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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参加海外学习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为在校学生提供不同类型的海外学

习项目，构建海外交流平台，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

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拓展视野、培养国际意识并促进

学术交流的国际化。 

 

亲历者这样说： 

 “作为本科生国际交流校长奖学金获得者，我非常荣

幸有机会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一年的学习，

2012 年的美国之行带给我诸多收获。在学习方面，我

不仅集中学习了人口学、金融学和金融经济学等课程，

更通过课堂学习和课外交流切身体会到社会人口学从

课本、课堂到社会的独特魅力。在国际交流方面，我积

极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沟通，既获得思维碰撞和文化

交流的火花，又赢得诸多友谊。在生活体验方面，伯克

利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美丽的自然风光给予我极大的享

受和触动，让我在视觉享受之余，亦触发内心的思考。” 

-----本科生国际交流校长奖学金获得者 劳动人事学

院李雅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一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的学习和

生活，使我在许多方面都得到进步，所收获的，不仅仅

是走出国门，能够看到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更让我学

会了如何用新的视角规划自己的未来。” 

-----本科生国际交流校长奖学金获得者 信息资源管

理学院 郭安琪（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我依稀记得，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和同学踏上了去伦

敦的旅途。曾经因为准备材料各种折磨而消磨了出去交

换的欣喜，曾经因为要面临完全陌生的世界而失声痛

哭，曾经无限焦急又绝望的等待签证。然而，踏上旅途

时，我又是那么奋不顾身，迎接我的新生活。” 

----- 心理学系 徐佳诺   （伦敦国王学院） 

 

 “身在耶鲁一月，心浮气躁这个词离我们很远，感谢

纽黑文宜人的气候，即使闷热难耐的盛夏，一阵小雨后

便会有丝丝秋意，但或许这一切还与耶鲁的建筑有关：

历史的印记停留在每一处雕刻繁复的浮雕，驻足在每一

处铜迹斑斑的把手，耶鲁建筑流露出的天然抑或人为营

造的历史的厚重感会让人在一片雄伟而庄严的建筑前



变的谦卑，谁敢说耶鲁的建筑师不是耶鲁大学精神真正

的缔造者？亦或许当年耶鲁的教育家们也熟谙建筑之

道吧…再见耶鲁，再见纽黑文，希望能再去探寻那些尚

未踏过的土地，再去感受那宁静致远的学校氛围，再去

触摸那些历经三百年风雨洗礼的老榆树，重拾珍藏在耶

鲁的美好记忆” 

     -----商学院 彭雨晨（耶鲁大学） 

 

 “半年时间，我和其他交换生还有台湾的朋友们一起

走过了台湾的很多地方，从垦丁的海滩到花莲的村落，

从淡水的日落到日月潭的清幽。每一处风景，每一次停

留，留下的并不只是定格的照片，而是共同拥有的丰盛

回忆，和旅行中所产生的对自我、对生活的思考。” 

-----国学院 王莹（台湾国立政治大学）   

 “在英国学习的半年期间里面，我得到了合作导师的

大力指导。也单独见到了 LSE很多知名的教授，在和他

们的交流中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帮助和指导。我个人在学

习研究的方法和视野上都得到了进步和提升。此外还与

一些老师建立了联系，为将来的交流与合作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行万里路而读万卷书。行走在伦敦的大街小巷，



莎士比亚时代以来的文化积淀与人文气息渗透在拐角

与河畔。让我领略到了别样的英伦风情。浏览大英博物

馆与国家画廊的艺术收藏品，让我感受到世界文明进步

的足迹所留下的辉煌成就。此外，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旅

行业给了我新的体会，感受到了异域不一样的文化气息

和人文环境。这些游历对我将来个人的发展和今后的生

活都将是宝贵的经历和记忆。 ” 

-----劳动人事学院 陈丰元（国家公派博士生赴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联合培养）  

 



有哪些项目可以选择？                                       
 

海外学习项目主要包括国家公派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国际交流校长奖学金”项

目、校际交换项目、寒暑期项目等。 

 

国家公派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资助方式包括：1. 由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规定

期间的奖学金生活费。部分攻读博士学位人员，根据具体情况可提供学费资助。2. 与外方

政府或机构共同资助学费、生活费、一次性往返国际旅费。 

项目要求以当年选拔时公布的具体通知为准。项目通知根据类别分别由教务处、研究

生院以及相关学院发布。 

 

 



项目名称 申请人类别 选派类别 申报时间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

公派研究生项目 

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在读硕士生

（含应届硕士毕业生）、在读博士生 

攻读博士学位、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3-4月 

公派硕士研究生项目 应届本科毕业生、在读硕士研究生 
攻读硕士学位、联合

培养硕士研究生 
3-4月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

学招收博士生、硕士生

项目 

应届本科毕业生、在读硕士生（含应

届硕士毕业生）、在读博士一年级学

生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研究生 
3-4月 

俄罗斯政府单方奖学

金项目 

在读本科生（含应届本科毕业生）、

在读硕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3-4月 

国际区域问题及外语

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 
应届本科、硕士毕业生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研究生 
3-4月 

本科生赴加拿大实习

项目 

本科三年级学生、本硕连读三年级或

四年级学生 
3个月实习 3-4月 

中美富布莱特联合培

养博士生子项目 

在读博士生、已完成三年课程的硕博

连读生/直博生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5-6月 



 

 

“学生国际交流校长奖学金”项目 

 
设立“学生国际交流校长奖学金”项目是学校提升人才培养国际性的一个重要举措，

进一步推动与世界知名大学和机构的合作，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校长奖学金项目以全额奖学金（含学费、生活费、往返一次性国际旅费）或半额奖学

金的方式资助优秀学生赴海外学习一年。自 2011 年设立以来，校长奖学金项目合作院校和

派出人数均在逐年增多。 

项目选拔时间一般为每年的 3-5月，9月份派出。根据项目执行情况，亦有可能 10月

份选拔，次年春季派出。项目要求以当年选拔时公布的具体通知为准。项目选拔通知分别

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

赴海外实习项目 
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 硕士插班生 5-6月 

中韩政府互换奖学金

项目 
应届本科、硕士毕业生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研究生 
3-4月 

中德博士后奖学金项

目 
应届博士毕业生 博士后 11-12月 



由教务处、研究生院发布。 

 

院校 派出时间 派出对象 语言要求 

美国芝加哥大学 一学年 本科生 
托福不低于 104 (不低于单项 26)；

雅思不低于 7(单项不低于 7 )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一学年 本科生 
托福不低于 90;托业不低于 800; 雅

思不低于 7;CET-6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一学年 本科生 
托福、雅思、CET-6、专业英语四八

级 

美国爱丁堡大学 一学年 本科生 
雅思不低于 6.5(单项不低于 5.5)；

托福不低于 92(单项不低于 23 )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一学年 硕士研究生 托福不低于 92;雅思不低于 6.5 

 



 

校际交换项目 
 

校际交换项目一般为互免学费，少数项目除互免学费外还会再提供一定的生活费补助。

项目一般提前一学期至一学年公布。项目要求以当年选拔时公布的具体通知为准。项目选

拔通知分别由教务处、研究生院发布。 

 

欧洲 

学校名称 派出时间 派出对象 接收学校要求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1月-6月 

9月-12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成绩：GPA不低于 3.3，有相关专业课

程背景； 

英语：IELTS不低于 7.0（单项不低于

6.5）； TOEFL(IBT)不低于 100（单项

不低于 22）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9月-8月 本科生 

普通专业—IELTS不低于 6.0（单项不

低于 5.0）；商学、管理学、生命科学

专业—IELTS 不低于 6.5； 教育、法

学、英语文学—IELTS不低于 7.0 



英国华威大学 9月-12月 本科生 

文学、教育、心理学—雅思不低于

6.5(单项不低于 6.0) / 托福(iBT)不

低于 92(单项不低于 21) ； 

理学院—雅思不低于 6.0 (单项不低

于 5.5) / 托福(iBT)不低于 87(单项

不低于 21 ) ； 

社会学、商学—雅思不低于 7.0 (单

项不低于 6.5) / 托福(iBT)不低于

105(单项不低于 21 ) 



英国肯特大学 
1-6月  

9-12月 
本科生 

IELTS不低于 6.5（阅读和写作不低于

6.0；听力和口语不低于 5.5） 

TOEFL(IBT)不低于 87（阅读不低于

22；写作和听力不低于 21；口语不低

于 23）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 
1-5月 

9-12月 
本科生 

IELTS不低于 6.5 

TOEFL(IBT)不低于 90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 
1月-5月 

9月-12月 

本科生(三年

级) 

硕士研究生 

专业：经济、商学、欧洲研究、历史、

国际关系、法律、政治学、环境相关； 

法语：TCF 400 或 DELF B2 水平； 

英语：TOEFL(IBT)不低于 80，IELTS

不低于 6.0 

法国巴黎第十大学 10月-6月 
本科生 

 
法语：TCF 400 或 DELF B2 水平 

德国图宾根大学 10月-7月 

本科生(三年

级) 

硕士生(一年

级) 

德语 B2水平 

德国哥廷根大学 
4月-7月 

10月-1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德语 B2水平 



德国莱比锡大学 
4月-7月 

10月-1月 

本科生(三年

级) 

硕士研究生 

德语 B2水平 

瑞士日内瓦大学 9月-6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法语 B2水平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3月-6月 

10月-1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专业和语言： 

商学（英语）：TOEFL(IBT)不低于 80、

IELTS 不低于 6  

其他专业（德语）：B2水平 

意大利欧洲大学学院 9月-12月 博士生 
专业要求：经济、法律、历史、政治

学等专业 

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大

学 

1月-5月 

9月-1月 
本科生 英语/西班牙语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

大学 

2月-7月 

9月-2月 
本科生 英语/西班牙语；专业：除艺术以外 

匈牙利卡尔文纽什大

学 

2月-5月 

9月-12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英语/匈牙利语 

雅思不低于 5.5(单项不低于 5.5)；托

福(IBT)不低于 72，其中单项最低为

听力 17、阅读 18、口语 20、写作 17。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

大学 

9月-1月 

2月-6月 
本科生 

英语：IELTS 不低于 6.5；TOEFL(IBT)

不低于 92。(两年内有效成绩) 



卢森堡大学 9月-7月 本科生 

英语：TOEFL(IBT)不低于 80、IELTS 不

低于 5.5 

德语：Goethe Zertifikat (B2) 

法语：DELF (B2) 或 DALF (B2)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9月-5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英语：TOEFL(IBT)不低于 79; IELTS

不低于 6.0 

 

芬兰图尔库大学 9月-5月 硕士研究生 英语优秀 

芬兰拉普兰大学 
8月-12月

1月-5月 
硕士研究生 英语优秀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1月-6月 

8月-1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IELTS：不低于 6.0（单项不低于 5.5）  

TOEFL: TOEFL(IBT)不低于 79； 

其他专业不限年级，法学专业要求本

科三年级或以上 

瑞典林奈大学 9月-6月 

本科生 

硕士生（人大

本科毕业） 

雅思不低于 5.5(单项不低于 5.5);托

福(IBT)不低于 72，其中单项最低为

听力 17、阅读 18、口语 20、写作 17。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 8月-12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英语，托福(iBT)不低于 91 或 雅思

不低于 6.5；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2-6月 

9 月-次年

1月 

本科生(三年

级) 

托福(iBT)不低于 80； 雅思不低于

6.0 

丹麦阿尔堡大学 
9 月-次年

6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雅思不低于 6.5 ； 托福(iBT)不低于

80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

财经大学 

9-12月 

2-6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俄语：需达到可以听课水平 



土耳其考其大学 
1-6月 

9-1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专业要求：经济、财金、法学、历史、

哲学、社会学、化学、物理          

英语要求： IELTS 不低于 6.0 / 

TOEFL(IBT)不低于 80 

 

 

 

 

 

 



亚洲 

学校名称 派出时间 派出对象 接收学校要求 

韩国高丽大学 
2月-6月 

8月-12月 
本科生 

外语：英文或韩文流利 

专业：法学除外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 
3月-6月 

9月-12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专业：MBA项目、法学院项目除外。 

英语：TOEFL(IBT)不低于 88  

韩国釜山大学 
3月-6月 

9月-12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英语/韩语流利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 
3月-6月 

9月-12月 
本科生 外语：必须可以用英文或韩文听课 

韩国庆北大学 
2月-6月 

8月-12月 
本科生 英语/韩语 

韩国全北大学 
3月-6月 

9月-12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英语/韩语，会韩语者，专业不限； 

韩国东国大学 
3月-6月 

9月-12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英语/韩语 

日本九州大学 
4 月-次年

3月 

9 月-次年

8月 

本科生 
日语：国际日语一级 

日语专业 

日本九州产业大学 
9 月-次年

8月 
本科生 

日语：国际日语一级 

日语专业 



日本龙谷大学 
9 月-次年

8月 
本科生 

日语：国际日语一级 

专业：日语（2人），其他（1人） 

日本埼玉大学 
4 月-次年

3月 
本科生 

日语：国际日语一级 

日语专业 

日本神户大学 
4 月-次年

3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日语：国际日语一级 

本科生：日语专业 

研究生：文学、法学专业 

日本早稻田大学 
4 月-次年

3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日语：国际日语一级 

日语专业 

日本一桥大学 
4 月-次年

3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日语：国际日语一级 

本科生：日语专业 



日本明治大学 
4 月-次年

3月 
硕士研究生 

日语：国际日语一级 

日语专业 

日本庆应大学 
4 月-次年

3月 
硕士研究生 

日语：国际日语一级 

专业：商学、文学 

日本同志社大学 
4 月-次年

3月 
本科生 

日语：国际日语一级 

专业不限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学校名称 派出时间 对象 接收学校要求 

台湾大学 秋季学期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政治大学 秋季学期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清华大学 秋季学期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化学、物理、工程、计算机科学

专业 

辅仁大学 秋季学期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逢甲大学 秋季学期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绿色能源科技、唐代研究、资通

安全、财务金融与风险管理、财

务计量专业 

东吴大学 秋季学期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文、理、医学、神学及法科专业 

铭传大学 秋季学期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管理、资讯、传播专业 

中国文化大学 秋季学期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高雄师范大学 秋季学期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教育学、中文、外语专业 

中正大学 秋季学期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语言学、物理、心理学、犯罪防

治学、管理学专业 

文藻外语学院 秋季学期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外语专业 

台北大学 秋季学期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文史哲类专业 3 

台湾师范大学 秋季学期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文史这类专业 

中兴大学 春季学期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香港大学 
秋季学期 

春季学期 
本科生 

托福机考不低于 213分；雅思不

低于 7.0；CET-6级不低于 600(项

目要求以当年选拔时公布的具体

通知为准) 

香港岭南大学 
秋季学期 

春季学期 
本科生 

托福机考不低于 213分；雅思不

低于 6.0(项目要求以当年选拔

时公布的具体通知为准) 

香港城市大学 春季学期 本科生 

托福机考不低于 213分；雅思 6.5

以上(项目要求以当年选拔时公

布的具体通知为准) 

澳门大学 
秋季学期 

春季学期 
本科生   



 

寒暑期项目 

 
寒暑期项目一般为自费，少数项目提供一定的奖学金。寒假项目通常在每年 10月-11

月公布，暑期项目一般在每年 12月份至次年 5月份陆续公布。项目要求以当年选拔时公布

的具体通知为准。项目选拔通知分别由教务处、国际交流处发布。 

 

美洲 

学校名称 派出时间 派出对象 接收学校要求 经费 

美国加州大学欧

文分校 

6月-8月 

8月-9月 

本科生 

研究生 

托福 (iBT) 80 以上；雅思

6.5以上；CET-6级 550以上 
自费 

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 

5月-6月 

7月-8月 

本科生 

研究生 
 托福 100以上 自费 



 

欧洲 

学校名称 派出时间 派出对象 接收学校要求 经费 

丹麦哥本哈根商

学院 
6-8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托福不低于 91 ；雅思不低

于 6.5  
自费 

美国耶鲁大学 7月-8月 
本科三年

级学生 

YSS: 托福 IBT最低 100分；

雅思最低 7分 

ELI：无托福、雅思成绩要求 

免学费、注册

费及住宿费 

美国中国青年发

展项目（CYDP) 

1月-2月 

7月 

本科生 

研究生 
需提供英语水平证明 可申请奖学金 

加拿大麦吉尔大

学 
7月 

本科生 

研究生 
 自费 



法国高等商学院 5-6月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雅思、托福、八级、六级、

四级、其它英语或法语证书 
自费 

法国巴黎十大 6-7月 
法语专业本

科生 
 自费 

芬兰赫尔辛基大

学 
7月 

本科生 

研究生 
英文水平达到课程要求 自费 

英国伦敦国王学

院 
7-8月 

本科生 

研究生 

雅思不低于 6.5(单项不低于

6.0)；托福机考不低于 93(单

项不低于 20)；大学英语六

级不低于 580分 

6 个免学费

名额 

瑞士日内瓦大学 6-7月 
本科生 

研究生 
 自费 



意大利威尼斯大

学 
6-7月 

本科生 

研究生 

雅思不低于 6.5(单项不低于

6.0)；托福机考不低于 93(单

项不低于 20)； 

2 个免学费

名额 

 

 

 

亚洲 

学校名称 派出时间 派出对象 接收学校要求 经费 

九州大学 6-8月 
本科生 

研究生 

托福（IBT）不低于 83；雅

思不低于 6.0 
奖学金 1名  

釜山大学 
6-7月 

8月 

本科生 

研究生 
  自费 



台湾地区 

学校及项目名称 赴台时间 对象 

中国文化大学冬季学校 1-2月 不限 

高雄师范大学冬季学校 1月 优秀志愿者 

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寒假研习营 2月 在校学生 

人民大学-辅仁大学学术交流计划 7月 在校学生 

佛光大学学术交流团 7月 在校学生 

文化大学暑期项目 7-8月 在校学生 

文藻外国语学院暑期研习营 7-8月 在校本科生 

政治大学夏日学院 7月 在校学生 

中山大学暑期交流团 7月 优秀志愿者 

http://io.ruc.edu.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49:2011-12-20-03-08-45&catid=41:2011-04-03-07-40-30&Itemid=53
http://io.ruc.edu.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70:2012&catid=41:2011-04-03-07-40-30&Itemid=53
http://io.ruc.edu.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69:2012&catid=41:2011-04-03-07-40-30&Itemid=53
http://io.ruc.edu.cn/images/stories/2012rucFuJen.doc
http://io.ruc.edu.cn/images/stories/2012fuguangshuqi.doc
http://io.ruc.edu.cn/images/stories/2012wenhuashuqi.doc
http://io.ruc.edu.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72:2012&catid=41:2011-04-03-07-40-30&Itemid=53
http://io.ruc.edu.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68:2012&catid=41:2011-04-03-07-40-30&Itemid=53
http://io.ruc.edu.cn/images/stories/2012zhongshanshuqi.doc


如何申请参加学生海外学习项目？       
 

项目公布 根据项目类型，海外交流项目将由教

务处、研究生院以及国际交流处分别公布。 

申请要求 凡我校正式在册全日制学生、符合项

目规定要求，均可申报学生海外学习项目。如

同类别项目派出时间重合，只可申请一个项目。

具体申请要求及流程，请及时关注各项目通知。 

 特别提示 大部分海外学习项目有明确的英语

水平证明要求，包括大学英语四级、六级，专

业英语四级、八级，雅思、托福等英语能力证

明。其余非英语授课项目外语需符合对方学校

项目规定。建议有意申请学生海外学习项目的

同学提前参加相关外语水平考试。 

 



录取流程怎样进行？                   

国家公派项目 经学校推荐后，最终的录取与否

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决定。 

其他项目 “学生国际交流校长奖学金”项目、

校际交换项目以及部分寒暑期项目将根据 项

目名额进行校内选拔。流程包括简历筛选、笔

试、面试等。面试一般采用外语群面的形式进

行。校内选拔主要考察学生与项目的契合度、

学生在校期间成绩、外语水平以及个人综合表

现。通过校内选拔的同学将获得校方推荐资格，

最终录取与否仍由接收学校决定。 

自行申请的寒暑期项目的最终录取与否由

接收学校决定。 

 



录取后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国家公派手续 被录取的同学需根据国家留学

基金委通知要求办理一系列公派手续。 

校内因公派出手续 所有参加学生海外交流项

目的同学在录取后需向国际交流处提交《中国

人民大学因公出国（境）任务申报表》，参加

国家公派项目以外的同学还需提交《中国人民

大学学生赴国外交换学习承诺书》 

学籍 除国家公派项目外，参加学生海外学习项

目满 6个月及以上的同学需办理学籍异动手

续，具体办理流程请咨询学校招生就业处。 

校内注册及选课 除国家公派项目外，参加一学

期及以上长期项目的同学仍需交纳中国人民大

学学费，并在院系教务办公室办理交换期间的

选课以及注册手续。 



护照、签证等 拿到录取通知后，除个别项目外，

学生需自行办理护照、签证，购买机票、保险

等事宜 

部分国家签证信息网址： 

1 美国驻华大使馆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 

2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 

http://www.canadainternational.gc.ca/china-chine/ 

3 英国边境总署在中国 

http://www.ukba.homeoffice.gov.uk/countries/c
hina/ 

4 法国驻中国大使馆 

http://www.ambafrance-cn.org/accueil.html 

5 芬兰驻华大使馆 

http://www.finland.cn/public/ 

6 德国驻华使领馆 

http://www.china.diplo.de/Vertretung/china/zh/01

-service/visa/0-visa.html 

7 意大利驻华大使馆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
http://www.canadainternational.gc.ca/china-chine/
http://www.ukba.homeoffice.gov.uk/countries/china/
http://www.ukba.homeoffice.gov.uk/countries/china/
http://www.ambafrance-cn.org/accueil.html
http://www.finland.cn/public/
http://www.china.diplo.de/Vertretung/china/zh/01-service/visa/0-visa.html
http://www.china.diplo.de/Vertretung/china/zh/01-service/visa/0-visa.html


http://www.ambpechino.esteri.it/Ambasciata_Pe
chino 

8 匈牙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http://www.mfa.gov.hu/kulkepviselet/CN/cn/cn_
Konzuliinfo/ 

9 荷兰大使馆 

http://china-cn.nlembassy.org/ 

10 卢森堡驻华大使馆
http://pekin.mae.lu/cn/node_29644 

11 瑞典驻华大使馆 

http://www.swedenabroad.com/zh-CN/Embassie
s/Beijing/ 

12 丹麦王国驻华大使馆 

http://www.denmarkvac.cn/chinese/index.html 

13 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 

http://www.russia.org.cn/chn/ 

14 西班牙驻华大使馆 

http://www.maec.es/subwebs/Consulados/Pekin
/zh/home/Paginas/home.aspx 

15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 

http://www.ambpechino.esteri.it/Ambasciata_Pechino
http://www.ambpechino.esteri.it/Ambasciata_Pechino
http://www.mfa.gov.hu/kulkepviselet/CN/cn/cn_Konzuliinfo/
http://www.mfa.gov.hu/kulkepviselet/CN/cn/cn_Konzuliinfo/
http://china-cn.nlembassy.org/
http://pekin.mae.lu/cn/node_29644
http://www.swedenabroad.com/zh-CN/Embassies/Beijing/
http://www.swedenabroad.com/zh-CN/Embassies/Beijing/
http://www.denmarkvac.cn/chinese/index.html
http://www.russia.org.cn/chn/
http://www.maec.es/subwebs/Consulados/Pekin/zh/home/Paginas/home.aspx
http://www.maec.es/subwebs/Consulados/Pekin/zh/home/Paginas/home.aspx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home.ht
ml 

16 新西兰驻华大使馆 

http://www.immigration.govt.nz/migrant/stream
/study/ 

17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 

http://www.cn.emb-japan.go.jp/consular.htm 

18 大韩民国驻中国大使馆 

http://chn.mofat.go.kr/worldlanguage/asia/chn/v
isa/issuance/index.jsp 

 

 特别提示 如在已被录取的情况下无故退出校

级交换项目，3年内不再接受其他相关申请。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home.html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bjng/home.html
http://www.immigration.govt.nz/migrant/stream/study/
http://www.immigration.govt.nz/migrant/stream/study/
http://www.cn.emb-japan.go.jp/consular.htm
http://chn.mofat.go.kr/worldlanguage/asia/chn/visa/issuance/index.jsp
http://chn.mofat.go.kr/worldlanguage/asia/chn/visa/issuance/index.jsp


在外期间的注意事项？                 

项目变更 参加学生海外学习项目的同学应在

规定留学期限内完成学业并按期回国，留学期

间不得擅自改变留学期限。 

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完成项目，需及时

通知国际交流处，出具国外留学院校或导师（合

作者）意见以及相关证明，由学校相关部门审

批。国家公派项目的同学还需及时通知驻外使

领馆等。待审批后方可执行。 

 

中国驻外使领馆信息 

部分驻外使领馆教育、文化处(组) 

1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教育处
http://www.sino-education.org.au/chn/ 

2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
http://www.sino-education.org/ 

3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教育处
http://www.chineseeducation.ca/ 

http://www.sino-education.org.au/chn/
http://www.sino-education.org/
http://www.chineseeducation.ca/


4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
http://www.edu-chinaembassy.org.uk/ 

5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
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lxsjl/ 

6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教育处
http://www.eduru.org/publish/portal23/tab1028/ 

7 中国驻德国使馆教育处
http://www.de-moe.edu.cn/ 

8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
http://www.edu-ambchine.org/ 

9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教育处
http://news.chinaeducation.org.nz/ 

10 中国驻芬兰大使馆教育组
http://www.educn-fi.org/ 

11 中国驻丹麦大使馆教育处
http://www.chinaembassy.dk/ 

12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教育处
http://it.chineseembassy.org/chn/jylx/default.htm 

13 中国驻荷兰大使馆教育处 

http://www.chinaembassy.nl/chn/zhgx/jyjl/ 

l4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教育处
http://www.chinaedu.be/ 

http://www.edu-chinaembassy.org.uk/
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lxsjl/
http://www.eduru.org/publish/portal23/tab1028/
http://www.de-moe.edu.cn/
http://www.edu-ambchine.org/
http://news.chinaeducation.org.nz/
http://www.educn-fi.org/
http://www.chinaembassy.dk/
http://it.chineseembassy.org/chn/jylx/default.htm
http://www.chinaembassy.nl/chn/zhgx/jyjl/
http://www.chinaedu.be/


15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
http://www.cnedu-ch.org/ 

16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教育处
http://www.chinaembassy.hu/chn/zxgx/jylx/defaul

t.htm 

17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教育处
http://www.eoe.or.kr/publish/portal24/tab1065/ 

18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教育处
http://www.cnedu.nu/ 

 

更多驻外使馆信息请访问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 

 

 
 

 

http://www.cnedu-ch.org/
http://www.chinaembassy.hu/chn/zxgx/jylx/default.htm
http://www.chinaembassy.hu/chn/zxgx/jylx/default.htm
http://www.eoe.or.kr/publish/portal24/tab1065/
http://www.cnedu.nu/


 

☆学习结束后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复学手续 除学位项目外，参加其他海外学习项

目的同学项目结束后需完成复学手续。 

 

学分转换 根据项目类型，除学位项目外，大部

分海外交流项目可以转学分。本科生转换学分

办法请咨询教务处。研究生请咨询研究生院。 

 

项目总结 参加项目的同学在项目结束之后提

交项目总结、图片和视频资料，为下届参加此

项目的同学给予指导和帮助。 

    国家公派项目的同学还需根据国家留学基

金委的要求办理回国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