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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学生留学交流经费资助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和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进一步推动和
鼓励我校学生赴海外学习，根据《江苏大学关于推进国际化工作的实
施意见》
（江大校〔2010〕359 号）规定，学校特设立学生留学交流
经费。为了做好经费的规范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试行）
。
第二条 专项经费首次投入 500 万元，用于资助我校学生赴海外
留学交流或参加出国类外语考试。以后每年视实际情况追加投入。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赴海外学习包括赴海外公费或自费留学、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到境外学校（或经过学校认证的教育机构）进行
交流学习、实习、实践（含专业实习、社会调研、文化交流、课程学
习、假期带薪实习等）
。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的出国类外语考试包括托福、
雅思、GRE、GMAT、
德福、法语 TEF、日语等级考试、韩国语能力考试等。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五条 取得我校学籍的中国籍全日制研究生、本科生。
第六条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
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组织观念强。
第七条 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在
校学习期间无违法违纪行为。
第八条 积极参加海外学习或出国类外语考试，获得学校资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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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为学校开展海外学习和出国类考试项目服务。
第九条

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江苏省优秀学生干

部、江苏省三好学生、校长奖学金、校三好标兵、江苏大学十佳青年
学生、江苏大学励志之星等奖项、荣誉者，优先获得资助。
第三章 赴海外学习资助标准
第十条 学生在校期间或毕业当年，赴全球排名 300 名以内的学
校或 ESI 国际学科排名全球前 1%的学科攻读上一级学位的，学校资
助每人 30000 元；攻读同一级学位的，学校资助每人 10000 元。
第十一条 学生应邀参加在海外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学术报
告的，符合第九条规定且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校资助会议费及国际旅
费（以 15000 元为上限）
，其他学生学校资助 10000 元。
第十二条 学生参加在海外举行的“三国三校”国际学术研讨会，
经选拔的参会学生的国际旅费等相关费用全部由学校承担。
第十三条 学生到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境外学校（或经过学校认证
的教育机构）进行学年（学期）交流学习以及参加江苏省大学生海外
学习计划，符合第九条规定者，学校资助每人 10000 元，获得校、院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学校资助每人 5000 元，其他学生学校资
助每人 3000 元。
第十四条 学生参加学校推荐的境外实习、实践项目（含专业实
习、社会调研、文化交流、课程学习等）
，符合第九条条件者，学校
资助每人 5000 元，获得校、院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学校资助
每人 3000 元，其他学生学校资助每人 2000 元。
第十五条 学生到境外参加学校推荐的假期带薪实习，符合第九
条条件者，学校资助每人 3000 元，获得校、院三好学生、优秀学生
干部，学校资助每人 2000 元，其他学生学校资助每人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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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一年级学生（含硕士研究生、本科生）赴海外学习，
以选拔时间的当学年获得的奖项、荣誉作为资助标准。其他学生以选
拔时间的上学年获得的奖项、荣誉作为资助标准。
第十七条 学生在校期间只能获得一次资助，毕业当年赴海外留
学者可增加 1 次资助。
第四章 参加出国类外语考试资助标准
第十八条 在校期间获得雅思成绩 6.5 分及以上、托福成绩 85
分及以上、GRE1300 分及以上、GMAT 600 分及以上、德福 4 级及以上、
法语 TEF699 分及以上、日语等级考试二级及以上、韩国语能力考试
9 级及以上的学生，学生报销全部考试报名费用。
第十九条 其他语种能力测试报销办法参照上一条款。
第二十条 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出国外语类考试只能获得一次资助。
第五章 申请程序
第二十一条 学生到学生工作处申请资助须提供以下相关证明材
料：
（一）学生在校期间或毕业当年赴海外留学，提供留学学校的录
取通知书原件、是否获得奖学金等有关证明。
（二）学生应邀参加在海外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学术报告的，
提供邀请函原件。
（三）学生参加在海外举行的“三国三校”会议，到境外友好学
校（或经过学校认证的教育机构）进行交流学习，到境外实习、实践
（含专业实习、社会调研、文化交流、游学等）以及参加江苏省大学
生海外学习计划，到境外参加暑期带薪实习，提供入选通知原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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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获奖证书原件。
（四）学生参加出国类外语考试，并取得相应考试成绩，提供成
绩单原件。
第二十二条 学生工作处根据评选条件进行审核。
第二十三条 学生工作处将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名单、银行卡号
及资助金额函告财务处，由财务处将资助款项一次性划入学生的银行
卡内。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学生留学交流经费资助审核工作每季度进行一次。
每季度结束后的 7 个工作日内将审核结果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五条

学校授权学生工作处对经费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第二十六条

获得赴海外学习资助的学生出现下列情况，将取消

资助：
（一）自获批之日起 3 个月内未能赴海外学习者。
（二）在校生在海外学习期间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学校将根据情
况要求部分或全额退还已支付的资助款项：
1.学习成绩出现大幅度下降；
2.违法违纪；
3.逾期不归。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没有列举的、确需资助的情况按照相近条款，

报校长办公会同意后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江苏大学优秀贫困生海外游学（含学术交流）项目奖学金评选管理
办法》
（江大校〔2010〕367 号）同时废止。其他与学生国际化资助
有关的文件、制度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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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国际化本科教学中学分认定暂行规定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目前我校与国外、港澳台地区高校
间的学生交流活动日益增多，为规范国际化教学中本科生成绩管理，
根据《江苏大学学分制管理暂行规定》
（江大校〔2010〕89 号）
、
《江
苏大学国际交流项目学生管理的有关规定》
（江大校〔2007〕105 号）
和《江苏大学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暂行规定》
（江大校〔2009〕43 号）
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具体情况，特制订本管理规定。
第一条 国际化教学中的学分互认本科生的界定：
国际化教学中的学分互认本科生是指按校（院）际合作交流协议
和交流项目派出的在校注册的全日制本科学生（以下简称交流生）
、
与外国留学生同堂英语授课的在校注册的全日制本科学生（以下简称
同堂授课生）
、与我校同专业全日制本科生同堂跟班听课的外国留学
生（以下简称跟班听课留学生）等。
第二条 学分认定的基本原则：
（一）交流生学分认定的基本原则：
1.交流生在交流学校选课时应参照我校的专业培养计划选课，尽
量选择与本专业培养计划相对应的课程。
2.交流生在交流学校学习时每学期应至少完成相当于我校培养
计划 15 学分的课程。
3.交流学校的某门课程学分高于我校该课程学分，按我校课程的
学分记载，高出部分不能抵消该生在其他课程所欠学分。
4.交流学校的某门课程学分低于我校该课程学分时，如不足 1
学分（含 1 学分）
，按我校该课程的学分记载；如低于 1 学分以上，
学生应参加我校相关课程的修读；或由学院研究审定，用学生在交流
学校修读的其他相关课程弥补未修部分的学分。
5.对无法通过替代完成的必修课程，学生可通过参加我校的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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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或跟随下一级学习等方式进行补修。
6.交流生在国外（境外）修读的研究类课程、实验类、实习类课
程可视具体情况替换为我校教学计划中的实践环节等学分。
7.短期派出项目（如：科研课题、文化项目、游学等）
，可视具
体情况替换为我校教学计划中的社会实践、学年论文、教育实践、认
识实习等实践环节学分。
（二）同堂授课生学分认定的基本原则：
1.同堂授课生应根据本专业的培养计划，选择与本专业培养计划
相对应的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的课程。
2.修读的学分相同的课程可直接转换，对于修读低于本专业培养
计划要求学分的课程，应适当补修、综合考核通过后可予以课程和学
分的转换。
（三）跟班听课留学生学分认定的基本原则：
1.鼓励外国留学生与我校同专业的全日制本科生同堂跟班听课。
2.修读的学分大于等于留学生专业培养计划要求学分的课程可
直接转换，对于修读低于留学生专业培养计划要求学分的课程，应适
当补修、综合考核通过后可予以课程和学分的转换。
第三条 成绩认定与学分转换程序：
（一）交流生成绩认定与学分转换程序：
1.交流生在派出前应认真填写《江苏大学交流学生学习计划安排
表》
（附录 3）
（一式三份，由本人、院（系）与教务处分别存档）
，
经学院和教务处审核认定后实施。
2.交流生应于交流结束后将《江苏大学交流生成绩认定与学分转
换申请表》
（附录 6）
（一式两份）
、交流学校学习成绩单原件一份复
印件一份、修读课程的大纲及简介等相关材料提交学院，以便进行成
绩认定与学分转换手续；为方便学院及时掌握情况、指导交流生在国
外（境外）有计划地学习，派出一年及以上的交流生须每学期进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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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认定与学分转换工作。
3.交流生在交流学校修读课程的成绩认定与学分转换工作由学
院组织进行，教学院长审核通过后报教务处审批。
4.教务处审批通过后由学生所在学院教务秘书进行成绩登录。
5.成绩记载与转换方式：
（1）若交流学习成绩记载方式与我校相同，则无需转换，直接
记载。
（2）若交流学习成绩记载方式为五级分制时，按如下对应关系
转换成百分制：
优秀：95、良好：85、中等：75、及格：65、不及格：55。
（3）若交流学习成绩记载方式以“A+”
、
“A”
、
“A-”
、„„ “F”
方式给出，则根据下表中的成绩等级与百分制或五级分制成绩的对应
关系转换。
成绩
等级
百分制
成绩

A+ A

A-

B+

B

B-

C+

C

C-

D+

D

D-

F

98 90

88

85

80

78

75

70

68

65

60

55

50

五级

优秀

分制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4）若交流学习成绩记载方式为二级分制时，按如下对应关系
转换：
合格（P）
：85、不合格（F）
：55。
6.学生应于对外交流项目结束后下一学期第五周前完成申请手
续，学校在第六周后统一进行学分认定处理。
（二）同堂授课生成绩与学分认定程序：
1.同堂授课生应根据本专业的培养计划和同专业外国留学生的
培养计划，选择与本专业培养计划相对应的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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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填写《江苏大学同堂听课申请表》
（教务处网站下载）
，经专业所
在学院审核通过后报教务处审批，同时送海外教育学院备案。
2.教务处审批通过后发同堂听课证，学生凭听课证同堂听课。
3.考试成绩单交学生所在学院教学秘书，由教学秘书从教学管理
系统中登录。
（三）跟班听课留学生成绩与学分认定程序：
1.外国留学生应根据本专业的培养计划和同专业普通全日制本
科生培养计划，选择与本专业培养计划相对应的汉语授课的课程，填
写《江苏大学跟班听课申请表》
（教务处网站下载）
，经海外教育学院
审核通过后报教务处审批。
2.教务处审批通过后发跟班听课证，学生凭听课证跟班听课。
3.考试成绩单交海外教育学院进行成绩记载。
第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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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为紧密配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培养一
批若干年后国家建设所需各行各业拔尖创新的人才，国家留学基金委
于 2007 年设立了“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
根据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实施方案精神，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派类别：
公派研究生类别为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和联合培养博士研
究生。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申请时为我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在读硕士
生（包括应届硕士毕业生）
、或博士一年级学生，需提交国外院校的
入学通知书。入学时间原则上为申请当年，留学期限一般为 36－48
个月，具体以留学目的国及其院校学制为准。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派出时为我校流体机械及工程、农业电气
化与自动化学科的在读博士生，留学期间从事课题研究，需提交国外
院校导师出具的邀请信及详细的研修计划。入学时间为申请当年，留
学期限为 6－24 个月。
二、优先资助学科、专业领域：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确定的经济重
点领域、社会发展重点领域；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
》确定的重点领域、重大专项、前沿技术、基础研究
领域。
三、公派研究生的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具有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无
违法违纪记录，具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2．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外语水平符合国外院校的
语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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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日制在读学生（委托培养和定向生除外）
，申请时年龄不超
过 35 岁；
4．身心健康。
本项目选派范围不包括已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且尚在有效期
内的人员及已获得国外全额奖学金资助的人员。
四、时间要求：
1．派出当年的上一年 12 月中旬前，拟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
公派出国项目的学生将申请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网站下载）填写完
毕交至学院，12 月底由各学院将拟申请出国研究生名单（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网站下载）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纸质稿交国际合作与交流
处合作办学科，电子稿发送至 lishuyan@ujs.edu.cn），国际合作与交
流处汇总后以公函形式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只有在该名单中的人员，
才有资格在网上申报。派出当年的 1 月 3 日左右（具体以相关通知要
求为准）
，拟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公派出国项目的学生将全套申
请材料交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统一受理时间一般为派出当年的 3
月 1 日－3 月 20 日。网上申请时应已获留学单位出具的正式邀请信
及国内外导师共同签名制定的联合培养计划；
3．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一般在派出当年的 4 月份组织专家
评审，公布派出人员名单。
其他不明事宜可登陆国家留学基金委网站（www.csc.edu.cn）查
询，或与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联系（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
0511-887927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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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高校合作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高校合作项目类
立项申报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项目要求：
申报项目涉及的国外大学（机构）应是学校已与其签署了合作协
议，并可实施。各学院可从已签署的校际协议中本着强校（综合实力
全球前 200）强项专业的原则选择项目申报（可选择的国外高校列表
见附件 2-1）
。
二、选派类别及交流形式：
选派本科插班生，主要赴国外进行课程学习、毕业设计或赴国际
组织/企业/实验室实习，每个项目申报学生数不超过 5 人，学校将根
据申报情况择优上报留学基金委。
三、交流期限：3-12 个月。
四、选派专业领域：选派专业领域为国家重点学科、国家优势学
科及“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
五、资助内容：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规定留学
期间的奖学金生活费。
六、申请资格：
1．基本要求：
①具有中国国籍，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和专业素
质，身心健康，无违法违纪记录，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服务的事业
心和责任感；
②申请人员为我校在校的全日制在读二年级（含）以上本科生；
③品学兼优，申请时在本专业年级专业成绩排名前 10%或平均分
85 分以上或绩点 3.5 以上（4 分制）
；
本项目选派范围暂不包括已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且尚未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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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以及正在境外学习、工作的人员。
2．其他要求：
学生申请时应已获国外大学、机构出具的正式邀请信（各学院在
校内申报时可先不提供邀请信，待项目申报之后办理）；外语水平符
合国外拟留学单位的语言要求或达到以下条件之一：
①曾在同一语种国家留学一学年（8-12 个月）以上；
②参加“全国外语水平考试”
（WSK）并达到合格标准；
③曾在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培训部参加相关语种培训并获得结
业证书（英语为高级班，其他语种为中级班）
；
④参加雅思、托福或德、法、意、西、日、韩语水平考试，成绩
达到以下标准：雅思 6.5 分，托福 95 分，德、法、意、西语达到欧
洲统一语言参考框架（CECRL）的 B2 级，日语达到二级（N2）
，韩
语达到 TOPIK4 级。
七、立项申报办法：
1．各学院确定选派项目名称；
2．各学院填写“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申请书”
，申请书内容
要求（不同年份或有所不同）请于申请当年的 11 月中旬点击留学基
金委网站（http://www.csc.edu.cn）查询；
3．留学基金委立项申请时间一般为每年的 12 月 1 日至 15 日，
获资助项目公布时间为次年的 1 月下旬。资助项目立项成功后，各学
院组织选拔学生，学生网上报名及申请受理时间一般为次年的 4 月
10 日至 20 日。
请申报项目的学院于申请当年的 11 月底前将“优秀本科生国际
交流项目申请书”报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合作办学科，电子版发送至
lishuyan@ujs.edu.cn；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0511-8879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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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江苏大学与全球前 200 位院校签署协议列表
合作院校 国
中文名

协议全称

别

协议类别
教师、学生、

佛罗里达

美

州立大学

国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科 研 或 学 术
Jiangsu University and The Florida State 交 流 等 校 际
框架合作交

University

流备忘录
教师、学生、
Menorandum
密西西比

美 Academic

州立大学

国 between

of

Understanding

&Research
Jiangsu

on

Collaboration

University

and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科研或学术
交流等校际
框架合作交
流备忘录

奥尔胡斯
大学

丹
麦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Aarhus

University

(Danmark)

and

研究生校际
交换备忘录

Jiangsu University (China)
教师、学生、
滑铁卢
大学

加
拿
大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of Waterloo(Canada)
and Jiangsu Universit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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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或学术
交流等校际
框架性合作
交流备忘录

3 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博士生奖学金项目
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博士生奖学金项目是根据中日两国教育
交流协议，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留学基金委）选派
留学人员赴日攻读博士学位的交流项目。
（以下为 2012 年通知，供参考）
一、选拔专业：
2012 年我校可择优推荐 2-3 名候选人，专业限理、工、医学类。
二、申请资格：
1．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无违法违
纪记录，学成后回国为祖国建设服务；
2．身心健康；
3．1978 年 4 月 2 日以后出生；
4．2012 年 8 月前获得硕士学位；
5．熟练掌握英语或日语，具有良好的语言学习能力；第一外语
为日语者还须具备运用英语从事学习、研究、撰写论文和进行学术交
流的能力；
6．本项目申报时无须提交日方留学院校出具的入学通知书及免
学费证明。
三、申请时间及方式：
申请人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递交申请，经学
校审核同意后，候选人应于 4 月 20 日至 28 日登录国家留学基金管理
委员会网上报名系统（http://apply.csc.edu.cn）进行网上报名，并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前将申请材料统一提交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国家留
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不直接受理个人申请。
四、语言培训及派出：
被录取人员须从 2012 年 10 月起参加在东北师范大学留日预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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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进行的日语培训（经考核日语水平优秀者可不参加）。培训合格后
作为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派出，派出时间暂定为 2013 年 10 月，具体由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通知。
五、项目费用：
日方提供学费、奖学金生活费、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国家留学基
金承担国内日语培训费。
其他不明事宜或相关表格可登陆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网站查询下
载，项目咨询联系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李老师，联系电话：
0511-8879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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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苏大学与德国马格德堡大学合作举办
工程热物理（化学和能源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教育项目
为充分利用海外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我校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水
平和研究生的国际竞争力，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国际化高级专
门人才，学校与德国马格德堡大学开展中德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招生
工 作 ， 该 项 目 经 教 育 部 批 准 招 生 （ 项 目 批 准 书 号
MOE32DE1A20121230N）
。
（以下为 2013 年通知，供参考）
一、招生学科及人数：
本项目 2013 年联合培养专业：工程热物理专业（江苏大学）
、能
源与化工（德国马格德堡大学）
。
江苏大学招生学科（或专业）为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含流体
力学、工程热物理、热能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流体机械及工程、
化工过程机械）
、材料科学与工程（含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材
料加工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化学工程
与技术（含化学工程、化学工艺、应用化学、工业催化）或动力工程
（专业学位）
。
招生人数为 30 名。
二、招生对象：
本项目研究生将从上述学科（或专业）在学硕士研究生或已毕业
的硕士研究生中选拔，不包括定向生和委培生。
英语水平达到以下条件之一：IELTS 成绩≥6.0 分，或 TOEFL 成
绩≥85 分（最迟必须在申请出国签证前取得合格的语言成绩）
。
三、报名程序：
2013 年 1 月 10 日—2013 年 3 月 15 日申请人填写《江苏大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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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报名表》
（见附录 4）
，并交江苏大学研究生院
招生办。
四、录取方式：
2013 年 3 月中旬—4 月下旬，江苏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组织面
试，确定录取名单。
五、学习年限、学费、学习期间待遇：
联合培养项目采用 2+1 方式，即 2 年在江苏大学学习，1 年在德
国马格德堡大学学习，达到培养要求后授予德国能源与化工专业硕士
学位及国内相应专业的硕士学位。在国内学习期间，享受在校研究生
同等待遇。学生在德国学习无需缴纳学费，往返旅费和在德国期间的
生活费用自理。
六、其他说明：
1．参加该项目的研究生，需向学校交纳 5000 元/人作为德国马
格德堡大学教师来校授课费用、往返旅费等费用。
2．德国马格德堡大学 CEE 项目管理组（Wunderlich 博士，汪老
师）收取项目运作服务费（来华面试、办理留德审核证书、申请入学、
发放电子文版入学通知和快递原件、安排住房，申办公立医保、柏林
接机，陪同学生报户口、签租房合同、银行开户、注册、延签证、帮
助学生快速熟悉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并及时解决学生所遇到的困难）
：
18000 元/人。
3．国内方协助办理留德审核证书、入学申请、签证申请的费用：
500 元/人。
咨询电话：0511-88780086，0511-88792798。其他不明事宜可登
陆江苏大学研究生院（http://yjsy.ujs.edu.cn/newweb/）网站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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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江苏大学与美国阿卡迪亚大学合作举办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教育项目

为了进一步加深国内外高校间的经济、文化及社会环境的相互理
解，美国阿卡迪亚大学已经与中国一些高校达成协议，旨在建立本科
和研究生项目的学术交流及合作，推进大学生学术活动的开展。
一、项目优势：
阿卡迪亚大学是位于费城大都会地区的一所排名顶尖的私立大
学，同时也是全美海外学习领域的领先者。阿卡迪亚的本科学生参与
海外学习的比例在美国硕士型大学中是最高的，在国际教育学会的
《Open Door 2009》报告当中，阿卡迪亚大学已经是第二年高居榜首。
著名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将阿卡迪亚大学评为“美国北部
地区的顶尖硕士型大学”
、
“全美顶尖的海外学习项目提供者”以及“顶
尖的有前途的学校”
。其物理治疗项目在全美排名第七。
二、项目地点：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三、项目时间：
两年。
四、项目费用：
本科生出具的财务证明金额应当大概相当于 43000 美元。研究生
视具体专业费用有所不同。
五、申请资格：
研究生：所有研究生课程的最低成绩是在纸张为基础的托福成绩
550 分，计算机为基础的托福成绩 213 分，或在新的互联网为基础的
托福成绩 80 分。雅思考试的分数最低为 6.5 分。测试结果必须直接
发送到阿卡迪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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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英语非母语的学生需要提供语言能力证明。本科学生基
于纸张的托福成绩是 530 分，计算机为基础的托福成绩 200 分，在新
的互联网为基础的托福成绩 73 分。雅思考试的分数最低为 6.0 分。
测试结果必须直接发送到阿卡迪亚大学。
六、申请截止日期：
秋季入学：5 月 1 日截止申请；春季入学：10 月 1 日截止申请；
夏季入学：2 月 1 日截止申请。
七、学年介绍：
学年从当年 8 月底—次年 5 月中旬结束。秋季学期：大概为 8
月 31 日—12 月 20 日；春季学期：大概为 1 月 16 日—5 月 15 日；夏
季学期：分为 I、II、III 三个阶段，大概为 5 月 22 日到 8 月 25 日。
学校联系人：理学院卢老师 0511-88791128；详细内容参见江苏
大学理学院网站（http://fos.ujs.edu.cn/newf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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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江苏—安省大学生交流项目
（参照 2012 年文件）

根据江苏省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签署的《江苏—安省大学生交流项
目》协议（简称 OJS 项目）和江苏省项目协调小组的通知，结合我
校的实际情况，研究决定，在我校 11 级本科生和 12 级研究生中推选
4+1 名候选人（其中候补名额 1 名）至江苏省教育厅项目协调小组，
由该项目双方协调小组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 12 所高校共同确定交换
学生。现将有关实施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优势：
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位于加拿大东部，面积 106.8 万平方
公里，人口 974.8 万，居全国第一位，省会多伦多是全国第一大城市，
另外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也位于该省。安大略省拥有 30 多所大学，
是加拿大大学最多的省份，名校林立，各具特色。
参加该项目的大学有：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
、约
克大学（York University）
、布鲁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
、西安大
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
、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
、尼皮辛大学（Nipissing
University）
、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
、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
、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
、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安省艺术与设计学院（The Ontario College of Art &
Design）
。
二、项目地点：加拿大安大略省。
三、项目时间：2013—2014 学年。
四、项目费用：
参加该项目的同学，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并具有符合加拿大签
证要求的资金条件。加方学校免收该项目学生的学费，本科生需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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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缴纳 1.8 万元(含本校交流学年的专业学费)、研究生需向我校缴纳
1.2 万元作为对方学生来江苏省高校和我校的学习费用；派遣学生往
返旅费及生活费用自理。
五、申请资格：
1．有志成为江苏—安大略省文化交流使者，为两省友谊做出自
己的贡献；
2．在籍的 11 级本科生和 12 级研究生，本科生到加拿大安省学
校完成三年级的学习任务，研究生到加拿大安省学校进行合作科研；
3．除医学、法律专业不参加本项目交流外，其他专业的学生均
可报名参加该项目,选择安省学校相同或相近专业学习；
4．身心健康，学习成绩、综合表现优良，具有较好的沟通能力；
5．所有已修课程成绩平均绩点 3.0 及以上；
6．外语水平达到安省项目学校要求，不同院校要求不同，必须
有雅思 6.5 分（含）以上或者托福 IBT 87 分（含）以上成绩。
六、时间要求：
2013 年 1 月 4 日 17:00 前，各学院将申请参加 OJS 项目学生名
单（每学院限报 2 名）
，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合作办学科（电子稿发
lishuyan@ujs.edu.cn）；1 月 11 日前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将会同教务处、
学生工作处、研究生处、纪委、监察处，组织资格审查和综合面试，
确定候选人，并进行公示；1 月 18 日前将确定的 OJS 项目候选名单
报江苏省项目协调小组；
加方选拔和安置时间为 2013 年 3 月—5 月；
学生办理签证为 2013 年 6 月—7 月。
七、申请材料：
通过面试的学生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前提交项目申请表及填表说
明中所列附件材料，纸质版、电子版各一套。请认真考虑第一志愿，
一般先按照第一志愿进行邮寄资料；如果第一志愿学校不接收，只能
等待第二轮的邮寄；请在 OJS 网站上 http://ojs.ouinternational.ca 认真
查看每个学校对英语的要求；主要接收学校为 Carleton 和 Waterl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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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校每年只接收两三个学生（2013 年全省共选派 41+10 名）
。
学校联系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李老师，联系电话：
0511-8879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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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江苏大学本科生境外学习政府奖学金项目
（参照 2013 年文件）
为进一步提高我省大学本科生中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学生比例，
加强我省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合作与交流，提升江苏高等教育在人
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层次和水平，2013 年江苏省教育厅正式
启动江苏高校学生境外学习政府奖学金项目。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开
展江苏高校学生境外学习政府奖学金项目选派工作的通知》
（苏教外
〔2013〕14 号）精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性质：
江苏高校学生境外学习政府奖学金项目是我省全面实施江苏省
大学生海外学习计划的试点和引导项目。该项目将重点加强与世界百
强大学的合作，选派省内优秀大学生赴国外名校进行短期专业学习。
2013 年我省计划选派 300 名本科生于暑期分赴英国剑桥大学、美国
杜克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等 11 所国
外知名大学进行为期 4-5 周的课程学习（项目清单及费用详见附件
7-1）
。学生学习期满回国后，由派遣学校根据国外大学提供的课程大
纲及学业成绩单，对其修读课程认定学分。
二、经费资助：
该项目采取政府资助、学校配套、学生本人承担相结合的方式。
省财政为项目学生提供专项资助（1 万/人）
，主要用于贴补项目学生
往返国际机票、目的地国家驻华使（领）馆收取的签证费用等。学校
按照相等于省财政专项资助标准为项目学生提供配套资助，主要用于
贴补项目学生在国外学习期间的学费、生活费（享受此专项资助的学
生不再享受《江苏大学学生留学交流资助管理办法》
（试行）的资助）
。
三、项目申报：
（一）报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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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不包含应届毕业生、外国留学生。
（二）遴选标准
1．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身心健康，无违法违纪记
录；
2．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学习成绩优良，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
团队意识；
3．具备良好的外语水平，CET-4≥550 分或 CET-6≥425 分或雅
思≥6 分或托福≥80 分，并满足每个项目的具体语言要求；
4．获得校三好、校优秀学生干部及以上荣誉的学生优先推荐。
（三）推荐指标
2013 年我校向省教育厅推荐学生 21 名，其中正式推荐人选 15
名，后备推荐人选 6 名。
（四）申报程序
1．项目申报采取“学生个人申请、学院选拔推荐、学校面试公
示上报”的方式；
2．3 月 6 日前，各学院完成项目宣传、学生推荐工作，并将“学
生申请及学校推荐表”
（见附录 5）
（推荐 1 人以上的学院请排序）送
至学工处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办公室；
3．3 月 13 日前，学校组织面试答辩，确定正式和后备推荐人选
名单，并在校内有关网站公示；
4．3 月 20 日前，学校确定最终推荐名单并上报省教育厅。
学校联系人：学生工作处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办公室 钟老师，
联系电话：0511-88791163。
其他不明事宜可咨询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耿老师，
025-83335689；杨老师，025-83335992，
网址:http://scholarship.jesi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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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江苏高校学生境外学习政府奖学金项目概览及收费标准
一、 英国
1． 学校名称：剑桥大学（世界排名第 2）+曼彻斯特大学（世界排
名第 32）
课程名称：工程项目管理（剑桥）+制造工程业（曼大）
在外时间：4 周学习（剑桥、曼大各学习 2 周）
课程费用：59800 元（含签证费、往返机票、课程学习费、保
险、文化参观期间餐费、住宿费、交通费和参观费等；不含个
人申请护照、学习期间用餐、国外个人消费以及转机时可能产
生的行李托运费）
申报对象：面向工程类、工程经济类或相关专业,具有良好的英
语水平。
2． 学校名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世界排名第 69）+曼彻斯特大
学（世界排名第 32）
课程名称：企业财务与金融（政经）+企业家精神与中小企业发
展（曼大）
在外时间：4 周学习（政经、曼大各学习 2 周）
课程费用：59800 元（含签证费、往返机票、课程学习费、保
险、文化参观期间餐费、住宿费、交通费和参观费等；不含个
人申请护照、学习期间用餐、国外个人消费以及转机时可能产
生的行李托运费）
申报对象：面向金融、经济学、商务、管理等相关专业，具有
良好的英语水平。
3．

学校名称：曼彻斯特大学（世界排名第 32）
课程名称：机电一体化的分析与设计+机器、驱动器和电力电子
在外时间：4 周学习+1 周文化参观
课程费用：56300 元（含签证费、往返机票、课程学习费、保
险、文化参观期间餐费、住宿费、交通费和参观费等；不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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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申请护照、学习期间用餐、国外个人消费以及转机时可能产
生的行李托运费）
申报对象：面向机械工程、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仪器
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讯工程、交通运输工程、计算机科学、
航空航天类、工程经济类专业，具有良好的英语水平。
二、 美国
4．

学校名称：乔治亚理工学院（世界排名第 88）
课程名称：信号处理
在外时间：3.5 周学习+1 周文化参观
课程费用：55500 元（含签证费、往返机票、课程学习费、保
险、文化参观期间餐费、住宿费、交通费和参观费等；不含个
人申请护照、学习期间餐费、国外个人消费以及转机时可能产
生的行李托运费）
申报对象：面向理工类专业，需具有大学英语 6 级以上水平。

5．

学校名称：杜克大学（世界排名第 20）
课程名称：国际关系比较
在外时间：4 周学习+1 周文化参观
课程费用：57900 元（含签证费、往返机票、课程学习费、保
险、餐费、住宿费、交通费和参观费等；不含个人申请护照、
国外个人消费以及转机时可能产生的行李托运费）
申报对象：无特定专业要求，鼓励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等专业
学生申报,具有良好的英语水平。

6．

学校名称：密苏里（堪萨斯城）大学
课程名称：创新创业（专业全美行业排名第 1）
在外时间：4 周学习+1 周文化参观
课程费用：55800 元（含签证费、往返机票、课程学习费、保
险、文化参观期间餐费、住宿费、交通费和参观费等；不含个
人申请护照、学习期间餐费、国外个人消费以及转机时可能产
18

生的行李托运费）
申报对象：无特定专业要求，鼓励管理、人文、金融等专业学
生申报，具有良好的英语水平。
7．

学校名称：圣路易斯大学
课程名称：环境与健康（专业全美排名第 9）
在外时间：4 周学习+1 周文化参观
课程费用：48000 元（含签证费、往返机票、课程学习费、保
险、餐费、住宿费、交通费和参观费等；不含个人申请护照、
国外个人消费以及转机时可能产生的行李托运费）
申报对象：面向建筑与规划、生物科学、化学、土木工程、环
境科学、地球科学、医疗健康、生命科学、公共卫生等相关专
业，具有良好的英语水平。

三、 加拿大
8．

学校名称：多伦多大学（世界排名第 19）
课程名称：教育学
在外时间：4 周学习+1 周文化参观
课程费用：52500 元（含签证费、往返机票、课程学习费、保
险、餐费、住宿费、交通费和参观费等；不含个人申请护照、
国外个人消费以及转机时可能产生的行李托运费）
申报对象：面向师范教育相关专业及有志于在教育领域发展的
其他专业学生，具有良好的英语水平。

9．

学校名称：约克大学
课程名称：工商管理（专业世界排名第 52）
在外时间：4 周学习+1 周文化参观
课程费用：48000 元（含签证费、往返机票、课程学习费、保
险、文化参观期间餐费、住宿费、交通费和参观费等；不含个
人申请护照、学习期间餐费、国外个人消费以及转机时可能产
生的行李托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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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对象：面向商科及有志于在商业领域发展的其他专业学生,
具有大学英语 4 级以上水平。
四、 澳大利亚
10． 学校名称：新南威尔士大学（世界排名第 52）
课程名称：数字传媒
在外时间：4 周学习+1 周文化参观
课程费用：48900 元（含签证费、往返机票、课程学习费、保
险、部分餐费、住宿费、交通费和参观费等；不含个人申请护
照、学习期间部分餐费、国外个人消费以及转机时可能产生的
行李托运费）
申报对象：无特定专业要求,需具有大学英语 4 级以上水平。
11． 学校名称：昆士兰科技大学（江苏省教育厅师资培训基地）
课程名称：英语教育
在外时间：4 周学习+1 周文化参观
课程费用：47500 元（含签证费、往返机票、课程学习费、保
险、餐费、住宿费、交通费和参观费等；不含个人申请护照、
国外个人消费以及转机时可能产生的行李托运费）
申报对象：面向英语及相关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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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江苏大学生暑期学分课程学习项目

为满足我省大学生赴海外学习的需求，丰富大学生知识体系，拓
宽大学生国际视野，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哈佛大学、加州大学
尔湾分校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合作推出面向江苏大学生的暑期
学分课程学习项目。
（以下为 2012 年通知，供参考）
一、项目优势：
哈佛大学暑期开设 300 门课程、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暑期开设
800 门课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也开设了多门课程，供国际学生选
修。这些课程涵盖了商科、人文科学、工科、理科、农学、艺术等各
个门类。江苏大学生可在三所名校中任选一所进行申请，选修 2-4 门
课程，学习 1-2 个月。课程结束，考试合格后，可以获得该大学 4-12
个学分，美国大学提供合格课程的成绩单。若学生毕业后升入美国大
学攻读研究生，此学分可以转入所有的美国大学，且无时间限制。
在美学习期间，江苏大学生将和世界各地学生一起在美国顶尖大
学学习、活动，自由使用哈佛、尔湾及洛杉矶分校的所有校园设施，
还将和录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见面，了解美国顶尖大学的申请要求和
技巧。
二、项目地点：
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州剑桥）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加州南部）
、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洛杉矶）
。
三、项目时间：
1．哈佛大学时间安排：
执行时间：2013 年 6 月 22 日—8 月 10 日；
申请时间：2013 年 3 月 4 日—5 月 6 日。
2．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时间安排：三个时间段可供选择
21

Session 1：2013 年 6 月 22 日—8 月 1 日；
申请时间：2013 年 3 月 1 日—4 月 10 日；
Session 2：2013 年 8 月 3 日—9 月 11 日；
申请时间：2013 年 3 月 1 日—6 月 10 日；
10weeks：2013 年 6 月 22 日—8 月 30 日；
申请时间：2013 年 3 月 1 日—4 月 10 日。
3．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五个时间段可供选择
Session A-6 周：2013 年 6 月 24 日—8 月 2 日；
Session A-8 周：2013 年 6 月 24 日—8 月 16 日；
Session A-9 周：2013 年 6 月 24 日—8 月 23 日；
Session A-10 周：2013 年 6 月 24 日—8 月 30 日；
SessionA 申请时间：2013 年 3 月 1 日—4 月 30 日；
Session C-6 周：2013 年 8 月 5 日—9 月 13 日；
Session C 申请时间：2013 年 3 月 1 日—5 月 30 日。
（具体时间以国外大学公布的为准）
四、项目费用：
1．哈佛大学：费用预估共计：9240 美金；
2．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费用预估共计：5697-6692 美金；
3．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费用预估共计：6 周：5088—6703.25
美金；8 周：5606—7772.75 美金；9 周：6051—7873.5 美金；10 周：
6124—8842.25 美金；12 周：6642—9911.75 美金。
（以上三所大学费用收取、退出申请扣费的标准以国外大学官网
公布的规定为准）
五、申请资格：
1．哈佛大学：托福 100 分及以上或雅思 7.0 及以上；
2．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托福 79 分及以上或雅思 6.5 分及以上；
3．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托福 80 分及以上或雅思 6.5 分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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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联系人：学生工作处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 王老师 联系电
话：0511-88791163，邮箱：szjyzx@ujs.edu.cn。
项目方咨询：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 20 层 2003 办公室 薛老师
025-83335207 ， E-mail: jeaie_xuej@ec.js.edu.cn ， 协 会 网 站 ：
http://jeaie.ec.j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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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江苏大学生赴美国 25 所大学学年交流项目
根据省教育厅有关工作要求和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工作安排，决
定在 2013－2014 学年度继续开展江苏大学生赴美国大学学年交流项
目。参加项目的学生可申请至项目提供的 25 所美国大学对口专业交
流学习一学年或一学期，学习交流结束，美国大学将提供学生合格课
程的成绩单。学生凭成绩单回省内所在学校换取学分。有关项目信息
如下：
一、项目内容：
符合美国大学录取标准的江苏大学生可申请至项目提供的美国
大学对口专业交流学习一学年（如学生英语水平暂未达到学校要求，
可先至美国大学学习英语强化课程）
。
美国大学交流期间，江苏大学生被视同为美国大学的正式在校生。
在美国大学选课顾问指导下选课，与美国同学一起上课；自由使用美
国大学的图书馆、运动场所等相关设施。
二、项目优势：
1．项目提供多所美国大学，供大学生自主选择；
2．江苏大学生在出发赴美前，将在美国交流大学选课顾问的指
导下选课，并提交至学生所在省内大学认可，确保学生在美一年所修
合格课程的学分；
3．参与项目的学生将深入了解美国及美国文化，提高英语水平
和扩充知识储备，拓宽国际视野。
三、项目地点：
美国匹兹堡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亚利桑
那大学等 25 所美国大学。
四、项目时间：3-12 个月。
五、项目费用：美国各大学学费、生活费标准不一，可向协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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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咨询。
六、申请资格：
1．省内高校大学在读学生（毕业班学生除外）
；
2．语言考试成绩达到美国大学的要求（除匹兹堡大学外，如无
语言成绩或者语言成绩暂未达到要求者，可以先申请至交流大学就读
英语强化课程）
。
有关项目费用、申请要求、申请截止日期等参见附件 9-1。
学校联系人：学生工作处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 王老师 联系电话：
0511-88791163，邮箱：szjyzx@ujs.edu.cn。
项目方咨询：
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 20 层 2003 办公室 鲍老师 薛
老师 025-83335206/83335207，E-mail: jeaie_xuej@ec.js.edu.cn，相关
表格可在协会网站下载（http://jeaie.ec.js.edu.cn）
。

25

附件 9-1：赴美国 25 所大学学年交流项目
学校

学费

住宿费

开学季放假时间

14334 美金/学年，书本 4713 美 金 / 学
阿肯色大学

1100 美元；
英语课程 2700 年，三餐 3354
美金/8 周
8846 美金/学年；英语学

阿肯色州立大学

习 8800 美金/32 个周，
4400 美金/16 个周，2500
美金/8 周

美金/学年
3055 美 金 / 学
期，6110 美金/
学年
提供校内住

爱荷华州立大学

33037—34681 美金/学年

宿，但需要提
早申请

申请要求

申请截
止时间

秋季：8.26-12.21 托福网考≥79 分或 秋季：2013 年
春季：1.14-5.11

雅思≥6.5 分

3 月 15 日

秋季：8.20-12.15 托福网考≥61 分或 秋季：2013 年
春季：1.11-5.11

雅思≥5.5 分

7月1日

秋季：8.26-12.24 托福网考≥71 分或 秋季：2012 年
春季：1.14-5.11

雅思≥6.0 分

12 月 15 日

春季：4.1-7.1
21300 美金/9 月，28400
伯克利学院

美金/学年；
英语课程 3300
美金/学期

13350 美 金 /9
月（三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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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7.8-9.23
秋季：9.24-12.16
冬季：1.2-3.24

托福网考≥61 分或
雅思≥5.5 分

全年接受申请

伯明翰南方学院 29600 美金/学年
31640 美金/学年，
戴顿大学

33540 美金/学年（工程专
业）

俄勒冈大学

美国费瑞斯
州立大学

19941 美金/学年（45 个学
分）
；书本 1050 美金/学年
6696 美金/学期，13392 美
金/学年；英语课程 6264
美金/学期

5900 美 金 / 学 秋季 8.22-12.13

托福网考≥71 分或 秋季：2013 年

年

雅思≥6.0 分

春季 2.5-5.16

4 月 15 日

1720-5100 美 秋季：8.21-12.18 托福网考≥70 分或 秋季：2013 年
金/学年

春季：1.11-5.9

8235 美 金 / 学
年（校内/双人
间和配餐）

雅思≥6.0 分

4 月 15 日

秋季：9.18-12.11 托福网考≥61 分或 秋季：2013 年
春季：2.15-5.31

雅思≥6.0 分

4 月 30 日

8744 美 金 / 学 秋季：8.22-12-17 托福网考≥61 分或 秋季：2013 年
年

春季：1.9-5.13

雅思≥5.5 分

6 月 10 日

5200 美 金 / 学
佛罗里达科技
大学

34150 美金/学年；英语学
习 6920 美金/16 周

年；英语学习，
美国的寄宿家
庭 3820 美金

秋季：8.20-12.15 托福网考≥79 分或 秋季：2013 年
春季：1.7 -5 .4

雅思 6.5 分

6 月1 日

/16 周
华盛顿州立大学

24468 美金/学年；健康保 6014 美 金 / 学 秋季：8.20- 12 .18 托福网考≥79 分或 秋季：2013 年
险 1323 美元

年

春季：1.7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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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 6.5≥分

1 月 10 日

加州大学
河滨分校

4350 美元/学期；英语学 提 供 校 内 住
习费用：3350 美金/10 周， 宿，但要提早
书本 100-350 美金

申请

秋季：9.20 -12.13 托福网考≥79 分或 秋季：2013 年
春季：3.28 -6.22 雅思≥6.0 分

7 月1 日

18562 美金/学年；英语课
美国利伯蒂
大学

程 4366 美金/学期；提供 7050 美 金 / 学

秋季：8.17-12.23 托福网考≥61 分或 秋季：2013 年

2000-60000 美金/学年的 年

春季：1.9-5.23

雅思 5.5≥分

5 月 15 日

奖学金
美国路易士
大学
麻省医学院

24770 美金/学年；英语课 6000 美 金 / 学 秋季：8.27-12.15 托福网考≥79 分或 秋季：2013 年
程 1730 美金/4 周

年

春季：1.14-5.18

雅思≥6.0 分

25650 美金/学年；

7000 美金以上 秋季：8.31-12.19 托福 81≥分或雅思 秋季：2013 年

英语课程 280 美金/周

/学年

春季：1.9-4 月底 ≥6.5 分

6 月1 日

6 月1 日

托福网考≥79 分或
马萨诸塞大学
艾默斯特校区

26645 美金/学年

9937 美 金 / 学 秋季：9 .4 - 12 .24 雅思≥6.0 分，大学 秋季：2012 年
春季：1.22 – 5.14 已修课程的平均绩

年

点 2.7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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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0 日

密歇根州立
大学

31757 美金/学年；医疗保 8974 美 金 / 学
险 1312 美金/学年

年

秋季：8.29 –
12.15
春季：1. 7 - 5 .5

托福网考≥79 分或 2013 年 1 月
雅思≥6.5 分

15 日

建筑专业、教育学
院、工程学院、农学
院要求托福网考≥

13428 美金/学年；14826
内布拉斯加大学
欧哈马校区

美金/学年（农业、建筑、 8140 美 金 / 学 秋季：8.20-12.15
人文）
；英语课程 2776 美 年

春季：1.7-5.4

金/16 周

61 分 或 雅思 ≥ 5.5
分；文理学院、商学
院、信息技术学院、

秋季：2013 年
6 月 15 日

传媒学院、
公共事务
要求托福网考≥57
分或雅思≥5.0 分

内华达大学
雷诺分校
圣弗朗西斯
大学

9500 美金/学期，19000
美金/学年；
英语课程 3700
美金/16 个周

8800 美 金 / 学 秋季：8.26-12.27 托福网考≥61 分或 秋季：2013 年
年

春季：1.20-5.21

雅思≥6.0 分

5 月 15 日

27828 美金/学年；英语课 5000 美 金 / 学 秋季：8.22-12.15 托福网考≥70 分或 秋季：2013 年
程 5200 美金/学期

年

春季：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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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6.0 分

7 月 15 日

本校区的英语要求
托福网考≥100 分
或雅思≥7 分，对于
26280 美金/学年（文理专
匹兹堡大学

分数在 93-97 分之

业）
；29498 美金/学年（商 500-1000 美金/ 秋季：8.26-12.14 间或者雅思 6 分的 秋季：2013 年
学院）；28636 美金/学年 月

春季：1.6 - 4 .26

（工程专业）

学生将酌情录取，

3 月 15 日

托福分数在 80 分及
以下的学生将安排
在大学其他校区学
习
8778 美 元 / 学

圣托马斯大学

29657 美金/学年；英语课 年；可选择寄 秋季：9.5-12 .21

托福网考≥80 分或 秋季：2013 年

程 6920 美元/16 周

雅思≥6.5 分

宿家庭 4200 美 春季：2 .4-5 .31

6 月 15 日

金/16 周
瓦尔帕索大学

31170 美金/学年；一年的 5564 美 金 / 学

秋季：8.18-12.9

托福网考≥80 分或 秋季：2013 年

总费用 44254 美金

春季：1.7-5.19

雅思≥6.0 分

年
30

6 月 15 日

托福网考≥72 分或
5693 美金/学期，11386 美
美国威奇塔
州立大学

雅思≥6.0 分，交流

金/学年；英语课程 5693 6500 美 金 / 学 秋季：8.20-12.14 生也可以参加入学 秋季：2013 年
美金/16 个周，3328 美元 年

春季：1.22-5.17

/8 周

后的 EPE 英语考试

6 月1 日

（相当于国内的 4、
6 级）

31078 美金/学年，15539
西新英格兰
大学

美金/学期（工程学院）；
其他专业学费 14539/学
期，29078/学年；英语课

8000 美 金 / 学 秋季：8.27-12.17 托福网考≥79 分或 秋季：2013 年
年

春季：1.17-5.19

雅思≥6.0 分

5 月 15 日

程 8280 美金/学期
亚利桑那大学

26230 美金/年；英语课程 9714 美 金 / 学 秋季：8.20-12.15 托福网考≥61 分或 秋季：2013 年
4450 美金/16 周

年

春季：1.2 -5.11

雅思≥6.0 分

4 月 15 日

注：如语言暂未达到要求，可先就读英语强化课程，待语言测试合格后，即可开始正式的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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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江苏大学生赴美国转学及申请硕士研究生项目
一、项目内容：
（1）转学。与协会合作的 91 所美国大学接受江苏大学生转入其
相同相近专业学习，并认可学生在省内高校所修部分学分。学生只需
在美国大学修满余下学分即可毕业并获美国大学证书。
（2）申请研究生。协会根据大学毕业生的相关考试成绩、学术
研究等情况帮助学生申请赴美国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申请大学范围
既包括《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US NEWS）所评估的研究生培养专
业排名较前的美国知名大学，也包括与协会直接合作的 91 所大学。
二、项目优势：
1．正规安全。本项目中的美国高校均被中美教育部认可，安全
可靠，层次不一，可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和家长的需求。一次可申请 5
所大学。
2．无中介费，提供奖学金。协会不收取中介费，许多高校还对
协会推荐的学生提供 3000-10000 美元不等的奖学金。
3．申请者可直接在协会办理报名手续，协会提供全方位咨询服
务。
三、项目时间：
根据所选项目，不同项目所需时间不同。
申请截止时间：秋季入学的一般在上一年的 12 月份或次年的 1
月份，春季入学的一般在上一年的 2 月份左右。
四、项目费用：
美国各大学学费、生活费标准不一，详情请向协会工作人员咨询。
五、申请材料：
大学成绩单；大学毕业证书（或者在读证明）
；托福或雅思成绩；
GRE 成绩或者 GMAT 成绩；个人自我陈述；推荐信；银行资金证明
书；护照复印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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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各大学要求的申请材料不一，最终申请材料根据美国各大学
要求提供。
学校联系人：学生工作处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 王老师 联系电
话：0511-88791163，邮箱：szjyzx@ujs.edu.cn。
项目方咨询：
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 20 层 2003 办公室 鲍老师 薛
老师 025-83335206/ 83335207，E-mail: jeaie_xuej@ec.js.edu.cn，协会
网站：http://jeaie.ec.j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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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江苏大学生暑期赴美专业实习项目

为满足江苏大学生拓宽国际视野、赴美国开展专业实习的需求，
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推出“江苏大学生暑期赴美专业实习”项目。
一、项目内容：
项目主办方根据学生专业、职位申请要求及视频面试结果，为符
合项目要求的学生安排在美国相关机构实习 2-4 个月。
实习期间，学生将与美国员工一起工作。项目主办方将为学生提
供参加职业研讨会、职业社交活动（如举办与专家和企业家互动的聚
会）等机会，安排城市观光、机构访问等文化考察活动，并对学生进
行专业的面试及简历填写指导；帮助学生安排食宿，提供 24 小时支
持服务。
实习期间学生不领取薪水。
二、项目时间：
1．纽约市：5 月 26 日-7 月 20 日，6 月 2 日-7 月 27 日，6 月 9
日–8 月 3 日；
2．芝加哥市：6 月 9 日-8 月 3 日；
3．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6 月 1 日–7 月 27 日；
4．洛杉矶市：6 月 23 日- 8 月 17 日；
5．波士顿市：6 月 9 日- 8 月 3 日；
6．旧金山市：6 月 2 日- 7 月 27 日。
三、实习领域：
会计、广告、建筑、艺术管理、表演、活动策划、时尚、电影、
金融、政府工作、平面设计、酒店管理和旅游业、人力资源、室内设
计、国际贸易、法律、市场营销、音乐、非营利组织、摄影、公共关
系、出版、广播、房地产、体育、高科技、电视台和戏剧等。
四、申请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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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1-2016 年之间毕业且年龄在 18-26 周岁的全日制本科、硕
士在读及毕业生；
2．语言要求：英语熟练；
3．平均学分绩点：2.0 以上（满分为 4.0）
，申请金融方面实习的
学生要求 2.5 以上。
五、报名截止日期：当年 1 月 15 日。
学校联系人：学生工作处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 王老师 联系电话：
0511-88791163，邮箱：szjyzx@ujs.edu.cn。
项目方咨询：
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 20 层 2003 办公室 鲍老师 宋
老师 025-83335206/83335249。E-mail: jeaie_songyy@ec.js.edu.cn。
协会网站：http://jeaie.ec.j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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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江苏大学生赴美文化交流项目

赴美文化交流项目是江苏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推的江苏大学生海
外短期文化交流项目之一，旨在选拔优秀大学生赴美国进行为期 14
天或 21 天的文化交流活动。
（以下为 2012 年通知，供参考）
一、项目优势：
1．访名校：参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
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美国知名学府；
2．观名城：交流期间将游历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纽约、
波士顿等美国著名城市；
3．游景点：游览好莱坞、白宫、华盛顿纪念碑、航天博物馆、
美国国会、自由女神像、大瀑布等美国著名文化景点。
二、项目内容：
1．14 天赴美文化交流项目：
参加项目的学生将访问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纽约、波士顿
等美国著名城市，游览好莱坞、白宫、华盛顿纪念碑、航天博物馆、
美国国会、自由女神像、大瀑布等美国著名文化景点，参观哈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等美国知名学府。同时，还将安排一天时间听取关于美国
历史、文化、教育的综合讲座。
2．21 天赴美文化交流项目：
参加项目的学生将访问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纽约、波士顿
等美国著名城市，游览好莱坞、白宫、华盛顿纪念碑、航天博物馆、
美国国会、自由女神像、大瀑布等美国著名文化景点，参观哈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等美国知名学府。同时，学生还将有一周时间在美国知名
高校听取有关美国经济、历史、社会、教育体制、高校研究生申请、
大学生就业情况等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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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项目学生可自主选择。
三、项目时间：
报名时间：2012 年 11 月 1 日—2013 年 3 月 20 日；
执行时间：2013 年 7 月 10 日—8 月 25 日之间，分批进行；
项目的具体日程安排参见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网站首页《项
目指南——短期交流》
（http://jeaie.ec.js.edu.cn）
。
四、项目费用：
14 天团约人民币 3.16 万元/人；
21 天团约人民币 3.68 万元/人。
费用包括：全程机票费，境外保险费，签证费，境外期间学习考
察费、游览费、餐费、住宿费、交通费、导游费、翻译费、集体活动
所发生的小费，服务费。
费用不包括：护照证件费，一切私人消费，如：购物、洗衣、电
话、收费电视节目、邮寄、行李搬运费等。
五、申请资格：
1．我校在校学生；身心健康；
2．思想品德良好，遵纪守法，无不良记录；
3．有较好的英语基础，能够用英语进行交谈；
4．有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
学校联系人：学生工作处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王老师，联系电话：
0511-88791163，邮箱：szjyzx@ujs.edu.cn；
项目方咨询：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 20 层 2003 办公室 汪老师
025-83335209，E-mail: jeaie_wangl@ec.j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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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江苏大学生赴英国文化交流项目
（参照 2012 年文件）

为贯彻落实《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适应高
素质人才培养需求，满足江苏省大学生到境外学习交流愿望，江苏省
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于 2011 年暑期开始组织大学生赴美文化交流活动，
取得了良好效果。在总结开展赴美交流活动经验的基础上，现决定启
动 2013 年暑期大学生赴英国文化交流项目。
一、项目优势：
参加该项目的学生将访问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环游伦敦市区，
参观大英博物馆、唐人街、特拉法加广场、唐宁街首相府、白金汉宫，
游览大笨钟、国会大厦、ELY 大教堂、温莎堡等英国著名景点，还有
一周在剑桥的大学进行实地培训。
二、项目时间：
项目天数：14 天；
开展时间：2013 年 7 月 10 日—8 月 25 日之间分批进行；
申请截止日期：2013 年 3 月 20 日。
项目的具体日程安排参见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网站首页《项
目指南——短期交流》
（http://jeaie.ec.js.edu.cn）
。
三、申请资格：
1．我校在校学生；身心健康；
2．思想品德良好，遵纪守法，无不良记录；
3．有较好的英语基础，能够用英语进行交谈；
4．有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
四、项目费用：
约人民币 2.8 万元/人；
费用包括：国际航班全程机票费，签证费，境外保险费，境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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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学习考察费、游览费、餐费、住宿费、交通费、导游费、翻译费、
集体活动所发生的小费，服务费。
费用不包括：护照证件费，一切私人费用，如：购物、洗衣、电
话、收费电视节目、邮寄、行李搬运费等。
学校联系人：学生工作处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 王老师 联系电话：
0511-88791163，邮箱：szjyzx@ujs.edu.cn。
项目方咨询：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 20 层 2003 办公室 汪老师，
025-83335209，E-mail: jeaie_wangl@ec.js.edu.cn。
协会网站：http://jeaie.ec.j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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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医学类专业大学生赴美国迈阿密大学医学院
观摩项目
（参照 2012 年文件）
为满足我省高校医学类大学生学习医学前沿知识，实地观摩美国
医生工作开展情况的需求，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美国迈阿密大
学米勒医学院合作，推荐江苏高校医学类大学生赴美国迈阿密大学米
勒医学院学习观摩。
一、项目内容：
（一）本科生：
具有医院实习经历的江苏医学类大学生可赴美国迈阿密大学米
勒医学院实地观摩四周，观摩内容如下：
1．门诊。由专门的医学专家带领学生一起会诊病人；
2．查房。由专家带领学生进入病房进行查房；
3．特殊科室观摩。由专家带领学生到特殊科室进行观摩并讲解；
4．手术室观摩。由医学专家带领学生进行整体手术的观摩并讲
解。
在米勒医学院观摩期间，学生不仅可以接触美国顶级的医学专家，
观摩美国医生如何就诊，还会得到医学教授的指导与评估。
（二）研究生：
江苏医学专业的研究生根据自己所在专业，赴美国迈阿密大学米
勒医学院进行为期 2-4 个月的专科临床见习和实验研究，具体时长由
学生自主选择。
A：为期 1-2 个月的专科临床见习内容如下：
1．专科病房查房；
2．专科 ICU 重症护理病房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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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科门诊观摩；
4．观摩专科手术，包括微创手术等，和专科方面尖端领域手术；
5．到相关治疗室了解专科领域的尖端技术，包括导管主动脉瓣
植入术（TAVI）等；
6．参加每周的专家会诊；
7．参加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
B：为期 1-2 个月的实验室观摩和实验研究内容如下：
1．到在全美最负盛名的米勒医学院所属研究院、实验室进行观
摩，包括跨学科干细胞研究所、人类基因组研究所、糖尿病研究所、
瘫痪的治疗项目和西尔维斯特癌症中心进行观摩。
2．在所学专业领域的实验室了解尖端医学实验的内容和实验课
题；
3．了解医学实验室的医学实验仪器；
4．观摩整体实验过程和实验数据，并了解学术论文撰写的整个
过程；
5．和实验室的美国同事一起学习如何设计医学实验；
6．学习医学实验室的专项技术；
7．学生自带课题和指导老师一起研究课题的可行性；
8．学生在实验室在医学专家的指导下对自带课题进行实验。
二、项目时间：
本科生项目：2013 年 1 月 23 日—2 月 23 日；申请截止日期：2012
年 12 月 25 日；
研究生项目：2013 年 2 月—6 月；申请截止日期：2012 年 12 月
30 日。
三、项目地点：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
四、项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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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费：75 美金/人。
2．见习、辅导费：2000 美金/月。
3．健康保险：77-100 美金/月。
4．生活费：800-1000 美金/月。
五、申请资格：
具有医院实习经历、英语听说能力良好，熟练掌握医学英语术语
的医学专业学生。
学校联系人：学生工作处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 王老师，联系电
话：0511-88791163，邮箱：szjyzx@ujs.edu.cn。
项目方咨询：
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 20 层 2003 办公室 鲍老师 宋
老师，025-83335206/83335249，E-mail: jeaie_songyy@ec.js.edu.cn，
协会网站：http://jeaie.ec.j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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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江苏大学生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大学毕业生证书
进修和实习项目
为满足江苏大学毕业生赴美名校进修的需求，江苏省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与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合作，推出大学毕业生证书进修及实
习项目。
一、项目优势：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全美综合排名第 44。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其
计算机专业排名全美 39，商学院排名 49，英语专业排名 22。该校利
用其学科优势为国际学生提供研究生层次的项目证书学习和实习。
参加项目的国际学生持 F1 签证在尔湾分校学习世界最前沿的管
理、金融、工程、计算机等知识，学习的选择性较高，可以选择单个
或多个证书学习。学习结束成绩合格者将获尔湾分校颁发的专业证书。
学生在学习期间可以使用大学所有的设施和参加各种校内活动。
在完成证书学习后，尔湾分校的教授将指导学生撰写简历、应对
招聘。学生可以选择在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或其他知名企业进行为期
3-5 个月的不带薪实习，每周工作 20-30 小时，实习的地点在南加州
和洛杉矶地区。
二、项目地点：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加州尔湾市。
三、项目时间及课程内容：
（1）ACP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商管理证书
学习日期：
4 月 4 日到 6 月 26 日，申请截止 1 月 4 日；
7 月 3 日到 9 月 24 日，申请截止 4 月 3 日；
9 月 20 日到 12 月 16 日，申请截止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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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课程：创业和创新 Entrepreneurship；非商务人士金融课程
Finance for the Non-Financial Business Person；管理概要 Essentials of
Management。
（2）Systems Design Engineering 工程系统设计证书
学习日期：9 月 20 日到 12 月 17 日，申请截止 6 月 4 日；
学习课程：C 语言和应用 C Programming for Embedded
Systems；工程系统 Systems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通信和
网络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3）ACP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国际
商务运营和管理证书
学习日期：
4 月 4 日到 6 月 26 日，申请截止 1 月 4 日；
7 月 3 日到 9 月 24 日，申请截止 4 月 3 日；
9 月 20 日到 12 月 16 日，申请截止 6 月 20 日；
学习内容：国际商务：战略和架构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and Structure；国际市场：全球化和地方化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国际金融方法和实施 International
Finance: Techniques and Operations。
（4）ACP International Finance 国际金融
学习日期：
4 月 4 日到 6 月 26 日，申请截止 1 月 4 日；
7 月 3 日到 9 月 24 日，申请截止 4 月 3 日；
9 月 20 日到 12 月 16 日，申请截止 6 月 20 日；
学习内容：会计入门 Introduction to Accounting；金融数学基础
Financial Mathematics Primer；
金融模型基础 Financial Modeling Primer。
（5）ACP International Tourism & Hotel Management 酒店管理
学习日期：9 月 20 日到 12 月 17 日，申请截止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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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酒店和旅游业介绍 Introduction to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酒店和旅游业市场战略和品牌 Strategic Marketing and
Branding for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客户服务管理 Customer Service
Management 。
（6）ACP Marketing 市场营销
学习日期：
4 月 4 日到 6 月 26 日，申请截止 1 月 4 日；
7 月 3 日到 9 月 24 日，申请截止 4 月 3 日；
9 月 20 日到 12 月 16 日，申请截止 6 月 20 日；
学 习 内 容 ： 推 销术 Presentation Skills Workshop ； 市 场 要素
Essentials of Marketing Beyond the Four Ps；网络营销和大众媒体的融
合 Web Marketing Integrating Social Media。
（7）ACP Media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s 媒体和大众传播
学习日期：7 月 3 日到 9 月 24 日，申请截止 4 月 3 日；
学习内容：媒体和全球传播 Media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s；
市场和广告伦理 Ethics in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风险管理和沟通
Crisis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s。
（8）ACP Microsoft.NET 微软 Net 培训
学习日期：7 月 3 日到 9 月 24 日，申请截止 4 月 3 日；
学习内容：微软 VisualStudio 在网络开发方面的运用；微软
VisualStudio

在

网

络

开

发

方

面

的

运

用

；

WindowsCommunicationFoundation 的 解 决 方 案 和 微 软 Visual
Studio2010 的运用。
（9）ACP Oracle Database Administration 数据库管理
学习日期：9 月 20 日到 12 月 16 日，申请截止 7 月 20 日；
学习内容：Oracle 数据库 Oracle Database 11g: Introduction to
SQL ；Oracle 数据库 Oracle Database 11g: Program with PL/SQL；
45

Oracle 数据库：数据库管理 DBA1Oracle Database 11g: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I DBA。
（10）ACP Project Management 项目管理
学习日期：
4 月 4 日到 6 月 26 日，申请截止 1 月 4 日；
7 月 3 日到 9 月 24 日，申请截止 4 月 3 日；
9 月 20 日到 12 月 16 日，申请截止 6 月 20 日；
学习内容：项目管理入门 Introduction to Project Management；项
目成本管理 Project Cost Management；项目采购管理：承包、分包和
合作 Project Procurement Management: Contracting, Subcontracting,
Teaming。
（11）ACP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英语教学
特殊入学要求：托福 80 分及以上，雅思 6.5 及以上；
学习日期：
1 月 4 日到 3 月 28 日，申请截止 10 月 4 日；
7 月 3 日到 9 月 24 日，申请截止 4 月 3 日；
9 月 20 日到 12 月 16 日，申请截止 6 月 20 日；
学习内容：英语教学研讨 TEFL Workshop Seminar 语言学习理论
入 门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Learning Theories 英 语 教 学 方 法
Methods of TEFL。
四、申请资格：
大学毕业；托福 71 分及以上；或者雅思 6.0 分及以上。如语言
成绩暂未达标，可先进入英语课程的学习。
学校联系人：学生工作处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 王老师，联系电
话：0511-88791163，邮箱：szjyzx@ujs.edu.cn；
项目方咨询：
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 20 层 2003 办公室 鲍老师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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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025-83335206/83335249，E-mail: jeaie_songyy@ec.js.edu.cn，协
会网站：http://jeaie.ec.j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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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本三重大学交换项目

具体项目内容咨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李老师，联系电话：
0511-88792766；邮箱：lishuyan@uj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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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赴韩国岭南大学交流生项目

根据我校与岭南大学的交流协议，选派优秀在校本科生到韩国岭
南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期间交流生需选修一定学时的韩语
课程。
（以下为 2012 年通知，供参考）
一、项目优势：
岭南大学自从 1994 年以来被韩国政府连续认定为四所重点资助
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岭南大学建设有数千万平方米的广阔校园，是韩
国最大的学校。本科教育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学院、政
治行政学院、商经学院、医学院、药学院、自然资源学院、师范学院、
造型（美术学院）
、音乐学院、服装设计学院等 15 个专科学院，在校
生 23000 余名，教授、讲师等员工 1600 余名。
根据韩国《中央日报》2010 年 9 月 27 日版，全韩国大学综合排
名 2010 评选中岭南大学排名第 7 位。
二、项目地点：
韩国岭南大学，大韩民国庆尚北道庆山市大洞 214-1。
三、项目时间：
执行时间：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15 日；
申请截止日期：2012 年 3 月 23 日。
四、项目费用：
1．参加该项目的同学需向学校缴纳人民币 18000 元的交流费用，
作为对方学生来我校的学习费用。
2．交流学生来回旅费及在韩期间生活费用自理。
五、申请资格：
1．我校一、二、三年级的在籍本科生，并已交足学校的各项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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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CET-4≥500 分
或者 CET-6≥425 分）
；
3．爱国爱校，自觉遵守国家法令及校规校纪，无违纪处分记录；
4．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能较快融入异国他乡的生活，能
圆满完成出国交流的学习任务；
5．家庭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并具有符合签证要求的资金条件。
学校联系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李老师 0511-88792766；邮箱：
lishuyan@ujs.edu.cn。其他不明事宜登录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网站查询
（http://foreign.ujs.edu.cn）
。

50

18

赴台湾建国科技大学交流学习项目
（参照 2012 年文件）

为加强校际合作，拓宽学生海外视野，根据我校与台湾建国科技
大学合作协议，2012 年下半年我校将选派本科学生到建国科技大学
进行交流学习。
一、项目优势：
台湾建国科技大学现有四个学院七所十八系，学生人数约 1.4 万
余人。教职员工 439 人，师资优良，博士师资约 75%。设备齐全，学
习环境良好。目前，我校管理学院已先后派出 36 名同学赴建国科技
大学交流学习。经过两校沟通，自 2012 年 9 月起拓宽学生交流学习
的专业范围，与台湾建国科技大学对应专业的我校学生均可申请报
名。
二、项目地点：
台湾建国科技大学，台湾彰化市。
三、项目时间：
4 个月（2013 年春赴台）；
申请截止日期：2012 年 10 月 30 日。
四、申请资格：
1．我校在籍非毕业班学生，并已向学校交清各项费用；
2．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
3．品德优良，遵纪守法，在校期间无任何违纪行为；
4．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有较强适应能力，能完成出境交
流的学习任务；
5．具备上述条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优先录取：
①获校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
② 参加省级以上有关竞赛并获三等奖以上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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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大学英语 CET-6≥425 分。
6．申请者所学专业应与建国科技大学开设专业相同或相近。
五、学分认定：
我校学生在建国科技大学按专业要求所获得的学分视为有效学
分，学习期满回校继续完成相关学业。
六、项目费用：
我校学生按规定向学校缴纳应付学杂费之后方可赴建国科技大
学交流学习。在台学习期间自行承担往返机票及在台学习期间的学分
费、住宿费、对方学校代收杂费等相关费用（见附件 18-1）。
学校联系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李老师 联系电话：
0511-88792766；邮箱：lishuyan@uj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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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1：建国科技大学学杂收费标准：（1 人民币≈4.6
新台币）
单位：新台币/学期
陆校交流研修生

（A）

自付基本学分费

学分费
（2,250 元/学分）

（B）

13 个学分，共 29,250 元
（每学期修课学分数上限 27 个学分）

住宿费/每人

（6 人房）

（4 人房）

9,500 元

13,850 元

网络通信费

（C）

150 元

代收
学杂

机场交通费（单程）

费用

及入台证申请等费用

约 1,360 元

合计学杂费用

6 人房

4 人房

（D）=（A+B+C）

约 40,260 元

约 44,610 元

每月约 7,000 – 8,000 元

在台生活费/月（估）

注：1．参加学生会者，须交会费每学期新台币 300 元。
2．新购宿舍寝具约新台币 1500-2000 元，租用者需缴新台币 500
元清洗费。
3．修选计算机课程者，需交计算机实习费新台币 9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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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德国沃尔姆斯应用科技大学国际交流生项目
（参照 2012 年文件）
根据我校与德国沃尔姆斯应用科技大学本科生交流计划，2012
年我校京江学院与德国沃尔姆斯应用科技大学将互派本科生进行交
流。有关信息如下：
一、项目优势：
沃尔姆斯应用科学大学和德国所有的应用科学大学一样，规模不
太大，但各有自己的特色。该校设有经济、旅游、交通事业和经济信
息学等系，其中经济系为最强和最大的系。经济系是德国麦德龙
（METRO Group）集团公司（中国地区）中国奖学金生的定点委托
培养的大学，沃尔姆斯应用科学大学的所有专业设置以企业需求为前
提，教学和实践均与德国工业界结合紧密。
学生在校内学习基础理论，在企业实践和深化专业理论。该大学
与世界各国主要是欧盟的 100 多所高校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校内的
外国学生比例高达 20%，远远高出德国其他高校。与江苏大学的合作
是该校在中国的首次尝试。
二、项目地点：
德国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沃尔姆斯市。
三、项目时间：
执行时间：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6 月；
申请截止时间：2012 年 3 月 16 日。
四、项目费用：
交流生免境外学费和江苏大学京江学院的一年住宿费（境内学费
按规定缴）
。
被选中的学生须自备在德国一年的生活费用，按照德国使馆的签
证规定为 7900 欧元的自保金（参照德国人生活水准而定的数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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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生每月实际所需在 450-500 欧元之间（含房租，伙食，医疗保险，
手机费等）
。
签证办理费用：人民币 3000 元。
五、申请资格：
1．身体健康、具有较强的独立学习及生活能力；
2．学习成绩优良、综合素质较高；
3．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具备熟练运用英语进行专业学习的
能力；
4．京江学院经济、管理类 2012 年 9 月在籍的本科三年级学生；
5．有相应的经济能力，能承担在德国期间的相应费用；
6．能够按照学校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学生向京江学院申请，后由学院审核推荐，联系人：京江学院 孙
老师，联系电话：0511-8878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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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江苏大学与瑞典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
计算机专业硕士生交换项目
（参照 2012 年文件）
一、项目优势：
瑞典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HKR）创建于 1977 年，现有 2 个
校区，在校生 13000 名，在瑞典全国 60 多所大学中排名 18，教学质
量优秀。大学位于瑞典东南部，临近波罗的海。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
2 个本科专业及 4 个研究生专业。
二、项目内容：
江苏大学与瑞典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联合举办硕士研究生交
换项目，自 2012 年起，两校互相接受对方大学 2 名计算机专业的硕
士研究生到对方学校进行交换学习（英文授课）。江苏大学计算机学
院软件或编程方面的一年级或二年级硕士研究生，到瑞典克里斯蒂安
斯塔德大学嵌入式系统专业学习一学年研究生课程，学习合格可获得
瑞 典 克 里 斯 蒂 安 斯 塔 德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 Master Programme in
Embedded Systems 60 HE Credits 1 year），回国继续完成江苏大学计
算机专业硕士研究生第三年学习任务，学习合格获得江苏大学硕士学
位。
三、项目时间：
一年。
四、项目地点：
瑞典斯科讷省，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
五、项目费用：
免学费，但学生需自行负担生活费和国际旅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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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请资格：
申请截止日期：2012 年 3 月 15 日，后瑞典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
学招生代表来江苏大学进行面试，对申请项目的研究生进行英文面试，
被面试者应具备相当于雅思 6.0 的英语水平（或托福 550）
。被录取学
生自行办理赴瑞典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交换学习手续，并于 2012
年 8 月赴瑞典。参加本项目的研究生派出手续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愿自费参与本项目的计算机专业研究生名额由计算机学院确定，
经瑞典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考核录取后，按照同样程序派出。
学校联系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李老师 联系电话：
0511-88792766；邮箱：lishuyan@uj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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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德国马格德堡大学交流项目

马格德堡大学是德国一所国立综合类大学，位于萨克森—安哈尔
特州的州府马格德堡市，该市位于首都柏林和以博览会著名世界的汉
诺威市之间，易北河穿城而过，是德国的水陆交通要道，中世纪时曾
为欧洲的商贸中心和主教驻地。马格德堡市是科学史上著名的马拉真
空球实验的所在地，在 11 世纪至 12 世纪的 150 年间，马格德堡市曾
是德国的首任首都。马格德堡大学是由马格德堡工业大学、马格德堡
教育学院和马格德堡医学院于 1993 年合并而成。
该校现有学生 13000 多人。该大学旨在培养教学和科研人才，各
专业都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大学设九个系：数学系、自然科学系（化
学、物理）
、计算机信息学系、机械制造系、电子工程系、工艺技术
及系统工程系、医学系、人文学、社会学及教育学系。2007 年计算
机系的系主任 Graham Horton 教授和机械制造系的 Sándor Vajna 教
授被评为该学科领域的德国十位最著名的教授之一。
2011 年 Zbigniew
Styczynski 教授被选为位于斯特哥尔摩的 Critical Infrastructure（CRIS）
国际研究所所长。马格德堡大学的支柱专业是工程技术专业、医学和
教师培训专业。按科研能力排名马格德堡大学是属于世界 500 强的一
所大学。
一、项目优势：
1．马格德堡大学系德国公立大学，免学费；
2．招生专业为国际课程专业，英语授课；
3．马格德堡大学教授直接面试，免留德审核部审核。
4．化学（工艺）和能源工程的学生多在巴斯夫、拜耳、汉高、
宝洁等大公司实习和做毕业论文（每月可获得 1000 欧元资助）
；医学
系统工程专业和西门子公司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和实习期间的
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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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地点：
德国马格德堡大学。
三、申请资格：
（1）化学（工艺）和能源工程（Chemical and Energy Engineering ）
四个方向：能源工程，环境工程，化学工程，安全工程；
学位：硕士（Master）
；
学制：2 年，每年招生两次；
授课语言：英语，教材亦为英语；
报名截止日期：3 月 6 日；
开学时间：夏季学期 (4 月初）
，冬季学期（10 月初）
；
学费：免费；
招生人数：20 人；
申请条件：申请人应具有学士学位，可为能源动力、化工工程、
材料工程、机械工程、环境工程、化学、物理以及其他非电类工科专
业的毕业生（最好具备流体力学，热力学知识）
；要求平均学习成绩
中等以上，英语雅思成绩 6（专业成绩优秀者雅思 5.5 也可）
；
报名时英语成绩可暂缺（5 月底呈交雅思或托福成绩）
。
（2）医学系统工程（Medical Systems Engineering）
学位：硕士（Master）
；
开学时间：夏季学期（4 月初）
，冬季学期（10 月初）
；
学制：2 年（夏季学期入学）；
2.5 年（冬季学期入学；4 学期+1 准学期；若满 20 个学生入学，
则在准学期为学生开设部分专业课和英语。该专业涉及专业面广、课
程很多，设准学期后可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
授课语言：英语；
报名截止日期：3 月 6 日；
学费：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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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人数：20 人；
申请条件：申请人应具有学士学位，所学为电子工程、信息工程、
计算机、机械制造或相近专业，大学平均成绩中等以上。英语新托福
≥79 分或者雅思≥6 分；
报名时英语成绩可暂缺（5 月底呈交雅思或托福成绩）
。
（3）电子工程和信息技术（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学位：硕士（Master of Science）
；
学制：2 年；
授课语言：英语；
开学时间：冬季学期（10 月初）
；
报名截止日期：3 月 6 日；
学费：免费；
招生人数：20 人；
申请条件：申请人应具有电子工程，信息技术等专业的学士学位，
大学平均成绩中等以上；
英语托福成绩 550 分，新托福≥79 分或者雅思≥6 分；
报名时英语成绩可暂缺（5 月底呈交雅思或托福成绩）
。
学校联系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江老师，联系电话：
0511-88792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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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国韦恩州立大学交流项目

为满足汽车工业高速发展的需要，加快培养汽车行业国际化的高
级工程技术人才，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已与同济大学开展电子工程、计
算机工程、机械工程专业硕士培养合作。江苏大学中美汽车研究院在
江苏开展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硕士培养项目。本项目采用“12 学分+20
学分”教育模式，旨在结合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的
优势，为汽车工业培养具有国际理念与眼光、深谙中美文化差异的国
际型、实用型、复合型、工程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一、项目优势：
保证获得学位：只要修满相关课程并取得规定的学分，就可获得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未能通过签证去美国留学者，通
过国家研究生入学考试者可继续在江苏大学学习，符合条件授予相关
硕士学位）
。
节约学习时间：其中 12 个学分的课程在江苏大学修完，可节省
1 年的学习时间。
留学成本低廉：本项目为特别奖学金项目，学费相当于按美国州
内学生标准收取，硕士期间总学费约$50,000。
带薪实习机会：在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学习期间，有机会获得通用、
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带薪实习机会，4 个月暑期实习，月薪
约$2,000。
海外工作机会：毕业后有被推荐在美国底特律市工作 1 年的机会，
年薪约$50,000。获取国际前沿汽车行业工作经验，收回留学投资，
成为中国汽车工业最紧俏人才。
高签证通过率：帮助和指导学生如何申请签证并在美国完成学业，
增加学生签证成功的机率。
二、项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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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底特律市。
三、项目时间：
申请截止时间：4 月初；
执行时间：9 月初派出。
第一年：学生在江苏大学修满美国韦恩州立大学认可的 12 个学
分；
第二年：办理好相关赴美手续后，学生在美国韦恩州立大学修读
剩余的 20 个学分；美国韦恩州立大学承认学生先前在江苏大学攻读
的 12 个学分，并对符合申请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硕士学位的学生颁发
相关硕士学位证书；
第三年：学生在美国进行工程实习，为期大约 12 个月。
四、项目费用：
本项目修读总学分 32 分。在江苏大学修满的美国韦恩州立大学
认可的 12 个学分只需缴纳学习费用约$11,400，此 12 个学分可在获
得美领馆签证后转移到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其余在美国韦恩州立大学
修读的 20 学分，收费标准约$1900/学分，共计约$38，000。
在国内或国外生活费、住宿费由学生自理，不包含在学费当中。
五、申请资格：
1．应、往届本科毕业生（须有学士学位）
，机械类、电子类专业。
2．本科学习优秀（大学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3.0 及以上）
；TOEFL
成绩 79 分以上或英语六级以上。
学校联系人：江苏大学中美汽车研究院 李小华老师
0511-88797620-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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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本九州外国语学院交流项目
（参照 2012 年文件）

一、项目优势：
九州大学在日本高校排第 6 名。九州大学积极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与研究合作，设立了多项交换学生计划。为了方便留学生学习，还设
立了英文授课制度，逾百门课程实现了英文授课，现有来自世界上
73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000 名留学生在九州大学学习。2010 年 7 月，
日本政府选定国内 5 所大学为“世界高水平研究基地”
，九州大学入
选，设立了九州大学系统 LSI（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中心，每年获
得拨款近 2000 万美元，计划用 10—15 年时间建设该项目，以加速尖
端系统 LSI 开发的产业化为目标，为已研发的尖端半导体制品的评价
及实证实验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
二、项目地点：日本九州。
三、项目时间：
执行时间：每年 10 月至次年 6 月；
申请时间：每年 4 月至 5 月。
四、申请资格：
1．学历：
①受满 12 年教育（高中毕业）或同等以上学历者。
②本学院毕业后，希望直接考入大学院者，必须受满 16 年教育
（大学毕业、大学在学）或同等以上学历者。
2．日语能力：认真学习日语，具有相当于日语能力测试 4 级以
上的能力，本学院毕业以后升入日本的专修学校专门课程、短期大学、
大学、大学院等。
3．年龄限制：截至 2012 年 10 月 1 日，年龄在 18 岁以上，高中
毕业者在 23 岁以下，大学毕业者在 28 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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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日经费：能够支付在日学费、生活费等费用者。
5．身心健康、遵守日本国法律者。
学校联系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李老师，联系电话：
0511-8879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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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国休斯敦大学交流项目

一、项目优势：
休斯顿大学是美国德克萨斯州最大的综合性学府和美国最好的
公立大学之一，在全美大学排名前 200 名，大部分专业在全美专业排
名前 100 位，自然科学曾在全美专业排名第 10 位。休斯顿大学有
35,000 余名在校生，设有建筑学院、商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技术学院、自然科学与数学学院、制药学院、
光学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法学院、社会工作研究生院等 12 个学院。
休斯顿大学所在的休斯顿市是美国的石化能源工业中心、医学中心、
宇航中心和海洋科学研究中心。
二、项目地点：美国休斯敦。
三、项目时间：
学生向学院递交申请截止时间：3 月底；
休斯顿大学受理选拔时间：3 月底至 4 月 30 日；
执行时间：当年 7 月至次年 7 月。
四、申请资格：江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每年可有 5 名优秀本科生
参加该项目。
五、培养方式：
江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每年可有 5 名优秀本科生在完成 3 年的国
内学习后，交流进入休斯敦大学自然科学与数学学院学习 1 年，即可
同时获得江苏大学的学士学位和休斯敦大学的硕士学位。江苏大学的
交流生可获得休斯敦大学部分奖学金并享受美国本土学生缴纳州内
学费的优惠待遇。
学校联系人：江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朱老师，联系电话：
0511-8879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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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罗里尔大学交流项目

项目咨询：江苏大学机械学院 姚老师，联系电话：0511-8879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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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赴美带薪实习项目

中外服暑期赴美带薪实习项目，即 Summer Work & Travel USA
Pr，是美国国务院教育及文化事务局根据美国政府信息及教育交流法
案（Smith-Mundt Act）制定的面向全世界大学生的暑期文化交流项目。
每年约有 150000 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学生利用他们的暑假持 J-1 签证
进入美国企业与美国同事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学生并肩工作，进
行为期 3-4 个月的短期带薪实习。并利用实习之余的时间，在美境内
旅游或实地体验美国生活。项目全程接受美国政府监管，并享有全程
的医疗及意外保险。项目给予学生全面提高综合能力的锻炼机会，同
时带薪实习形式也减轻赴美学生的经济负担。
一、项目优势：
1．宝贵的海外经历及海外工作经验；
2．为赴美深造及申请跨国企业创造竞争优势；
3．独立自主能力及沟通能力的提高；
4．英语水平的提高；
5．结交国际友谊；
6．良好的签证记录。
二、项目地点：
知名国家公园（黄石国家森林公园/大峡谷/总统山等）
、大型主题
乐园（六旗/水世界等）
、度假圣地、酒店、餐厅、美国社区、快餐店、
连锁零售店等。
三、项目时间：
申请截止时间：3 月 30 日。
实践时间：6 月 15 日—9 月 2 日。
四、项目费用：
申请服务费：人民币 2500 元；
67

项目费用：人民币 19950 元；
费用包含：申请综合评估、签证预约、签证辅导、美国实习名额
申请、DS-2019 表（美国政府邀请函）
、行前辅导、岗前培训、实习
指导手册、全程（DS-2019 表起、止日期内）美国医疗保险和意外伤
害保险、社会安全保障卡、美国当地紧急支援服务、建议或安排学生
在美国当地食宿等。
费用不含：中国大陆—美国往返国际机票、中美内陆交通费、护
照申请费、美国使馆面试签证费、I-901 SEVIS（学生与交流访问学
者信息系统）费用（$35）
、在美国期间之食宿费用、旅游、旅游期间
（DS-2019 表截止日期后）保险以及个人费用等。
五、申请资格：
年满 18 周岁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具备基本的英语交流能力，需
要通过主办方的语言测试；性格开朗，乐于接受挑战。
六、项目流程：
报名—项目遴选—企业配岗面试—签证申请—赴美。
特别告知：在美实习期间为带薪工作（7-10 美金/时）
，薪资可用
于支付在美日常生活费用。
学校联系人：学生工作处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 王老师 联系电
话：0511-88791163，邮箱：szjyzx@ujs.edu.cn；
项目方咨询：王丹妮老师 021-6510087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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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赴美社会调研项目

赴 美 社 会 调 研 项 目 （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 ′ s
Sociological Field Research in America Program）是选拔优秀在
校学生赴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或洛杉矶）进行为期 21 天的社会
调研活动。调研期间，学生将寄宿于美国家庭，全程参与丰富多彩的
家庭和社区活动，真正融入美国社会；项目还安排针对性强的英文课
程、顶尖名校参观考察等。
一、项目优势：
1．安全可靠：调研项目本身经美国国务院授权，得到美国各驻
华使领馆认可，第一大优势是其美国政府背景所带来的高度的安全性。
2．真实体验：项目置身于真实的美国家庭及社区活动，美式生
活及习惯将为参与者带来截然不同的体验和感受，从而为参与者今后
的学习及工作提供了宝贵而富有意义的数据。
3．英文环境：赴美调研项目完全“浸入”在外语环境中，强迫
学生用英语沟通，用英语思考，有实际的生活情景熏陶，更加有利于
学生掌握纯正、鲜活、实用外语。
4．内容丰富：赴美社会调研项目不仅仅通过人与人的交流和沟
通获得一手的调研资料，更安排了各种文化学习和旅游参观活动，丰
富了调研的内容。
5．团队意识：赴美社会调研项目从组团到成行，从调研题目的
确定到调研报告的完成，均是以团队为单位。这不仅仅使调研内容更
加完善，更加强了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培养了团队精神，使学生走出家
庭，在异国他乡的环境中锻炼个人意志，在成长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
6．未来帮助：对有志赴美或其他国家留学的同学，参加本活动
并按期返回将为其今后签证建立良好的信用，对将来出国留学签证有
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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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地点：
1．调研地点：美国西海岸（洛杉矶周边地区或城市 Los Angeles
area/cities around Los Angeles 、旧 金山 周 边地 区或 城市 San
Francisco area/cities around San Francisco 两个区域中任意一
个）
；
2．地点安排：项目地点将根据美国项目执行方意见（如：出行
时间、美国调研基地情况、团队成员数量等）统一安排，学员不可自
行选择地点。
三、项目时间：
1．项目时间：寒假期间（21 天）
，申请截止当年 10 月底；
2．时间安排：项目申请人需提供寒假的放假起止时间，以便于
中美主办方在此时间段内安排项目时间。具体的项目开始日期和结束
日期由中美主办方统一确定。
四、项目费用：
1．申请服务费：RMB￥2500 元；
2．项目费：$5490 美元。
项目费用包含：美国使（领）馆签证预约（一次）
；签证前辅导；
安全教育及行前培训；社会调研地点安排、协调所产生的相关费用；
在美期间的旅行交通、住宿及餐食（餐食详情见以下注释）
、行程计
划内娱乐景点全部门票；在美期间全程医疗及意外保险；国际出发口
岸往返及美国境内机票、燃油附加税、机场建设费等费用；美国当地
紧急支持服务。
费用不含：护照申请费、美国使馆签证费、签证邮寄费；往返美
国使（领）馆及大陆口岸城市搭乘国际航班前后的交通及食宿费用；
在美期间因个人原因丢失重要证件或物品而需要补办或赔偿产生的
任何费用；行李托运费、行李超重费及其他个人原因等产生的费用（美
国国内航段大部分航空公司均已开始收取行李托运费用，部分公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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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国际航班联程机票可免除美国国内段行李托运费用，但在有此政
策条件下因个人未出具国际航班联程机票而产生的美国国内行李托
运费用，需由个人承担。若相应航空公司无国际联程航班免国内段托
运费用政策的情况，申请人需自行承担国内段托运费用。
）
注：在寄宿家庭住宿期间，寄宿家庭会给申请人提供食物，但是
由于中美文化差异，某些寄宿家庭所提供的餐食并不是中国传统意义
上已经烹饪做好的正餐。申请人可根据自身情况与寄宿家庭沟通得到
允许后拿取家庭冰箱内或储存的各种食品自行烹饪或直接食用。另在
团队集体旅游期间，因到大型游乐场所（如迪斯尼乐园）游玩或全天
购物活动，中午不方便集合的情况下，午餐需要自己独立解决。
五、申请资格：
1．我校在校学生；
2．思想品德良好，遵纪守法，无不良记录；
3．有较好的英语基础，能够用英语进行交谈；
4．有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
5．身心健康。
学校联系人：学生工作处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 王老师 联系电
话：0511-88791163，邮箱：szjyzx@ujs.edu.cn；
项目方咨询：许艳老师 021-55662256-810,1381813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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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三校

“三国三校”国际学术研讨会最早于 1994 年由日本三重大学、
泰国清迈大学和中国江苏大学共同发起，每年一届，由三个国家的三
所大学轮流主办。会议每年都会吸引一些非会议成员的国家高校加盟。
（以下为 2012 年第 19 届会议通知，供参考）
一、研讨会的主题：
人口、粮食、能源、环境和生态（Population、Food、Energy、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具体包括学术交流、低碳环保竞赛、感
受中国文化行和文艺晚会等内容。
二、候选学生代表条件：
1.我校在籍 10 级本科生和在籍 11 级硕士、博士研究生；
2.刻苦钻研、勤奋学习、成绩优秀、素质优异；
3.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同等条件下通过 CET-6、雅
思、托福、GRE 者优先；
4.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较强的组织活动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同时须具有一定的文体特长；
5.服从组委会的统一管理，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研讨会论文的撰写
工作及其他工作；
6.候选学生代表 5 月 8 日前，围绕研讨会主题完成研讨会论文的
中英文摘要(200 个词以内)及中文论文提纲。
三、候选代表产生办法：
1.学生直接到各学院、中心、研究院、所报名；
2.各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推荐 1～3 名优秀学生代表（含研究生）
，
凡推荐 2 名以上候选代表的部门应考虑男女生比例平衡；
3.学工处会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对报名学生进行初审后确定面
试名单，并组织相关部门进行面试；
72

4.学校根据面试成绩排名研究确定参会正式代表；
5．对于学习优秀且综合素质突出的学生代表，如家庭经济困难，
且已经被列入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库，学校将根据学生经济困
难的程度，全额或部分资助其参加研讨会的费用。
学校联系人：学生工作处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 钟老师 联系电话：
0511-88791163，邮箱：szjyzx@ujs.edu.cn。具体事项亦可及时关注学
生工作处网站、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网站、校内信息公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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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日语日本文化短期进修班项目

暑期日语日本文化短期进修班是日本山口大学与我校合作签署
的短期海外访学项目，有关项目信息如下：
一、项目优势
山口大学留学生中心主办的暑期日语日本文化短期进修班提供
了在日本学习日语、提升自身日语水平、深人了解日本文化的机会。
在山口市你可出发现与日本的大城市不同的风光，可以重新认识日本。
你可以在拥有优美恬静的田园风光及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的山口市
愉快地学习日语、近距离接触日本文化。除课堂学习以外，野外郊游
以及实践教学可以更有效地提高你的日语能力。和蔼亲切的山口人、
富饶的文化底蕴及恬美的自然风光会让你收获颇丰。
二、项目地点：
日本山口市。
三、项目时间：
执行时间：7 月 9 日至 8 月 7 日（约 30 天）
；
申请截止日期：4 月 16 日。
四、项目费用：
1．学费 88800 日元、住宿费 31000 日元（合计约 9040 人民币）
；
2．申请者需自行负担个人的国际旅费、餐费、签证费用和其他
个人支出。
五、申请资格：
1．我校在籍的非毕业年级学生，并已交齐学校费用；
2．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具有一定的日语基础；
3．爱国爱校，自觉遵守国家法令及校规校纪，无违纪处分记录；
4．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能较快融入异国他乡的生活，能
圆满完成出国交流的学习任务；
74

5．家庭具有一定经济基础；
6．有日语学习经验，希望学习日语并能书写日语假名。
学校联系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李老师，联系电话：
0511-88792766；邮箱：lishuyan@uj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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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短期访学项目

依据我国对外交流政策与我校国际化发展战略，我校与全美公立
大学排名第 7 名、全球大学排名第 14 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签订
校际合作协议，选派优秀在校生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进行访学交
流。
一、项目优势：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是一所世界级的研究型大
学，全美公立大学本科排名第 7 名（依据 US News & World Report
排名）
，全球高校排名第 14 名（依据上海交通大学 2010 年《世界大
学学术排名》
）
。UCSD 学术气氛浓厚，是向往新鲜事物，超越平凡的
学子求学的天堂。学校所在的圣地亚哥是美国商业、科技和教育都十
分发达的地区，并且海岸线绵长、景色优美，拥有众多观光胜地。
一直以来，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热情欢迎来自不同国家的
国际学生，短期访学项目则是学校为世界各地学子开放优质教育资源
的重要途径，为更多的国际学生提供以访学学生身份在加州大学圣地
亚哥分校学习一个学期的机会。在访学的一个学期中，学生不但有机
会在纯英语的语言环境中锻炼提高英语水平，更有机会学习 UCSD
多个本科专业的学分课程，为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访学时间、地点：
访学时间：2013 年 9 月 9 日至 2013 年 12 月 14 日，
（根据课程
选择不同）
，在校时间为 14-16 周；
访学地点：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
亚哥市。
三、访学方式、内容：
根据学生英文水平和专业背景的不同，有两种选课方式：
第一种：英语及美国文化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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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根据英语水平测试成绩选择 IAP 强化学术英语课程，
或 IBFP
强化商业基础课程，或 IBEP 强化商业英语课程。
其他活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独特的地理优势使学生与丰富
的课余活动近在咫尺，包括参观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观看 NBA
比赛，名城游览，海边游泳等。
报名截止日期：2013 年 5 月 22 日，额满即止。
第二种：大学学分课程：
所有英语成绩达标的同学可以和 UCSD 正式本科生、研究生一
起学习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开放的专业课程，成绩合格将取得加州
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分。
报名截止日期：2013 年 3 月 22 日，额满即止（报名时需准备护
照和托福/雅思成绩）。
四、项目费用及住宿方式：
约人民币 48,100 元或等值美元/人（英语及美国文化课程）；
约人民币 76,400 元或等值美元/人（大学学分课程）
；
项目费包含： 申请费，学费，课程设计费，校方管理费，在读
期间医疗保险费，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成绩单，访学手续服务费，
机场接送费。
不包含：住宿费（公寓或寄宿家庭）
，SEVIS 美国学生和交流学
者信息系统费，中国-美国往返国际机票、学生护照及签证费、个人
零用钱、长途话费及饮食开支、书费、超出访学时间及项目内容之外
以及未列出的其他费用。
住宿：提供两种住宿形式，寄宿家庭或校外公寓。学生可根据自
己实际情况选择住宿方式。不同的住宿方式费用略有不同，每月约为
800-850 美元。
五、申请资格：
1．参加选拔的同学须是我校一、二、三年级本科学生或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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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研究生，并已交足学校的各项费用；
2．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并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学生干部，
获得省、市、校级优秀奖励者优先考虑；
3．爱国爱校，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校纪校规，无违纪处分
记录；
4．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能适应密度较大的学习访问安排，
较快融入异国他乡的生活；
5．家庭具有一定经济基础，能够提供访学所需费用及经济担保；
6．英语要求：英语及美国文化课程学习，适合不同英语水平的
同学；
选修大学学分课程, 适合托福 90，
雅思 7.5 或以上成绩的同学；
7．有明确的美国学习及未来发展目标并通过项目办公室的面试。
学校联系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李老师，联系电话：
0511-88792766；邮箱：lishuyan@ujs.edu.cn。
UCSD 项目咨询电话：010-57958881/57958885（仅限工作时间拨
打，周一至周五 9:00-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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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短期访学项目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短期访学项目旨在选拔我校优秀学生赴海外
参加短期学习，面向我校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有关项目信息如下：
一、项目优势：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是一所美国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是加州大
学系统中十大分校之一。
全美公立大学排名第 41 名（2011 US News &
World Report 排名）
，全美 4000 多所高校排名第 94 名（2011 US News
& World Report 排名），全球高校排名第 101 到第 150 名（依据上海
交通大学排名，北大、清华的排名在 151-200 名左右）
。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除了以其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和“全美最美校园”
称号闻名于世，更以学生多样化、教学理念多样化、课程多样化为特
点，位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美教育多样化排名第 5，2010
年 3 月 3 日被美国最高级别大学认可机构之一的西部各州高等院校认
证协会评为“十年——美国多样化卓越教育的大学典范”
。
二、项目地点：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河滨市。
三、访学方式、内容及时间：
本次访学根据学习目标、英文水平和专业背景的不同，有两种访
学方式：
第一种：英语及美国文化课程学习
对于希望通过访学提高英文水平、了解美国社会、增进对不同文
化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创新意识和国际意识的同学，加州大学将为学
生开设英语及美国文化课程，通过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一起学习，
加快学生英语水平和国际交流能力的提高，其内容包括英语听说、读
写、美国历史、美国文化等，并辅以专题讲座、英语培训、小组讨论
及校园文化实践、中美大学生交流活动、国际大学生交流活动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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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30 余年管理寄宿家庭的经验也将为学生提供
一个独一无二的住宿选择和访学经历，挑选过的美国寄宿家庭可以帮
助学生迅速提高英文并近距离接触美国家庭、社区和社会。顺利完成
课程学习将获得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成绩单和学习证书。
访学时间：
英语和美国文化课程 2013 年 8 月 26 日至 12 月 6 日。
第二种：大学学分课程学习
对于英文水平较高并希望提高专业水平的同学，经选拔，和其他
UCR 学生一起学习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大学学分课程。顺利完成课
程学习将获得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成绩单和学习证书。
其他活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独特的地理优势使学生与丰富的课
余活动近在咫尺，包括参观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观看 NBA 洛杉
矶湖人队比赛，海滨游览，滑雪，海边游泳等。
访学时间：大学学分课程 2013 年 8 月 26 日至 12 月 13 日。
报名截止日期：2013 年 5 月 15 日。
四、住宿及相关费用说明：
住宿：
学校提供两种住宿形式，寄宿家庭或大学公寓，同学可根据自己
实际情况选择住宿方式，尽量满足学生的选择。16 周的住宿费用约
为 3200 美元，实际花费依据住宿类型选择不同而不同。
寄宿家庭，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短期访学项目的推荐住宿选择，
整体费用低（每月 800 美元且含一日三餐和平时上课接送）
，英语氛
围好（美国家庭，
“强制”英语的沟通）
，美国文化体验深（与美国家
庭全方位接触和互动）
。
项目费用：
第一种：英语及美国文化课程学习, 人民币 50,700 元/人；
第二种：大学学分课程学习, 人民币 57,100 元/人；
费用包括：课程设计费、管理费，学费、加州大学学生证(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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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图书馆及大学其他设施) 、使用计算机室(包括上网) 、加州大学成
绩单、在读期间医疗保险。不包括在校期间的住宿、国际机票及学生
个人零用钱等费用。
五、申请资格：
1．我校注册在籍的大二、三本科生及一、二级研究生，并已交
足学校的各项费用；
2．爱国爱校，自觉遵守国家法令及校规校纪，无违纪处分记录。
学生干部，获得省、市、校级优秀奖励者优先考虑；
3．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能适应密度较大的学习访问安排，
较快融入异国他乡的生活，能圆满完成出国访问与学习任务；
4．学习努力，成绩优秀，专业突出，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一
定的科研潜质；
5．家庭具有一定经济基础，能够提供访学所需费用及经济担保；
6．英语要求：英语及美国文化课程学习，适合不同英语水平的
同学；选修大学学分课程，适合托福≥80 分，雅思≥6.5 分或通过学
校内部测试的同学；
7．有明确的美国学习及未来发展目标并通过项目办公室的面试。
学校联系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李老师，联系电话：
0511-88792766；邮箱：lishuyan@ujs.edu.cn。
UCSD 咨询电话：010-57958881/57958885（仅限工作时间拨打，
周一至周五 9:00-18:00）
。

81

32

寒假赴日本动漫游戏领域研修项目

日本动漫专门学校和日本著名动画制作公司联合举办 2013 年寒
假动漫游戏领域研修体验项目。该项目适合动漫游戏专业学生和动漫
游戏爱好者。通过课程学习、实际体验、互动交流等方式从多方面多
角度感受被世界称之为动漫大国的日本在动漫领域中散发出来的独
特魅力。
一、项目介绍
动漫课程学习：邀请动漫领域的专业老师和活跃在动漫游戏领域
一线的大师为同学们讲授动漫游戏的相关课程。
（为何初音会如此取
得成功？她开创了日本动漫游戏领域怎样的新局面？吉卜力动画的
最大魅力点又是什么？同学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在这里都将得到解答。
）
所有课程均配有同传翻译和解说。
动漫名企参观：参观日本著名动画制作公司。
（一睹每年出品大
批优秀动画的公司内部的分工究竟是怎么样的？攻壳机动队、网球王
子、黑子的篮球等名动画是如何从这里诞生的呢？）
动漫名所游览：前往秋叶原、池袋、三鹰、镰仓、富士急等邻县
的动漫著名景点。
动漫特色体验：体验特色主题咖啡屋（女仆、执事、海贼王）
，
在这个动漫的国度，吃、住、行等平凡生活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有可能
因为融入了动漫元素而变得与众不同。
二、项目时间：
1 月 20 日-28 日，共 9 天（如项目时间有所调整，将另行通知）
。
三、项目地点：
日本东京。
四、项目费用：
人民币 128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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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包括：报名费；国际往返机票；海外医疗保险费；签证邀请
函制作费及国际邮递费；数字好莱坞大学课程学费；全程餐费；住宿
费；交通费；参观入场券；集体活动时的各种费用。
不包括：个人护照办理费；签证手续费（以日本领馆指定签证中
心的实际价格为准）
；国内移动交通食宿费；行李超重费；自由活动
时产生的费用；个人购物消费；其他“包括费用”以外的费用。
五、申请资格：
1．我校注册在籍的学生，并已交足学校的各项费用；
2．爱国爱校，自觉遵守国家法令及校规校纪，无违纪处分记录；
3．动画专业学生优先，动漫游戏爱好者或对日本动漫游戏文化
感兴趣的学生；
4．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
5．家庭具有一定经济基础，能够提供赴日本研修所需费用。
学校联系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李老师，联系电话：
0511-88792766；邮箱：lishuyan@uj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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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翔飞日本短期留学项目

翔飞日本短期留学是由环球翔飞教育集团、日中文化交流中心，
与国内 70 余所重点高校共同主办，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后援的
国内最大规模大学生赴日研修活动。参加者将参观访问早稻田大学、
同志社大学，参加两校的文化经济研修课程和日中大学生交流活动，
获得由同志社大学颁发的短期留学结业证书。项目将访问日本丰田总
公司会馆，参观日本松下、朝日啤酒等世界知名企业，游览日本世界
文化遗产、自然名胜等。
一、项目优势：
名校课程：早稻田大学、同志社大学安排高水准的经济文化研修
讲座及 MBA 课程体验（英文授课）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书记
官讲授日本留学现状与趋势；访问知名企业，探访企业成功之路等。
（以上课程中的日文课程配有现场同声翻译）；
传统文化：邀请日本传统文化指导老师，学穿简易和服、切身体
验日本茶道的传统日本文化课程。
（其中简易和服将作为礼物，送给
每位参加者）；
交流平台：中国和日本的各所大学精英齐聚一堂，不分国界和地
域的文化交流，使参加者在课程中获得知识的同时，结交更多的良师
益友；
日本风情：除了参加文化研修和交流访问的活动，参加者还将全
身心地接触日本社会。参观银座、台场、电子动漫天堂秋叶原；体验
日本天然温泉；前往优雅静谧的京都，参观金阁寺、清水寺；前往奈
良参观东大寺，享受与梅花鹿的近距离接触；在热情洋溢的大阪感受
日本关西风情。翔飞日本短期留学项目还将带领参加者品尝地道的日
本料理（日本寿司、拉面、大阪好好烧、日式烤肉、日式特色套餐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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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时间：
11 天（7 月 7 日—8 月 3 日之间分批进行）
；
报名截止日期：5 月 6 日。
三、项目费用：
项目费用人民币 18850 元。
包括费用：报名费；国际往返机票；海外医疗保险费；邀请函国
际邮递费；早稻田大学和同志社大学学费；全程餐费；住宿费；交通
费；参观入场券；集体活动时的各种费用。
不包括：个人护照办理费；签证手续费；国内交通费；行李超重
费；自由活动时产生的费用；个人购物消费；其他“包括费用”以外
的费用。
四、申请资格：
1．我校在籍非毕业班学生，并已向学校交清各项费用；
2．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具有一定的英语或日语基础；
3．爱国爱校，自觉遵守国家法令及校规校纪，无违纪处分记录；
4．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有较强适应能力，能完成出国交
流的学习任务；
5．家庭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五、项目联系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李老师 0511-88792766；
邮箱：lishuyan@ujs.edu.cn。
六、参考行程：
天数

行程

学习内容/备注

国际航班前往日本大阪，
第一天

到达关西国际空港，入住
同志社大学宿舍。
举行欢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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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早餐

同志社大食堂

乘坐大巴前往大阪

参观丰臣秀吉故居，感受关西的人文

参观大阪城

气息

午餐

日本特色料理

访问松下电器

了解日本企业文化，学习企业管理制
度

游览心斋桥

感受大阪明间人文风俗

晚餐

大阪特色—好好烧

前往京都 住宿

同志社大学宿舎

前往同志社大学
早餐
关西地区第一私立大学
—同志社大学介绍
第三天

感受世界一流学府的授课方式与学

习方法
同志社大学模拟课程（1）
午餐
前往奈良
参观奈良公园、东大寺

大学食堂
感受关西自然风光及宗教文化

晚餐

日本特色料理

住宿

同志社大学宿舎

早餐

同志社大学食堂

同志社大学模拟课程
（2）
第四天

同志社大学食堂

同志社大学校园参观
午餐＆留学生交流会
参观游览金阁寺

知名教授传授同志社大学的学习理
念
与日本大学生畅谈，了解日本大学生
的学习方法和生活方式
室町时代的象征，日本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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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清水寺参观 游览清 世界文化遗产，欣赏日本古老建筑，
水寺古老街道

了解日本寺庙文化

晚餐

寿司

住宿

同志社大学宿舎

早餐

同志社大学食堂

前往吹田市

了解日本先进生产技术、无人化管理

参观朝日啤酒工厂

模式，品尝刚出厂的新鲜啤酒

午餐

吹田市中餐

参观访问丰田会馆
第五天

了解日本商业运作的特点，体验日本
大型公司企业制度

前往浜名湖温泉酒店、办
理入住手续
晚餐
温泉体验

丰盛的温泉特色料理
了解日本的温泉文化，享受温泉带给
身心的愉悦

住宿

浜名湖温泉酒店

早餐

浜名湖温泉酒店

前往箱根

体验日本的“温泉之乡”欣赏秀丽景
色
寻访 40 万年前火山活动后留下的痕

第六天

游览大涌谷

迹，并眺望富士山和箱根群山的美丽
景色

午餐

日本特色料理

前往东京
参观台场、彩虹大桥、富 参观台场中心、富士电视台以及雄伟
士电视台

的彩虹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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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
入住东京国立奥林匹克
纪念青少年综合中心
东京期间的注意事项材
料发放及说明

第七天

住宿

国立奥林匹克中心

早餐

富士餐厅

早稻田大学介绍

感受早稻田大学的学习氛围和学习

早稻田大学模拟授课

文化；深入了解早稻田的学习内容，

早稲田大学校园参观

体验不同的学习方式。

午餐

早稻田大学食堂

前往银座参观

亚洲最早的现代商业街

前往平安文化的中心地
——浅草 雷门
前往日本科技动漫中心
——秋叶原

第八天

第九天

东京都内最古老的寺院
与时代尖端产业同步的电器大街

晚餐

日式拉面

参观东京塔

全世界最高的自立式铁塔

住宿

国立奥林匹克中心

早餐

富士餐厅

自由活动

在东京自主了解日本各种文化

晚餐

富士餐厅

住宿

国立奥林匹克中心

早餐

富士餐厅

全天游览迪斯尼主题乐
园

了解全世界知名的日式微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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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国立奥林匹克中心
住宿

国立奥林匹克中心

早餐

富士餐厅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书记
官讲义
日本传统文化体验——
第十天

和服

体验日本传统文化，进一步感受日本

日本传统文化体验—— 的文化底蕴
茶道

第十一天

午餐 毕业 PARTY

颁发结业证书

住宿

国立奥林匹克中心

早餐

富士餐厅

前往成田机场 回国

注：以上行程由以往行程综合定制，不排除根据当地的客观情
况，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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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暑期海外课堂项目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开办暑期海外课堂，主要针对致力于提高
英语语言能力的同学，包括四个方向：商业管理方向、口语提高方向、
学术英语方向及医学英语方向。
一、项目优势：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是一所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全美公
立大学本科排名第 7 名（依据 US News & World Report 排名）
，全球
高校排名第 14 名
（依据上海交通大学 2010 年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
，
学校在一流教育实力的基础上，着重强调其以科研为导向的高等学府
定位。学校学术气氛浓厚，是向往新鲜事物，超越平凡的学子们学习
与生活的天堂。
圣地亚哥位于加州西南部，是美国的第六大城市，以舒适的气候、
主题娱乐公园、和文化历史建筑，被评为美国最棒的 10 个城市之一，
同时也是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圣地亚哥的美丽风光及其友好的人
民吸引全世界各地的观光客，无论是充满殖民风味的西班牙式建筑、
还是帆船游艇林立的拉荷亚海滩、或是美国青少年最爱的圣地亚哥海
洋世界及圣地亚哥动物园，圣地亚哥都令人神往。此外，圣地亚哥已
成为加州第二个以高科技产能为主轴的城市，直逼旧金山湾区的硅谷，
圣地亚哥已不仅是一个观光的胜地，更是美国西岸未来 10 年经济及
教育发展最快速的城市。
二、项目地点：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国加利佛尼亚州圣地亚哥市。
三、项目时间：
赴美学习时间 Session A：7 月 2 日至 7 月 27 日；
赴美学习时间 Session B：7 月 30 日至 8 月 24 日；
报名截止日期：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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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费用：
约人民币 30400 元/人；
以上费用包括：项目申请费，学费，部分项目内课外活动的费用，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成绩单、校方服务费，在读期间医疗保险，项
目管理服务费、机场接送。
不包括：在美住宿费，中国-美国往返国际机票、学生护照及签
证费、SEVIS 费、项目保证金、个人零用钱、长途话费及饮食开支、
书费、超出访学时间及项目内容之外以及未列出的其他费用。
五、申请资格：
1．我校注册在籍的非毕业班本科生，并已交足学校的各项费用；
2．爱国爱校，自觉遵守国家法令及校规校纪，无违纪处分记录；
3．专业不限，商科专业的同学优先，其他专业优秀学生可以参
加；
4．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能适应密度较大的学习访问安排；
5．家庭具有一定经济基础，能够提供赴美学习所需费用及经济
担保。
六、联系方式：
学校联系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李老师，联系电话：
0511-88792766；邮箱：lishuyan@ujs.edu.cn。
UCSD 咨询电话：010-65691272/65691039（仅限工作时间拨打，
周一至周五 9:00-18:00）
。
七、项目安排：
根据教学安排，所有参加该暑期海外课堂项目的学生抵美报到时
都将接受英语水平测试，按照个人意愿和测试成绩安排参加不同类别
的课程上课学习。课程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具有丰富经验的教师
授课。课程的类别有：商务英语课程；英语口语提高课程；学术英语
课程；医学英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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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期间，同学们还将利用学习期间的周末参观访问以下城市和
景点：迪斯尼乐园；环球影城；拉斯维加斯。
学习结束后，同学们可以选择飞赴东海岸的纽约、华盛顿、波士
顿等文化名城参观，参观哈佛、耶鲁、MIT 等东部知名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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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大学暑期医学见习项目

英国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开展暑期医学见
习项目，我校同学可报名参加。
一、项目优势：
此项目主要针对致力于提升自身英语语言水平的学生, 本科生
及研究生均可参加。其中，医学专业学生可参加一周的医院见习。
二、项目地点：
英国利物浦大学。
三、项目时间：
执行时间：6 月 29 日－7 月 21 日，共 3 周；
报名截止日期：3 月 30 日。
四、项目费用：
1．学费 750 英镑、住宿费 285 英镑，住在大学生的学生宿舍；
2．申请者需自行负担个人的国际旅费、办理护照签证的费用和
其他个人支出。
五、申请资格：
1．我校正式注册的非毕业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其中参加见习
的医学生（10 人）只接收本科学生；
2．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CET-4 450 分
以上或者通过 CET-6）
；
3．爱国爱校，自觉遵守国家法令及校规校纪，无违纪处分记录；
4．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能较快融入异国他乡的生活，能
圆满完成出国交流的学习任务；
5．家庭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学校联系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李老师，联系电话：
0511-88792766；邮箱：lishuyan@uj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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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德国开姆尼茨 F+U 教育学院暑期研修项目

德国开姆尼茨 F+U 教育学院开展 2012 年暑期研修及欧洲文化之
旅项目，我校机电类专业、机械自动化、车辆工程、经管专业、国际
贸易、会计学等相关专业同学均可报名参加。
一、项目优势：
德国开姆尼茨 F+U 教育学院为德国米特维达科学大学；德国莱
比锡电信大学的预科学院，学院是联邦德国较大的从事青年工作、社
会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非赢利学院之一。总部设在柏林，在各个州均有
分支机构。其经费来自为工商企业、团体及个人提供社会服务所获得
的报酬，学院有 300 多名教职员工。德国开姆尼茨 F+U 教育学院提
供社会服务、从事教育培训、促进国际交流——在这一宗旨引领下，
自成立以来积极地为各年龄段人们提供帮助和公益性服务，每年的受
益人数达 1 多万人。
20 多年来，德国开姆尼茨 F+U 教育学院在教育和培训方面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境外，在各个行业的研修教育和培
训都严格遵守国家及行业制定的质量标准，恪守“德国制造”的高水
平。德国开姆尼茨 F+U 教育学院可提供 20 多个专业的技术教育和培
训，业务上接受当地劳动局、教育局、工商行会等部门管理，受各部
门以及众多企业委托，实施多种层次、多种专业，包括汽车工程、机
械制造、电气工程、电子技术、建筑物保护、经济管理、计算机、商
务、护理等双元制教育和培训。
二、项目地点：
德国柏林，后期为欧洲著名大学文化之旅。
三、项目时间：
执行时间：7 月 22 日－8 月 18 日，共 4 周；
报名截止日期：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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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费用：
1．在德费用：人民币 22000 元；
费用含：签证费、培训费、资料费、每日餐费、住宿费、水电费、
导游费用、学院组织的参观游览及期间交通费用、抵达及离开德国接
送机、境外保险费、亲属关系公证。
2．往返机票：人民币 7000 元左右；
费用不包含：学生所在城市至签证地北京（上海）往返交通费、
个人消费。
五、申请资格：
1．我校正式注册的机电类专业、机械自动化、车辆工程、经管
专业、国际贸易、 会计学等相关专业大二、三的同学，并已交足学
校的各项费用；
2．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
3．爱国爱校，自觉遵守国家法令及校规校纪，无违纪处分记录；
4．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能较快融入异国他乡的生活；
5．家庭具有一定经济基础。
六、项目安排：
1．7 月 22 日-8 月 13 日为学生专业研修学习时间，学生通过专
业课程、专业讲座、专业研讨及部分专业实践并在理论课与实践内容
相结合的方式下，培养学生在自己专业学科领域里的国际化视野，感
受德国人认真工作及严谨的科学态度。
机电及车辆工程方向：了解德国机械制造的生产工艺流程，掌握
和分析典型机械零件的结构和机械加工工艺过程，了解德国典型零件
加工的工艺装备、数控机床。掌握控制电路、驱动电路、保护电路采
用集成组件。了解德国在汽车生产过程，从主要总成的生产与德国车
辆企业工程师一起探讨汽车发动机电控技术、自动变速器、汽车制动
防抱死系统（ABS）
、电脑四轮定位仪等汽车新技术。
95

经济管理及金融国贸方向：企业经营管理实战模拟软件系统建立
了一个连接企业管理理和业务实践的桥梁。企业经营管理实战模拟特
别适用于当今国际经济网络化时代的思维行动与企业经营管理战略
之间的调解。参与者亲身体验公司内部相互的内在联系，认识了解部
门与企业整体之间的目标差异及其协调，确保企业经营成果的最优化。
企业经营管理实战模拟实训运营软件系统能有效对接经济理论，建立
经营企业实训环境，实现公司各项功能，建立以行为为导向的经营模
式。在模拟公司经营实训工作开展过程中，实训环境拟真化，同时依
托技术平台支撑，构建高度拟真化的商业竞争环境。经济、国际贸易、
金融、市场营销等专业学生均能够在这个仿真的商业环境运营模式下
得到训练与发挥。
2．前三周内周末时间安排参观德国大学、德国跨国企业、博物
馆、拜访捷克首都布拉格、欧洲最小国家卢森堡大公国等活动。
3．8 月 13 日—8 月 18 日时间为欧洲著名大学文化之旅。探访欧
洲著名大学，了解欧洲教育体制，为今后留学欧洲打下基础。
参观德国跨国企业：Vattenfall 能源集团-旗下萨克森最大的能源
储备站，现场亲身体验能源储存在德国电网管理；德国大众汽车透明
工厂；参观大众汽车教育学院 Zwickau，参观国际一流的大众汽车培
训机构；德国宝马汽车博物馆；萨克森灵赛一级方程式国际赛车场。
实地参观访问欧洲精英大学：德国—米特维达科学大学；德国—
亚琛工业大学；德国—开姆尼茨工业大学；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学校联系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李老师，联系电话：
0511-88792766；邮箱：lishuyan@uj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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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比大学暑期夏令营

英国德比大学（University of Derby）是一所充满创新精神的英国
现代化公立大学，在学生中的欢迎程度以及学生满意程度逐年增加。
在所有新兴大学中，德比大学国际学生满意度名列前三。项目具体事
宜如下：
一、项目优势：
1．英语语言课程：在友好并且充满活力和趣味的学习环境中提
高英语水平；
2．参观众多英国文化胜地，例如伦敦和 Chatsworthy 城堡；
3．住宿在德比大学学生公寓。学生公寓距离校区非常近，提供
24 小时保安服务。每个房间都配备了床，衣柜，书桌，电话和宽带
等基本生活设施。每套公寓提供公用洗手间和厨房；
4．免费提供主要机场接送机服务；
5．免费午餐券，可以在学校的多个餐厅使用；
6．免费的校车往返校区、市中心和学生公寓之间；
7．由国际学生中心提供签证、福利、生活和学习在德比等方面
的咨询服务。
二、项目介绍：
报名截止日期：5 月 31 日。
学习时间：8 月 5 日－8 月 18 日（2 周）
。
招收人数：不限
费用说明：
1．学费 950 英镑（约合人民币 9500 元，该费用包括两周学校公
寓住宿、英语课程、外出参观、午餐）
；
2．申请者需自行负担个人的国际旅费、办理护照签证的费用和
其他个人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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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资格：
1．我校正式注册的非毕业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
2．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CET-4 成绩 450
分以上）
；
3．爱国爱校，自觉遵守国家法令及校规校纪，无违纪处分记录；
4．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能较快融入异国他乡的生活，能
圆满完成出国交流的学习任务；
5．家庭具有一定经济基础。
学校联系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李老师，联系电话：
0511-88792766；邮箱：lishuyan@ujs.edu.cn。
项目方咨询：于老师

010-85251111-344 。 项 目 网 址 ：

http://www.derby.ac.uk/international/summer-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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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江苏大学本科生赴境外交流申请表
年级

姓 名

学号

性别

学院

出生

班级

日期

家庭

照
年 月 日
片

出生地

住址
民族

政治面貌

户口所在地

申请项

邮

目名称

联系电话

何时受过何种奖
励，有何学术论
文和科研工作
何时何地参加何
种社会活动，担
任何种职务
申请学生的行为
表现、外语水平
专业同年级人数
学习成绩总评名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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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家庭主要成员
姓名

与本人关系

在何单位工作、任何职务

联系电话

家长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学院
意见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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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江苏大学研究生赴境外交流申请表

注：此表一式三份，研究生院、派出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各
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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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江苏大学交流学生学习计划安排表
姓

名

年级

学号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交流学校

交流专业

交流起止时间

联系方式
课程学习计划

序号

课程中文名称及课程外文名称

1
2
3
4
5
6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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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数

学分数

学院审核

教务秘书审核

专业所在系审核

审核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教学院长审核(签字)：

学籍与选课中心审核(签字)：
教务处审核
分管处领导 (签字)：

注：1.按照《江苏大学关于国际化本科教学中的学分认定暂行管理规
定》
。
2.此表需在学生赴境外大学交流之前填写。一式四份，学生保留
一份，另三份分别交学院教务秘书、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和教务处
学籍与选课中心备案。若无此表，则对学生在境外学习的课程不予认
定。
3.若学生在赴境外大学交流之前无法填写课程学习计划，请在备
注栏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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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江苏大学中德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报名表
姓 名

学 号

性 别

本科

本科

毕业院校

毕业专业

硕士学习

硕士

硕士指导

所在学院

所学专业

教师姓名

目前硕士

□ 一年级

□ 二年级

学习阶段

□ 三年级

□ 已毕业

掌握英语
程度如何

IELTS 成绩≥6.0 分

□

TOEFL 成绩≥85 分

□

最后学位

联系电话

最迟在申请出国签证前取得合格的语言成绩

□

联合培养
学习计划
（分在国

申请人签名：

内学习和
在德国学

年

月

日

习两阶段）
注： 1. 本表由申请人填写后，在规定报名时间内交江苏大学研究生院
招生办；
2. 2013 年 3 月中旬—4 月下旬，申请人按江苏大学国际合作与交
流处要求参加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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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江苏高校学生境外学习政府奖学金项目
学生申请及学校推荐表
学生姓名

姓名拼音

性

别

出生日期

所在学校

所在院系

就读专业

所在年级

英语水平
家庭住址

片

全国大学英语考试：□4 级

分，□6 级

分

其他英语测试成绩：□雅思 分，□托福 分
省

市

照

年 月 日

（二寸免冠）

县（市）

本人手机

电邮地址

父亲姓名

父亲手机

母亲姓名

母亲手机

在校期间
获奖情况
可认定课

项目名称

程及学分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学
校
推
荐
意
见

申
请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1．推荐类别：正式推荐人选

□

后备推荐人选

□

2．学校可提供配套资助经费额度
元。
年

月

日

（加盖学校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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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江苏大学交流生成绩认定与学分转换
申请表
姓

名

年级

学号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交流学校

交流专业

交流起止时间

联系方式

在交流学校学习课程情况

我校认定课程情况

课程中文名称/课程

学

学

成

外文名称（可附表）

时

分

绩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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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学

成

分

绩

学院教务秘书审核

专业所在系审核意见及建议

审核人签字：
院系意见

年

审核人签字：
月

日

年

月

日

教学院长签字：
年
选课与学籍管理中心审核

月

日（院公章）

分管处领导审核

教务处审核
审核人签字:
年

审核人签字: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按照《江苏大学关于国际化本科教学中的学分认定暂行管理规
定》
。
2.本表各栏目均应由申请人和相关人员亲自填写，需用黑色签字
笔填写。
3.学生申请课程认定时，需同时提交对方学校出具的所学课程成
绩单及课程大纲。
4.本表原始件一式两份，教务处选课与学籍管理中心和学院教务
秘书各一份。
5.本表及相关材料应与《江苏大学交流学生学习计划安排表》一
并作为教学档案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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