 3 

机器人学 3 

感测组件与应用实务 3 

工程学院 防灾科技学程专班 

工址调查技术与应用 3 

监测系统原理与应用 3 

地理信息系统 3 

非破坏检测技术 3 

感测网络技术与应用 3 

行动与无线通信系统 3 

数据库程序设计实习 2 

嵌入式系统实习 2 

管理学院 智慧运筹学程专班 

企业资源规划 3 

国际贸易实务 3 

物流运筹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国际

物流管理） 
3 

电子商务 3 

项目管理 3 

企业资源规划应用(企业资源规划实务) 3 

设计学院 
民族特色文创商品

特色学程专班 

进阶视觉设计 3 

设计美学 2 

文化商品设计 2 

角色与公仔造型设计 3 

广告设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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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实务 3 

实务专题制作 3 

生活科技

学院 
时尚造型设计专班 

艺术与生活美学  3 

美姿美仪   3 

创意发型与实习 3 

彩妆理论与实习 3 

美肤保健与实习 3 

配饰设计与实习 3 

 

2. 修平科技大学项目简介 

修平科技大学，位于台湾文化名城—台中，1965年创办，2000年

改制为修平技术学院，2011年改名为修平科技大学；“2012年大学学

术声誉排名”学士型大学台湾总排名第三名，“研究成果”分项第二

名，“国际化”分项第三名。该校占地面积 130 亩，拥有先进的现代

化教学设施，教学仪器设施及设备总值人民币 5 亿余元，图书馆藏书

近 24 万册，期刊计有 46,234 种。该校现设有工程学院、管理学院、

观光与创意及博雅学院 4 学院和进修部、附设进修学院暨专科进修学

校、推广教育处，目前全日制在校生 7,134 人，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240 

人，兼任教师 158 人，其中助理教授以上师资占 77.4%(63%以上具有

博士学位)，两年业界经验与专业证照师资超过 75.3%。该校积极推进

国际化，近年来积极推进两岸大学学术交流活动，与大陆大学建立姊

妹校关系，开设学生短期研习课程与教师培训与研习计划。交换生每

学期选修 18-25学分。 

修平科技大学交换生课程（2017 年秋） 

学院 学程名称 开设课程 学分 备注 

工程学院 

全方位 CNC

多轴加工技

术人才训练

学程 

工具机精密组装与检测实务 3   

SolidWorks 3D 应用绘图 3   

CNC 车床、铣床实务操作 3   

五轴铣削中心机实务操作 3   

PowerMILL 中阶技法与案例实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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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MILL 高阶技法与案例实作 3   

工程学院 
单片机实务

应用学程 

单片机实务与能力认证 3 必修 

微处理机原理与实习 3 必修 

单片机韧体程序开发实务 3 必修 

单片机电路设计与布线技术 3 选修 

接口原理与应用 3 选修 

无线感测网络与行动技术 3 选修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实作 3 选修 

单片机在机器人控制应用 3 选修 

单片机在智能生活应用 3 选修 

单片机在物联网与穿戴式装置应用实务 3 选修 

管理学院 
创新与创业

管理学程 

体验台湾在地特色、 工艺服务与商品开发 3 必修 

企业创意创新思考与管理 3 必修 

菁英团队探索体验教育 3 必修 

台湾流通零售与连锁管理   3 选修 

创业规划暨中小企业融资 3 选修 

策略暨营销管理   3 选修 

沟通技巧与商务谈判 3 选修 

企业商务会展管理与实务 3 选修 

企业资源规划理论与实务   3 选修 

管理学院 
国际物流管

理学程 

国际物流管理 3 必修 

国际贸易实务 3 必修 

物流设施规划   3 必修 

全球供应链管理 3 选修 

关务与承揽实务 3 选修 

高效能仓储管理 3 选修 

采购与库存管理   3 选修 

物流信息系统实作  3 选修 

精实生产与操作系统实务 3 选修 

现场改善实务 3 选修 

管理学院 
物联网应用

学程 

进阶程序设计实务 3 必修 

物联网概论 3 必修 

物联网核心技术 3 必修 

系统分析与设计 3 选修 

网络数据库设计 3 选修 

嵌入式系统实务 3 选修 

无线感测网络 3 选修 

管理学院 
会展经营实

务学程 

会展科技 3 必修 

简报与沟通技巧 3 必修 

商业企划实务  3 必修 

国际礼仪 3 选修 

会展英文 3 选修 

多媒体设计 3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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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查 3 选修 

实战谈判(竞标)   3 选修 

财务规划 3 选修 

展摊规划与设计(视觉设计) 3 选修 

导览解说 3 选修 

观创学院 
观光游艺事

业学程 

领队与导游实务 3 必修 

博弈事业管理 3 必修 

导览解说 3 必修 

游艺活动规划与设计 3 选修 

旅游纠纷与危机 3 选修 

渡假型旅馆管理 3 选修 

3.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项目简介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位处于交通便捷之台北市关渡平原大屯山麓， 

山明水秀， 花木扶疏，绿意盎然，景色宜人。远可眺望台北繁华大都

会，近可饱览观音山、淡水河、关渡大桥等优美景致，山环水抱、钟

毓人杰，为孕育英才、万千学子学习的好学府。『城市大学』已是一所

兼有硕士班、四技、五专、日间部、进修部与进修学校，体制完备规

模庞大，学术与科技并驾齐驱之学府；目前共设立三个学院(工程学院、

商管学院、民生学院)十八系(含学程)。 

本校办学认真、师资优良、图仪设备新颖、训辅工作活泼生动、

绩效卓著。另董事会健全、财务结构完善，提供校务发展之雄厚后盾，

是青年学子进德修业之理想学府。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曾荣获教育部技

职风云榜竞赛类，本校是北区私立科技大学第一名；「104 人力银行高

薪调查」私立科大第一名；工程学院挑战高难度瑞士日内瓦等三大发

明展，9 年获 429 面奖牌，连续 21 届总奖牌数全国第一；商管学院

「世界杯计算机应用技能竞赛」全国第一；民生学院获国际料理竞赛 6 

特金、51 面金牌全国第一。交换生每学期选修 18-27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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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城市科技大学交换生课程（2017年秋） 
 
 

院别 系科 课程 学分 备注 

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系 

计算机辅助绘图 2.0 必修 

3D 打印制程 3.0 选修 

机械创意思考与设计 3.0 必修 

计算机辅助设计 2.0 必修 

液气压控制工程实务 2.0 必修 

机构原理与应用 3.0 必修 

计算机辅助立体绘图 2.0 必修 

精密量测 2.0 必修 

机械制图实务 2.0 必修 

模具机构设计 3.0 选修 

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系车辆组 

车辆创意思考与设计 3.0 必修 

车辆制造学 3.0 必修 

计算机软件应用 2.0 必修 

计算机辅助绘图 2.0 必修 

工程材料与应用 3.0 必修 

计算机辅助立体绘图 2.0 必修 

热流学 3.0 必修 

车辆性能测试与检验 2.0 必修 

能源科技 3.0 选修 

车辆底盘 3.0 选修 

工程学院 计算机与通讯工程 

智慧手机维修概论 3.0 选修 

数字系统设计 3.0 必修 

虚拟现实概论 3.0 必修 

基础电竞游戏训练 3.0 选修 

数字系统设计 3.0 必修 

讯号与系统 3.0 选修 

高频电路设计 3.0 选修 

网络协议 3.0 选修 

天线原理与设计 3.0 选修 

光纤通讯 3.0 选修 

软件定义无线电 3.0 必修 

工程学院 电机工程系 

工业 4.0 概论 3.0 选修 

计算机软件应用 2.0 必修 

工程数学 3.0 必修 

工业配电实务 2.0 选修 

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 2.0 必修 

图控程序设计实务 3.0 选修 

精实管理 3.0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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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学 3.0 必修 

电器设备 3.0 选修 

光电半导体组件 3.0 选修 

计算机硬件装修 3.0 选修 

工程学院 资讯工程系 

网页设计 3.0 选修 

数字逻辑设计 3.0 必修 

物理 3.0 必修 

数字逻辑设计 3.0 必修 

JAVA 程序设计 3.0 选修 

科技应用 2.0 必修 

微算机系统与接口应用 3.0 必修 

数据结构 3.0 必修 

物联网设计实务 3.0 选修 

创新管理 2.0 必修 

商管学院 企业管理系 

人力资源管理 3.0 必修 

服务业管理 2.0 必修 

消费者行为 2.0 必修 

服务创新与设计 2.0 必修 

财务报表分析 2.0 选修 

理财规划实务 2.0 必修 

顾客关系管理 2.0 必修 

投资学 2.0 必修 

商品企划与开发 2.0 选修 

商管学院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门市服务 3.0 必修 

消费者行为 2.0 必修 

软件包应用 2.0 必修 

会计信息系统 2.0 必修 

企业经营讲座 2.0 必修 

品牌经营与营销 2.0 选修 

广告管理与实务 3.0 必修 

简报制作与表达 2.0 选修 

海空运输物流 2.0 选修 

业态分析与商圈选择 2.0 选修 

商管学院 信息管理系 

互动装置应用 2.0 选修 

多媒体设计 2.0 必修 

商用程序语言(二) 2.0 必修 

商务企划入门 2.0 必修 

简报技巧与表达 2.0 选修 

营销管理 3.0 必修 

云端运算 3.0 选修 

电子商务网站管理 3.0 选修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3.0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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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装置程序设计 3.0 选修 

商管学院 应用外语系 

日本生活日语 2.0 选修 

英美语言与文化 2.0 选修 

英语口说训练 2.0 必修 

会议英语 2.0 选修 

中英翻译 2.0 必修 

领队与导游英语 2.0 选修 

西班牙文 2.0 选修 

英文写作与翻译 2.0 必修 

国际贸易实务 2.0 必修 

观光日语 2.0 选修 

英语观光导览 2.0 选修 

 

五、学生报名条件 

1.我院在籍的 2015、2016级学生，或符合我院与国（境）外院校

合作协议规定的在籍学生。 

2.政治思想表现好，热爱祖国，品德优良，具有进取心和责任感，

表现突出，遵纪守法，无违规违纪记录。 

3.符合国（境）外合作院校规定的申请条件；交换国的语言成绩

优良； 

4.学业成绩优良，必修课平均成绩达 70分以上,综合素质测评总

分排名在本专业内居前 20%； 

5.身体健康，征得家长同意，能圆满完成出国（境）学习任务； 

6.具有在国（境）外学习、生活的经济和自理能力，已交清应缴

纳学院的各项费用。 

六、学生报名材料 

《苏工院交换生学习项目申请表》 

七、费用 

详见建国科技大学、修平科技大学、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招生宣传

资料。 

八、学生选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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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处是我院学生对外交流选拔的主管部门，统一组织选拔交流

工作。 

1.学院根据与国（境）外相关高校学生交流的协议，拟定和公布

“交换生”交流学习名额。采取符合条件的学生自愿报名—教学单位

初审汇总—教务处、学工处复核—报分管院领导审议—院长批准同意

的工作流程。 

2.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下，各相关教学单位组织学生

报名，并依据选拔条件对报名学生进行综合考评，各教学单位根据学

生的报名情况，按学院下达的候选指标与期限将候选名单报送学工处。 

3.学工处组织相关部门对各单位报送的候选人进行审核和面试

后，按程序确定推荐人选，经主管院领导批准后向对方学校推荐。 

九、赴交流校学习专业及课程选择与学分认证 

学生务必根据建国科技大学、修平科技大学和台北城市科技大学

专业设置及课程开设情况，选择修读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专

业课程，以避免返校后，学分不被承认情形发生。应至少完成 18学分

的学习任务，其中 12学分以上必须是本人所学专业的相关专业类课

程，完成在对方学校学习计划，通过考试取得相应学分的，学校将根

据对方学校出具的学习证明及成绩单予以学分认证。 

十、对方学校网址链接 

1.台湾建国科技大学网址链接： 

学校首页:http://www.ctu.edu.tw 

2.台湾修平科技大学网址链接： 

学校首页: http://www.hust.edu.tw/ 

3.台湾台北城市科技大学网址链接： 

http://www.ctu.edu.tw/
http://www.h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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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首页：http://www. tpcu.edu.tw/ 

十一、其它事项说明 

1．“交换生学习项目”交换学习时间为一个学期，学生交换期满

后回校办理相关复学手续。 

2．“交换生学习项目”名单确定后，原则上不得退出，确有实际

困难的，需经系部及学工处同意，向学院外事办公室提出申请，经外

事办公室与对方校商许可后方可退出。无故退出的，不再有资格参加

“交换生学习项目”计划。 

3. 交换生赴国（境）外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遵守

对方学校的校纪校规，接受对方学校的管理。并与我院学工处和所在

教学单位保持联系，定期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 

4. 交换生交流学习期满回校后，应及时提供国（境）外学习期间

所获得成绩记录（证明）单、参加竞赛及活动的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学习交流总结（PPT）和有关文稿及影像资料，并根据安排参加系（院）

交流学习总结（汇报）会。 

 

 

http://www.h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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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苏工院赴台“交换生学习项目”申请表 
 

编号：  

姓   名  性别  学号  

身份证号  所在院系及年级  

现所学专业  学业成绩或综合排名  

学生会或班级

职务 
 电子邮件  

申请交换学习

学校 
 拟选学专业  

家庭地址  
联系电话（含移动、

固定） 
 

家庭 

主要 

成员 

姓名 关系 工作单位及联系方式 

   

   

   

经济条件（含父母工作性质、家庭年收入状况和能否承担参加本项目的全部费用）： 

 

 

家长意见（签名）：           2017 年  月   日 

所在教学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2017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2017 年  月   日 

学工处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2017 年  月   日 

外事办公室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2017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签字（盖章）：                2017 年   月   日 

备注：请务必如实填写本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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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学工处提供） 

申请        （学校名）         学生报名汇总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地 出生日期 联系地址 电话 院系/年级 
愿入本校 

选修院系 
电子邮箱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