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换生项目
交换生项目是指选派我校学生赴境外友好院校学习 1 学期或 1 学年，之后回到我校继续
完成其学业，交换生在境外友好院校学习期间取得的学分可以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转换成我校
的学分。目前，2018 年秋季学期如下项目可以接受报名：
序号

学校名称

学费

1

瑞士日内瓦工商管理学院

免学费（该校再额外资助我校学生每人 1000 瑞士法郎）

2

新西兰怀卡托大学

交学费

3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

交学费

4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交学费

5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交学费

6

美国密歇根大学迪尔本分校

交学费

7

美国达拉斯大学

交学费

8

美国东田纳西州立大学

交学费

9

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

交学费

10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分校

交学费

11

荷兰格罗宁根汉斯大学

免学费

12

捷克布杰约维采技术与商业学院

免学费

13

韩国大邱大学

免学费

14

波兰华沙理工大学

免学费

15

意大利欧洲设计学院

交学费

16

英国伦敦艺术大学

交学费

17

新西兰 Unitec 理工学院

交学费

相关信息:
1. 日内瓦工商管理学院（Geneva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学校介绍：日内瓦工商管理学院位于瑞士宁静美丽并且闻名遐迩的国际化大都市—日内
瓦，开设有工商管理、商业信息系统、国际贸易管理等专业。在校生 1200 人，来自 50
个国家。该校重视与企业、机构等合作，为学生搭建各种平台，同时也非常中场国际交
流，有 140 所合作院校。
学校网址：https://www.hesge.ch/heg/en
名额：2 名
申请条件：16 级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
学习时间：2018 年秋季学期/2018-2019 学年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2. 新西兰怀卡托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学校介绍：新西兰怀卡托大学,位于新西兰北岛的汉密尔顿市，成立于 1964 年，是一所
得到国际公认的公立大学，也是新西兰政府资助的 8 所公立大学之一，也是新西兰最现
代、最具创新精神的大学之一。怀卡托大学 QS 全球排名 292 名。
学校网址：www.waikato.ac.nz
申请条件：会计、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计算机类、信息安全、经济管理类、电子类、
英语、法律、材料工程、机械工程、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可报名，无名额限制
学习时间：2018 年秋季学期/2018-2019 学年
语言要求：雅思 6.0（法律专业需雅思 6.5）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3.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学校介绍：密西西比大学是美国密西西比州最古老的公立综合性大学，成立于 1848 年，
设有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院、法学院、新闻与媒体学院、文理学院、应用科
技学院、医学院、药学院等 15 个学院，在校生 2.6 万余人。在机械、电气、计算机、通
讯、土木、材料、化工等工程学科、以及经济学、工商管理、会计学、法学、英语、政
治、物理、数学、历史、医学、药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均有博士授予权。
学校网址：http://olemiss.edu/
学习时间：2018 年秋季学期/2018-2019 学年
申请条件：在我校所修专业与该校开设专业相同或相近的本科生均可申请, ，名额无限
制
语言要求：英语要求托福 79 或雅思 6.0---无条件录取（可以于 7 月 1 日前提供成绩）
英语托福 69-78 或雅思 5.0-5.5---需读一门语言课程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4.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学校介绍：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是坐落在美丽的洛杉矶的世界一流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世界百强名校。UCR 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公立大学系统—— 加州大学系统中十所名
校之一，也是该系统中发展最 快的一所大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治学十分专业和严谨,
拥有全世界顶级的工程学院-伯恩斯工程学院，在 学术界享有盛誉。该校其他各系所也
拥有良好口碑， 全校多个学系的研究成果都已达世界级水平。加州大 学河滨分校伯恩
斯工程学院代表加州大学系统内工程 类学科的顶尖水平。在全美公立大学工程学院排名
第 35 名，全美综合大学排名 69 名。2005 年诺贝尔化 学奖获得者理查德·施罗克（Dr.
Richard R. Schrock），1998 年和 2009 年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 漫画家史蒂夫·布林（Steve
Breen），以及 2001 至 2003 年间连任两届美国桂冠诗人，被《纽约时报》誉为 “美国最
受欢迎的诗人” 的比利·柯林斯（Billy Collins）皆是 UCR 的校友。
学校网址：http://www.ucr.edu /
学习时间：2018 年秋季学期/2018-2019 学年
申请条件：经济管理学院、计算机学院、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文
法学院、理学院、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建筑与艺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本科学生可报
名，名额无限制
语言要求：英语要求托福 79 或雅思 6.5。
说明：该校相关负责人将于 5 月初到我校为学生进行英语测试，如通过该测试，可以不
需要再提供托福或雅思成绩。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5.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学校介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是一所位于美国加州的顶尖公立大学，曾产生 25 位
诺贝尔奖得主、3 位菲尔兹奖得主，是全美重要的学术发展重地。UCSD 是美国进入全
部排名前 50 的 16 所大学之一，也是加州大学中的三所之一。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在
2018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全美工院排名中位列第 13 位 ，在 2018 年 QS 世
界大学排名中位列全球 38 位 ，在 2017 年 USNews 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全球第 15 位。
学校网址：http://www.ucsd.edu/
申请条件：经济管理类、工科类、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专业学生可报名, ，名额无限

制
语言要求：托福 90 或雅思 7.5（可以于 7 月 1 日前提供成绩）
申请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25 日
6. 美国密歇根大学迪尔本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Dearborn）
学校介绍：密歇根大学迪尔本分校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三个校区之一。密西根大学为州
立大学，成立于 1817 年。三所分校由密西根大学董事会共同管理，分校间学术研究合
作紧密。密西根大学迪尔本分校设有文理学院、工程与计算机学院、管理学院、和教育
学院。其工程与计算机学院有 9 个本科专业，13 个研究生项目，及 6 个博士项目。密
西根大学迪尔本分校位于美国及世界的汽车工业中心，其校区座落在美国汽车工业的发
祥地——福特庄园之内，与福特汽车公司总部及其研究中心相毗邻。1959 年，当福特
家族将其庄园的一大片土地捐献给密西根大学时，密西根大学立即将其建成迪尔伯恩分
校，更好地为汽车工业服务。1998 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将包括密西根大学迪尔伯
恩分校在内的区域划为国家级汽车工业遗产园(Automobile National Heritage) 。密西根
大学迪尔本分校的工程与计算机学院十分注重应用研究和教学，尤其注重在汽车工程领
域的研究和教学，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及众多的零部件厂保持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在
迪尔伯恩工学院在读的研究生中许多来自三大汽车公司及其主要零部件供应商。同时，
在校生也可以非常方便地去汽车公司实习。密西根大学迪尔本分校的校友遍布美国汽车
工业。
学校网址：www.umdearborn.edu
申请条件：绩点 75 分, ,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17 级、16 级、15 级学生可报名, ，
名额无限制
语言要求：英语要求托福 80 分或雅思 6.0 分或大学英语六级 480 分（需 2018 年 7 月 1
日前提供成绩）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7. 美国达拉斯大学（University of Dallas）
学校介绍：美国达拉斯大学，简称 UD,成立于 1956 年,是全美著名私立大学之一，位于
美国德克萨斯州，邻近全美第 9 大城市达拉斯市。该校设有四个学院，包括江诗丹顿文
理学院、萨蒂什&雅斯敏商学院、布兰尼夫文理研究生院以及安&乔.阿诺伊霍夫(School of
Ministry) 。
学校网址：http://udallas.edu/
申请条件：15 级、16 级经济管理类学生可报名, ，名额无限制
语言要求：托福 79 或雅思 6.5。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8. 美国东田纳西州立大学
学校介绍：东田纳西州立大学坐落在田纳西州约翰逊城（Johnson City）
，为公立综合性
大学，成立于 1911 年，设有工商学院、文理学院、教育学院、医学院、药学院、公共
卫生学院等 9 个学院，在校生 2 万余名。
学校网址：http://www.etsu.edu/
学习时间：2018 年秋季学期/2018-2019 学年
申请条件：16 级中文、法律、英语专业本科生，名额无限制
语言要求：托福 61 分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9. 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
学校介绍：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
Pomona）,简称 CPP,是一所公立大学，成立于 1938 年，主校园位于加利福尼波莫纳西北
角的市郊地区。
学校网址：https://www.cpp.edu/
学习时间：2018 年秋季学期/2018-2019 学年
申请条件：在我校所修专业与该校开设专业相同或相近的本科生均可申请，名额无限制
语言要求：托福 71 分（可于 2018 年 7 月 1 日前提供成绩）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6 月 1 日
10.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分校（University of Alabama in Huntsville）
学校介绍：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分校是一所成立于 1950 年的公立学校，位于美国东
南部亚拉巴马州北部的亨茨维尔市。该市是世界上重要的宇航研究中心之一，有“火箭
城市”之称。该校设有工程学院、理学院、商学院等 7 个学院，并设有 16 个研究中心，
是美国高新技术国际研究中心的重要成员之一。该校工程学院是该校最大的学院，其所
有专业都得到了 ABET 工程认证委员会的认证，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电气工程、
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等专业具有博士授予权。
学校网址：https://www.uah.edu/
学习时间：2018 年秋季学期
申请条件：计算机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机械与材料工程学
院、土木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文法学院、理学院本科学生均可报名
语言要求：原则上要求雅思 6.0（如无雅思成绩，大学英语四级应通过）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11. 荷兰格罗宁根汉斯大学（Hanz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neces）
学校介绍：荷兰格罗宁根汉斯大学是一所公立的应用型科技大学，始建于 1798 年，位于
荷兰格罗宁根市，是荷兰最古老的应用技术类大学。拥有在校生 25,000 余名，教职员工
2,700 余名。该校设有 70 多个学位项目，下设 18 个学院，开设 5 个英文授课专业，包括
艺术、工程、音乐等。该校是荷兰学科设置最全面，规模最大的应用型科技大学，其知
名度很高，其在荷兰排名第十九位。
学校网址：www.hanze.nl
学习时间：2018 年秋季学期
申请条件：16 级建筑学、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可申请，名额为 5 名
语言要求：英文授课，要求英语能力强，无需提供托福或雅思成绩
申请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12. 捷克布杰约维采技术与商业学院（Vysoka skola technicka a ekonomicka v Ceskych
Budejovicich）
学校介绍：捷克布杰约维采技术与商业学院，地处捷克南波西米亚州，风景优美。该校
成立于 2006 年，是捷克仅有的两所仅注重理论知识教学，更加重视对学生应用技能的
培养的公立学院之一。该校设有专业本科、硕士课程。设有机械工程专业、运输与物流
专业、经济与管理专业以及土木工程专业等。
学校网址：www.vstecb.cz

学习时间：2018 年秋季学期
申请条件：土木工程、工程管理、会计、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 16 级本科生，名额无限制
语言要求：英文授课，要求英语能力强，无需提供托福或雅思成绩
申请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25 日
13. 韩国大邱大学（Daegu University）
学校介绍：韩国大邱大学，创建于 1956 年，是一所由韩国大学的教育先驱为了发展特
殊教育、社会福利教育而建立的综合性大学。该校在韩国具有很强的实力，在 2001 年
被评为了韩国名门学府，并在 2003 年被指定为地方重点大学。该校有 12 个学院 101 个
专业，并设有 9 个研究生院。
学校网址：www.daegu.ac.kr
学习时间：2018 年秋季学期
申请条件：15、16 级英语和日语专业学生，以及具有一定韩语水平的其他专业学生。名
额为 1 名。
申请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25 日
14. 波兰华沙理工大学
学校介绍：波兰华沙理工大学位于波兰首都华沙，是波兰最古老和最大的大学，成立于
1826 年。该校在波兰理工类大学中排名第一，其学历有相当的知名度并得到国际认证，
是波兰最重要的、学术完全独立的科研技术中心的公立大学。该校有 17 个院系，包括
汽车与工程机械学院、土木工程学院、环境工程学院以及电气工程学院等。该校与全球
多所大学、科研机构及高技术产业学科合作。
学校网址：http://www.students.pw.edu.pl/
学习时间：2018 年秋季学期
名额：2 名
申请条件：16 级本科专业：土木工程、电气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械工程
17 级研究生专业：建筑学、城市规划、土木工程、电气工程、电子信息工
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语言要求：英文授课，要求英语能力强。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15. 意大利欧洲设计学院(Istituto Europeo di Design)
学校介绍：意大利欧洲设计学院,成立于 1966 年，总部设在意大利米兰，在都灵、罗马
和卡利亚利分别设有分院。它是欧洲最大的私立设计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及很高的国
际声誉。学院致力于设计、时尚、视觉艺术、管理和传播领域的教育和研究。该校分为
四所学院，即设计学院、服装学院、艺术学院和传媒学院。该校为有志青年在时尚、设
计和传播领域的职业发展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有在校生约 12,000 名，来自世界不同国家
及地区。学费约为 14,000 欧元/学年
学校网址：http://www.ied.it/
学习时间：2018-2019 学年
申请条件：数字媒体技术、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工业设计专业 16 级本科生可报
名，名额无限制
语言要求：雅思 5.0，如没有雅思成绩，可通过该校的语言测试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16. 英国伦敦艺术大学(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学校介绍：英国伦敦艺术大学,简称 UAL，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学院之一，是欧洲最大
的艺术、设计、时尚、影视表演、传媒和新闻出版类大学。伦敦艺术大学采用联合学院
制，由六所世界著名的艺术、设计学院组成：坎伯韦尔艺术学院、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
切尔西艺术及设计学院、伦敦时尚学院、伦敦传媒学院和温布尔登艺术学院。为来自 100
多个国家，超过 24,000 名学生提供预科 、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课程
学校网址：http://www.arts.ac.uk/
学习时间：2018 年秋季学期/2018-2019 学年
申请条件：16 级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风景园林、城市规划、建筑学专业学生可报
名，名额无限制
语言要求：雅思 6.0，各小分不低于 5.5。
申请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17. 新西兰 Unitec 理工学院
学校介绍：新西兰 UNITEC 理工学院创建于 1976 年，坐落于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市，
是一所以教育水平高著称的公立大学，是新西兰最大的高等理工学院。该校设有 17 个
学院，包括应用技术学院、建筑和园林建筑学院、工程建筑学院等。学费约为 8000 新
西兰元/学期。
学校网址：www.unitec.ac.nz
学习时间：2018 年秋季学期
申请条件：在我校所修专业与该校开设专业相同或相近的 16 级本科生均可申请，名额
无限制
语言要求：雅思 6.0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