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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换生项目简介 

 

南京大学一直着力于建设成为一所“研究型、综合性、国际化”的大学，开

展交换生项目是学校推行国际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约从 2004 年开始，我校

最早和香港科技大学开展交换生项目，发展

至今，每学年大概选派近 300 位本科生分别

赴境外及港台地区 60 余个高校进行交换学

习，学期期限一般为 1-2 学期，还有部分项

目为寒假或暑假短期交流。 

我校今后还将进一步扩展交换生规模，

为每一位学生创造外出交流学习的机会。 

 

 交换生工作总体运行流程 

交换学校通知我校国际交流处→国际交流处通知教务处→教务处公布项目

并选拔→候选人准备申请材料→候选人将材料递送至国际交流处→国际交流处

将材料报送至对方学校→对方学校审核通过发送录取通知书→候选学生办理签

证、赴境外交换→交换学期结束→交换学生持对方学校成绩单转换学分 

 

 相关职能部门职责 

我校交换生工作主要由教务处、国际交流处（台港澳事务办公室）负责，同

时，还涉及到学工处、保卫处、档案馆等部门。 

 国际交流处：负责和对方学校联络，确定交换项目具体信息；在教务处选拔

出候选同学后，负责指导申请材料的准备，并报送至对方学校。 

 教务处：负责选拔交换项目候选人；负责处理学籍异动手续；在交换生结束

交换期限回来后，协调院系转换学分。 

 保卫处：负责开具户籍证明，以办理护照。 

 档案馆：负责成绩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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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往年交换生项目一览 

特别说明：每年交换生项目情况都可能有变化，名额、待遇、要求均

以当年项目通知为准，本表仅供参考； *表示对方学校要求有国际英

语成绩。 

 

交换学校 
名额

（人） 
接受学院（专业） 提供资助情况 

香港中文大学* 5 
工商管理、文、理、社

科、工程学 
免学费，一般有住宿津贴 

香港科技大学 2 商学院除外 免学费，一般有住宿津贴 

香港城市大学 2 
商学、科学及工程学、

人文及社会科学院 
免学费，免住宿费 

香港大学* 20 商学院、建筑学院除外 免学费，一般有津贴 

台湾成功大学 3 专业不限 免学费，免住宿费 

台湾大学 3 专业不限 免学费，免住宿费 

台湾政治大学 5 文科专业 免学费，免住宿费 

台湾中央大学 8 专业不限 免学费 

台湾东海大学 6 专业不限 免学费，免住宿费 

台湾中正大学 6 专业不限 免学费，免住宿费 

台湾东吴大学 4 专业不限 免学费 

台北大学 6 专业不限 免学费，免住宿费  

台湾清华大学 3 专业不限 
免学费、住宿费，目前提供约 20，000

台币生活补贴 

台湾义守大学 12 专业不限 免学费，免住宿费 

台湾交通大学 8 专业不限 免学费 

台湾逢甲大学 6 专业不限 免学费 

新加坡国立大学* 3 专业不限 免学费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领导

能力项目* 
2 专业不限 

免学费，可申请 TF-NUSLEaRN（6500 新

元） 

日本大阪大学* 2 
1 名专业不限，1 名为理

工科 
免学费，可申请 JASSO 奖学金 

日本北海道大学* 2 专业不限 免学费，可申请 JASSO 奖学金 

日本京都大学* 1 以当年通知为准 免学费；可申请 JASSO 奖学金 

日本东京大学* 2 人文、社科 免学费，有奖学金名额 1 人 

日本九洲大学* 1 专业不限 免学费，可申请 JASSO 奖学金 

日本名古屋大学* 1 专业不限 免学费，可申请 JASSO 奖学金 

日本立命馆大学* 1 专业不限 免学费，可申请 JASSO 奖学金 

日本广岛大学 1 人文社科类专业 免学费，可申请 JASSO 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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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北大学 2 专业不限 免学费，可申请 JASSO 奖学金 

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 1 专业不限 免学费，可申请 JASSO 奖学金 

庆应义塾大学 1 日语专业 免学费，可申请 JASSO 奖学金 

奈良女子大学 2 日语专业 免学费，可申请 JASSO 奖学金 

韩国高丽大学 9 韩语专业 免学费 

韩国仁荷大学 3 韩语专业 免学费 

韩国西江大学 3 韩语专业 免学费 

韩国韩南大学 2 专业不限 
免学费、住宿费；每人一学年（10 个月）

200 万韩元的生活补贴 

韩国建国大学 4 专业不限 免学费 

韩国岭南大学 2 专业不限 免学费 

韩国中央大学 2 专业不限 免学费 

韩国浦项工科大学 2 理工类  免学费 

韩国崇实大学 5 专业不限 免崇实大学学费与住宿费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 2 专业不限，限女生  免学费 

韩国忠南大学 1 专业不限 

免除对方学费；免费提供住宿、一日两

餐及韩语课程；四个月生活费补助及部

分机票补助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1 犹太研究相关专业 免学费 

墨尔本大学* 2 专业不限 免学费 

悉尼大学* 
2；另可

自费 
专业不限 2 人免学费，其余同学自费 

伦敦摄政学院* 4 经济类 免学费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5；另可

自费 
专业不限 5 人免学费，其余同学自费 

英国约克大学* 不限 专业不限 均自费 

英国利兹大学* 不限 专业不限 均自费 

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 6 
经济学、管理学相关专

业 
免学费 

法国 ESCEM 高等商学院 4 金融、财经类相关专业 免学费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 1 人文社科 免学费 

德国弗莱堡大学 2 德语专业 免学费 

德国图宾根大学 5 德语专业 免学费 

德国哥廷根大学 10 德语专业 免学费 

德国慕尼黑大学 2 德语专业 免学费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2 建筑学专业 免学费  

芬兰东芬兰大学（原约恩苏

大学）* 
1 

环科、教育、社科、人

文地理、信息技术 
免学费，免住宿费 

瑞典林雪平大学 6 理工类 免学费 

冰岛大学 2 专业不限 免学费 

奥斯陆大学* 2 专业不限 免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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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

大学* 

1；另可

自费 
专业不限 1 人免学费，其余同学自费 

美国代顿大学 不限 

电子工程、材料工程及

其他与代顿大学开设课

程相关的专业 

均自费 

美国密苏里圣路易斯大学* 1 专业不限 免学费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 3 专业不限 免学费 

美国圣约瑟夫大学 4 
商学，人文，社科，自

然科学等 
均自费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新堡分

校* 
1 专业不限 免学费 

美国加州富乐敦州立大学 不限 专业不限 均自费 

美利坚大学* 不限 专业不限 均自费 

美国东方大学* 3 人文学科 免学费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

校* 

2；另可

自费 
专业不限 2 人免学费，其余同学自费 

加拿大安大略省项目* 3 专业不限 
免学费（此项目为加拿大安大略省与江

苏省合作项目） 

加拿大 Wilfrid Laurie 大

学 
3 专业不限 免学费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学  
2 专业不限 免学费 

智利天主教大学 4 西班牙语 免学费 

墨西哥埃普布拉自治大学 3 西班牙语 免学费 

UCLA 暑期项目 

我校推

荐20名，

对方筛

选 10 名 

理工科 

为最终录取的同学免去学费（$3300），

提供部分住宿补助、补助培训、研究费

用的待遇 

美国乔治城大学暑期项目 不限 不限 均自费，1043 美元/学分 

APRU（环太平洋大学组织）

暑期项目 
2 专业不限 均自费 

AC21（21 世纪学术联盟）

项目 
3 专业不限 有补助 

AEARU（东亚研究型大学

联盟）暑期夏令营 
4 专业不限 均自费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暑期项

目 
不限 专业不限  均自费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暑期项

目 
10 

生科院、环境学院及地

海学院 
均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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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自由大学暑期项目 不限  
暑期课程以人文和社会

科学为主  
自费 

德国卡塞尔大学*短期项目 

奖学金

名额 3

人；自费

不限 

环境工程，建筑及人文

社科专业 

3 人有奖学金（600 欧元），其余同学自

费（课程总费用约 1800 欧元） 

新加坡国立大学暑期项目 不限 
商学为主，兼及人文、

社科专业 
均自费 

韩国忠南大学暑期项目 2 专业不限 
免申请费、韩语课程费和活动费共约一

千美元；住宿费部分减免 

韩国建国大学暑期项目 2 专业不限 免项目申请费和学费 

日本九州大学ATW暑期项目 不限 专业不限 自费，可申请项目奖学金 

日本大阪大学寒假夏令营* 不限 专业不限 均自费 

 

 

 

 

 

 

 

 

 

 

 

 

 

 

 

  
在东京大学 在澳大利亚的电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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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交换项目前需要做什么 

 
 参加交换生考试：首先，建议参加交换生考试，项目候选人主要从参加过交

换生考试的同学中产生； 

 研究课程、保研、毕业事宜：然后，需要仔细研究各交换高校的具体情况，

关键是了解相关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然后根据本专业的指导性教学

计划，看是否能够妥善安排自己的课程学习。 

 对方学校哪些课程和本校的课程一样，交换回来后可以直接替代； 

 哪些课程和本校的课程不一致，交换回来后只能转为选修课； 

 自己已修的学分总数达到多少，交换回来后是否在学分总数上会过少？ 

 高年级学生，应以不影响正常毕业为前提，先行处理好与保研、毕业、

升学等相关的事宜； 

 与父母和辅导员沟通：在课程各方面确认基本没有问题后，应该和自己的父

母及辅导员老师沟通，请父母和辅导员老师帮忙综合考虑，看是否合适出去

交换、是否合适到该校交换学习； 

 进行网上申请：在父母和辅导员老师都同意的前提下，进入教服平台进行网

上申请，并将申请表打印出来找院系签字盖章，交教务处； 

 可提前准备申请材料：教务处公布的项目中，若专门提醒申请者注意截止时

间较紧，建议提早准备申请材料的话，则最好先准备一下相关的申请材料。

这样，如若入选，就可以节省时间，在材料报送日期截止前上交。 

 

 

 

 

 

 

冰岛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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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选交换项目后需要做什么 

 
 签订国际交流协议：申请成功后，应到国际交流处签订《南京大学国际交流

学生出国学习协议》，明确参加国际交流项目的权利与义务； 

 准备申请材料：签署交流协议后，应根据项目通知上的材料清单或网址尽快

准备材料。这当中最需要注意的是成绩单的办理，因为其有固定的办理时间

周期。准备申请材料时若有困难，可联系国际交流处寻求帮助； 

 递交申请材料：材料准备好后，在规定时间内交至国际交流处； 

 递交院系同意证明：必须提交院系同意参加该交换项目的证明（须有院系教

学院长及辅导员签字盖章），如无该证明，一律取消该项目交换资格； 

 办理护照：接到对方学校录取通知书后，准备办理护照（见下文）； 

 递交出国申请表：从国际交流处网站下载《南京大学本科生公派出国（境）

申请表》（http://wb.nju.edu.cn/foreground/sub.php?catid=7），也可直接从国际

交流处出入境管理科领取，填写后先由院系盖章，然后由教务处盖章，最后

与录取通知书一并交至国际交流处出入境管理科； 

 办理签证：根据对方学校要求的时间办理签证、机票等事宜。 

 转换学分：在交换结束后，对方学校会寄送成绩单到国际交流处，可凭对方

学校成绩单填写学分转换申请，由教学主任或教学院长审核签字后，到院系

教务员老师处转换。 

 

 

 

 

 

 

 

 

 

纽约州立大学新堡分校风景               万圣节归来 

 

 

  



 9 

五、交换生考试 

 

为了统一衡量学生的英语能力，学校每年 3 月都会举行交换生考试，考试主

要测量考生的英语听、写能力，该成绩将作为交换生项目选拔的重要依据之一。

（具体情况以每年交换生考试发布的信息为准） 

 

 报名：报名参加交换生考试的同学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我校 1—3年级本科生（医学专业除外）； 

 身心健康，有较强的生活适应能力，无不良生活习惯； 

 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学习成绩良好以上； 

 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 

 以前未曾参加过三个月以上的长期交换培养项目（对于三个月以上的长期交

换培养项目，每位同学在校期间只能参加一次）； 

 国防生可参加交换生考试，但其只能参加交流期限在 2个月之内的项目，同

时必须出示选培办的书面同意证明。 

 

 考试：考试时间一般为 1 个小时，考生须携带耳机，凭身份证或学生证进入

考场，对号入座，并按考场通知上的频率校对频率。 

 

 查分：交换生考试成绩将在考试结束后尽快公布，考生届时可以进入教务处

主页(jw.nju.edu.cn)的教服平台进行查询（即各位同学查询课程成绩的地方）。 

 

 

 

 

 

 

 

 

  

在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内的小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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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换生项目费用 

 

 费用性质 

现在的交换生项目分为公费与自费两种。 

 公费项目主要是指，该项目免对方学校学费，其余自理； 

 自费项目则还需支付对方学校学费，自费项目的名额一般不限。为了让广大

同学有更多的选择机会，现在我校的自费项目也在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英

国和美国高校。 

 交流基金：录取为公费项目的交换生，须按人民币 5,000（伍千）元/学期的

标准向本校缴纳国际交流基金；若同时获得外国大学及其他机构提供的奖学

金资助（如日本交流项目的 JASSO 奖学金），则需缴纳的交流基金标准另行

设定，具体视学校通知而定。参加自费项目的交换生不再要求缴纳交流基金。 

 无论何种性质的项目，都必须缴纳本校的学费及住宿费。 

 

 关于奖学金 

交换生项目对方学校一般较少提供奖学金，日本高校一般提供 JASSO 奖学

金（每月 80,000 日元生活费及 80,000 日元一次性补助）可以申请；香港地区大

部分高校则会免除交换生的住宿费；台湾地区部分高校也会免除交换生的住宿费

并提供一定的奖学金；韩国也有个别高校提供一定的奖学金。 

 

 各地区费用：（以下为部分交换生提供的讯息，特此致谢匡亚明学院理科强

化班 2006 级张游同学、政府管理学院 2006 级陈辰同学、信息管理系 2006

级杨洋同学、外国语学院 2007级张婉秋同学、社会学院 2007级于睿同学） 

 台湾地区：一学期约 2万人民币。（以台湾大学为例） 

 交通：4000￥（往返机票）。市内的交通费视个人情况而定了。 

 住宿：大部分台湾地区高校免住宿费。 

 餐费：200台币/天。一般在学校吃饭，一天这个标准差不多够了。 

 书本资料：500 台币。因为有复印、从图书馆借、还有朋友帮忙借的课本，所以这

部分支出比较少，主要是复印、打印之类的费用。 

 网路费用：600 台币/学期。 

 旅游费用：因为依个人情况变化比较大，像有认识的同学功课比较忙都没怎么出去，

所以这部分支出会比较少，反之玩的比较多的话相应支出也会比较多。建议和很多

朋友一起出去，这样一些费用可以均摊，而且出于规模效应很多费用也会算便宜一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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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地区：生活费一学期约 1万元。（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例） 

 交通：飞机票单程不会超过人民币 1000 元，提早定能在携程网上定到 600 到 700

元的。 

 住宿：大部分香港高校免住宿费。寝室里都是有空调的，钱基本按小时算，一小时

五毛。洗衣服连烘干，一次为 3到 4元。 

 餐费：可以在学校餐厅吃。早餐在 10 元到 15 元左右，午餐和晚餐每餐在 20到 30

元，一天一共 50 到 70元。校外就餐的话，主食基本都在 20元以上，没有上限。 

 书本资料：香港的书很贵，拿在手里有重量的书基本都在 100元以上。所以教科书

可以去图书馆借，或者找上一届的同学买二手书，也可以去复印。 

 通讯：到香港后可以去便利店 7-11买电话充值卡，有 50元及 100元的。也可以去

商场卖手机的地方买一张电话卡。发短信是 0.5 元/条，打电话是 0.1元/分钟。香

港地区亦有中国移动，但最好不要开套餐，很麻烦，直接买电话卡即可，没有基础

费，打一个电话算一次钱。 

 

 美国：一学期约 7500美元。（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为例） 

 住宿：石溪分校的住宿费为每月 800多美元，一学期总花费为 3300美元。 

 餐费：如若都在学校食堂就餐，早餐大概 3-4美元，中晚餐每顿大概 6-8 美元，总

体每天花费 15-20 美元。合计每月 450-600 美元。若自己做饭，一般是每月 400

美元左右。 

 市内交通：一般不会超过 200 美元/月。如果算上来回机票，去的时候一般是飞行

旺季，机票较贵，买的早会便宜些，价格以 1200 美元计。回来时选择较多，一般

也是淡季，价格以 700美元计。 

 书本资料：建议先查明要用的书，在国内购买影印版。如若买不到则需到国外购买。

美国书籍价格较高，从数十美元到几百美元不等。另外，美国的文具也较贵，建议

从国内带过去。 

 

 日本：一学期约 20 万日元。（以九州大学为例） 

 房租水电：15200日元/月 

 餐费：学校内每顿 300-400日元，超市便当也是这个价钱；餐馆 一顿 800日元以

上算是比较可口的 

 书本资料：书比较贵，大概每本需要 200多人民币。但很多课都是发资料的，所以

不需要花太多钱。 

 水果：非常贵，例如，100G的西瓜需 398日元；草莓一小盒也要 298日元；猕猴

桃 6个需 298日元。 

 蔬菜：菠菜 5根需 198日元；青菜 2根需 198日元；土豆 1个最便宜也要 78日元； 

 水：一瓶需 105 日元；饮料都是 100 以上； 

 鸡蛋： 10个需 198日元 

 

 北欧：（以冰岛大学为例） 

 交通：当时的往返机票全价约 1万元，其中找中介定的上海往返法兰克福机票约

7000元，在冰岛的 Iceland express网站上定的法兰克福到冰岛机票约 1500元，

后来我是先从冰岛到达巴黎，旅游后去法兰克福乘机返回，总价一万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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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每月 2200人民币，当时的汇率是 1比 18，提前需要交 2000左右的预付款以

订房，住宿是学校安排的学生宿舍，每人一间，12平方米，独立洗脸池，每层共用

男女浴室及卫生间，很干净，很方便，宿舍就在校园里，去市中心和超市也不远，

出门就有公交车。 

 餐费：吃饭平时都自己在宿舍做，超市里的常用物品及食品物价还可以，学校餐厅

学生餐每餐约 20 人民币，不太好吃，不建议长期食用。 

 市内交通：公交车半年学生卡约人民币 400元，可以无限次乘车，限度是半年，冰

岛公交车较少，但有准确的到站时间表，在每站都可以查到，并且有完善的网站可

以查询。 

 通讯：可以办理学生卡，学生卡跟当地同一通信公司网络的用户打电话都是不要钱

的，但给非同一网络的人打电话较贵。国际长途很贵，建议使用 skype打国际长途。 

 书费：书籍比较贵，即使复印也比较贵。 

 其他开支：还有一些生活的小开支，比如打印费，洗衣币等等，都比较便宜。 

 

 部分自费项目支出：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学费$4,305 美元/quarter （需预缴），生活费

$3,000-$4,000美元（含食宿，预估），健康保险$325美元（10周，每超一周时间

再缴$25美元/周） 

 美国加州富乐敦州立大学：学费 3710美元，学杂费 1015美元，健康保险（强制保

险）86美元/月，住宿费用参见 http://www.usa.fullerton.edu/housing.asp 

 美国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大学：学费约 4200 美元/学期；住宿费月 3100美元/学期；

伙食费 1800美元/学期；新生入学培训 100 美元 

 美国圣约瑟夫大学：约 5600-5800美元/学期左右（含 4门课 12 个学分），此为给

南大学生优惠学费标准，为该校美国学生正常学费的三分之一。 

 美国代顿大学：约 10,000美元/学期（含 4门课 12个学分的学费，15顿餐费/周，

与美国学生同住的费用）。 

 美国乔治城大学暑期项目：1043美元/学分。 

 英国约克大学：学费：11,300英镑／年，住宿费：3106—4272英镑／年  

 （详见 http://www.york.ac.uk/admin/intnat/documents/VSCatalogue1011.pdf）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费减免 10%（以 2009-2010学年年费为例：一年 8600 英镑，

减 10%学费后为 7740英镑） 

 

 

 

 

 

 

 

 

 

  
在香港城市大学 在香港理工大学 

http://www.york.ac.uk/admin/intnat/documents/VSCatalogue1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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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关程序办理 

 

1．成绩单办理流程 

对方学校所要求的申请材料一般都会要求含有中英文成绩单和在读证明。相

关办理流程如下： 

中英文成绩单：先到院系教务员老师处开具中文成绩单，在周二上午 8：

30-11：00，将中文成绩单送到学校档案馆（鼓楼校区文科楼二楼 213 室）进行

翻译，在周四下午 2：30-4：00，可以拿到成绩翻译件，最后将成绩翻译件送教

务处审核盖章（周三、周五上午办理）。 

在读证明：先到教务处主页（http://jw.nju.edu.cn）下载在读证明格式范例，

在主页左边的“岗位职责”栏目点击“办公室”子栏目，即可在右侧看到在读证

明格式范例。将自己的信息补充到范例中，然后打印出来，送到院系盖章，最后

送到教务处盖章（周三、周五上午办理）。 

（注意：教务处每学期办理时限为：每学期开学后第三周起至期末考试日；

档案馆每学期办理时限为：每学期开学后第二周至学期结束前第二周） 

因为中英文成绩单和在读证明的办理都有规定时间，所以，一定要在规定时

间内去办理，否则就会延误申请。同时，在办理签证时也需要这些材料，建议可

以一次多办理几份，签证时就比较方便，可以节省时间。 

 

2．办理护照流程 

 户口在校的学生： 

申办护照或港澳通行证须先到学生工作处网站下载《南京大学本科生因私出

国(境)申请表》（http://xgc.nju.edu.cn/download_list.php） 

然后，凭此证明到保卫处一楼综合科办理集体户口证明。 

最后，携带本人身份证及其复印件、2 张近期 2 寸正面免冠半身头像彩色照

片（光板纸，白色背景，深色上衣）到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办护照或通

行证（赴港同学还须携带香港出入境事务处派发的入境标签）。 

 户口不在南京的学生： 

可凭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2 张近期 2 寸正面免冠半身头像彩色

照片（光板纸，白色背景，深色上衣）直接到本人户口所在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处申办护照或港澳通行证（赴港同学还须携带香港出入境事务处派发的入境标

签）。 

http://xgc.nju.edu.cn/download_li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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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办理签证流程 

签证办理一般较为繁杂，下面提供两位曾参加过交换生项目的同学所总结的

赴美、赴英的签证攻略，建议大家结合小百合 go abroad 版块相关内容参考。（特

此致谢政府管理学院 2006级郭琳同学、社会学院 2007级张蕾同学） 

 

赴美签证攻略 

 

（一）护照申请 

1、在学工处下载一份因私 OR因公出国申请表，填写完整后交院系签章； 

2、然后到学工处一楼管理办公室签字盖章，然后去二楼找赵鸣老师盖章，盖完章后，直接

在二楼复印一份给学工处存档； 

3、凭此申请到保卫处一楼开具户口证明（户口证明是有有效期的，只有 5 天，所以你必须

在五天内去办护照）； 

4、带上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户口证明，照片两张（在出入境大厅现场拍摄），￥200

去出入境管理局办护照。 

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在三元巷（过了新街口，一直朝南走，过了石鼓路（三元巷中国银行），

前面一个十字路口，向西转，一直向前走，估计 300米，会看见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大门

的西侧小门进去）进门后交钱拍照，拍完后到办证大厅取表填写，填完表贴好照片在自动取

号机上取好等候办理，办理完去柜台交费 200元，两周后有短信通知取护照。 

**另注：关于填表。‘人事档案所在单位’填南京大学，‘户口所在地址’和‘家庭住址’填

‘南京市汉口路 22号*舍***室’，‘户口所属派出所’填鼓楼区派出所。 

 

（二）签证缴费和预约 

1、南京地区的赴美签证收费统一由中信银行代办，一般签证提前一个月左右预约。 

2、最靠近南大的中信银行在鼓楼医院旁，从汉口路校门一直往东走，过马路然后左转，大

约 600米可到。 

3、带上护照、足够的现金（904RMB签证费+36RMB电话卡），大厅的正中就是赴美签证柜台，

取表交护照，然后去大厅最右边窗口缴费，完了返回签证柜台，领取正副联两张收据（务必

收好）和一张中信银行电话卡。 

4、36RMB 的电话卡可通话 8 分钟，一般如果是单个人申请这就足够了。按照卡背面的指示

拨号转接人工服务，选择非移民签证，然后有工作人员询问个人信息，帮你预约，最后将告

知你某年某月某日几时几分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办理签证手续，仔细记录下来即可。 

 

（三）签证材料 

1、护照 

2、中信银行收据（两联） 

3、SEVIS在线打印的收据 

4、DS-156/ DS-157/ DS-158 

5、美方发过来的 DS2019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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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照片（50mm*50mm）两张 

7、美方学校的 OFFER LETTER  

6、户口簿 OR身份证 

7、银行出具的财产证明 

8、成绩单 

9、在读证明 

其 中 ， DS156 、 157 、 158 表 格 均 登 陆 美 国 驻 上 海 领 事 馆 网 站 下 载

http://shanghai-ch.usembassy-china.org.cn/index.html，DS-156 表必须在线填写并打

印，DS-157、158可打印后手写，DS-157是单面 A4打印，DS-158是双面 A4打印； 

另外 SEVIS费用是申请留学和交换访问学者项目必须缴纳的，登陆 www.fmjfee.com 在

线填写个人信息、DS-2019 相关信息后，用信用卡在线支付，最后不要忘了打印收据，面前

时必须带到现场。 

最后，因为存在被拒签的可能，你可以适当补充准备一些其他材料，如父母收入证明、

家庭合影、课程研究计划等…… 当然，一般交换生项目的很少有被拒签的，并且程序相对

简单。 

 

（四）面签 

1、最好在预约的签证日前一天到达上海，检查好材料是否准备完整，可准备几份空白 DS

表格以备不时之需。 

2、如果预约在下午办理签证，那么尽量提前一个小时去排队，因为人数相当可观，绝对是

先到先得，去晚了就只能漫长的等待了。 

3、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签证办理处在上海市梅龙镇广场 8 楼（南京西路 1038 号），队伍从楼

下排起，手机和随身携带的包包请按指示寄存，随身只携带签证所需的相关材料和水笔一支； 

然后一拨一拨的发牌上楼，到 8楼后还要在电梯外排队等候，终于能进屋子后，先过安

检关，然后填写 EMS邮寄单，然后排队在 1号、2号窗口交材料预审，领到一张号牌，材料

预审过关后在三号窗口收集指纹，然后就加入漫长的面签队伍； 

一共有 7个面试窗口，面试官为美方工作人员，语言为英语。有可能的话尽量避开亚裔

MM，因为她们问话时间比较长，基本问题包括“为何赴美？去哪？多长时间？费用？今后打

算？”等等，按面试官的要求出具你所准备的辅助材料，有时候一份也用不着，只要你能够

流利的回答他的问题，表示你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持在美生活、并且按时回国即可。 

4、当你听到“Congratulation！Have a nice trip!”就可以说声“Thank you”然后高高

兴兴离开啦~！ 

5、一般回去后 1-2 天，护照就可以寄到，取快递时支付 50RMB，赴美签证就算圆满完成了。 

 

 

赴英签证攻略 

首先去公安局办护照，如果你是特别紧急的(比如交换日期临近)，可以带着交换学校的

录取通知书,去公安局办理业务加急手续,这样大概 5天就能拿到了。具体办理地址地址，护

照查询办理进程参见 http://www.njga.gov.cn 

接下来，把你的护照复印件发给学校(学校的秘书,一般都很友善,很多需要邮寄的东西,

你只要弄成电子版的,给她 EMAIL 就好),学校会给你发 unconditional offer letter,这是

办签证最重要的东西.当然如果你时间紧急的话,也可以让小秘 email给你,你再打印。 

下面就是要准备办理签证的东西啦，现在英国留学签证非常好办(也许是 RP 太好了)，

http://shanghai-ch.usembassy-china.org.cn/index.html
http://www.fmjfee.com/
http://www.njg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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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去的一个星期签证就寄回来了。我是南京人,所以很多东西是在南京办的，下面就说

说南京办签证的具体情况吧。 

首先上网找到  http://www.vfs-uk-cn.com/chinese/index1.aspx，找到 student 

visitor,查看一个准备的材料清单。具体如下： 

 

 Checklist for Student Visitor Applications 

1. Completed and signed VAF. 

2. Correct fee. 

3. Appropriate recent photo attached securely to the front top right hand corner 

of the VAF.  

4. UK education institution offer letter showing whether the offer is conditional 

or not, and showing the full costs of the course.  

5. Current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6. Evidence of English ability e.g. IELTS or TOEFL.  

7. Sponsor's employment/income letter (with contact details shown).  

8. Sponsor’s current employer’s business licence.  

9. Sponsor's salary bank book.  

10. Sponsor's individual income tax receipts.  

11. Family book.  

12. Evidence of how the trip will be funded e.g. Bank Deposit Certificates/ Bank 

Books/ Bank Slips. 

13. History/source of funds dating back at least 6 months.  

14. Evidence of immigration status in China if NOT a Chinese national. e.g Chinese 

visa.  

15. Any previous passports you still have.  

16. Evidence of marital status e.g. marriage or civil partnership certificates, 

divorce certs (unless single).  

17. Details of any criminal convictions in this country or elsewhere.  

18. Evidence of any personal sources of income.  

19. Evidence of any previous study or qualifications gained in the UK.  

20. Evidence of additional expenses you will incur during your studies e.g. flights 

to the UK, course deposit and accommodation costs.  

21. Evidence of payments already made towards flights to the UK, course deposit and 

accommodation costs.  

22. Any other documentation you consider relevant to your application.  

大家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准备, 这里做一下几点说明： 

1.VAF是申请表格,大家也可以在那个网站上下载到 

2.费用是 RMB725 

3.需要到银行开财产冻结证明, 我当时是抵押了 RMB11.1万 

4.税单开不开无所谓 

5.担保人的公司执照要有 

6.所有证件需要原件,复印件,和英文翻译件,英文翻译可以自己翻,不需要找机构,模板可以

在太傻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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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材料准备完毕,来到南京市中山东路 18 号南京国际贸易中心 11 楼 C4 室，交了钱，

录了指纹，拍了照片，就把所有材料都寄了(包括原件、复印件、英文翻译件)，原件是必须

的，很快会换的。 

 

4．学分转换事宜 

 转换原则： 

 交换生在境外学习结束回校后，我校将根据对方学校提供的成绩单，对

学生在对方学校所修的全部学分做认定； 

 按照学生所在院系/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根据其在对方学校所修课程内

容转换相应学分，凡在对方学校所修课程的内容与学生所在院系/专业指

导性教学计划无法对应的，统一转换为选修课学分； 

 交换生返校后至少应申请转换两个学分。 

 转换程序： 

学生填写学分转换申请表，递交所在院系分管教学的副院长或副系主任审批

同意后，在院系教务员老师处转换。 

 

5．体检办理事宜 

部分国外高校，尤其是日本高校会要求交换生递交体检报告。一般体检表格

可在对方学校指定网站下载，然后携体检表格到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行体

检。 

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地址为：白下区白下路 1号。一般要 3个工作日方可

拿到体检报告。 

 

6．保险办理事宜 

国外高校对保险都比较重视，都会要求交换生办理相关保险业务。国内办理

的保险在国外一般没有效力，所以需要购买国外的保险。购买保险可以先在国内

打听清楚，查明相关讯息，到国外后即可购买办理。 

 

 

 

 

 

在斯坦福大学的草坪上 

  

在凯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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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南京大学关于本科学生赴境外高校 

交换培养的暂行规定※ 

（2010 年 8 月修订） 

 

按照我校创建“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我

校与越来越多的境外高校开展了本科生交换培养合作项目，为了使这项工作有序

地开展，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一、培养形式 

1、本科学生在赴境外（包括国外和港澳台地区）高校进行交换培养期间，

统称为境外交换生。其在境外的学习时间一般为 1-2个学期；其学习形式主要为

自主选择专业相关课程插班听课。 

2、境外交换生在境外学校学习期间，其南京大学学籍不变。 

 

二、选拔条件 

1、境外交换生必须德、智、体全面发展。身心健康，有较强的生活适应能

力，无不良生活习惯，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各门课程成绩须达到良好及以上，不能有课程不及格的记录。 

3、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 

4、国防生须经解放军驻南京大学选培办公室书面同意后方可参加交换学习。 

5、对于长期交换培养项目（三个月以上），每位学生在校期间只能参加一次。 

 

三、选拔程序 

1、交换培养项目一般从本科 1-3 年级学生中选拔。对方学校如有特殊要求

也可以在 4 年级学生中选拔。 

2、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所在院系同意并推荐，然后参加教务处组织的相

关考试（主要为外语应用能力测试）；根据考试成绩和各境外学校当年的具体要

求，选出合适人选，向对方学校推荐；对方学校同意后方正式派遣。 

3、学生在申请参加交换培养项目前，必须先根据本专业的指导性教学计划

                                                        
※

 本规定中的内容若有变动，以最新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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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安排课程学习并获得学分。尤其是高年级学生，在参加交换生项目前，应以

不影响正常毕业为前提，先行处理好与毕业、升学等相关的事宜。 

4、交换培养项目中，需四年级在境外学习的学生，在申请项目时必须经院

系同意、学生家长签字确认，方可最终获得派遣资格。 

5、对于已经入选交换培养项目，但最后无故放弃的学生，学校将取消其在

校期间的交换资格。 

 

四、学生管理 

1、境外交换生在境外学习期间，必须服从对方学校的管理，遵守对方学校

的校纪校规，遵守当地的法律。 

2、境外交换生在境外学习期间，如因故必须中途中止交换培养计划，必须

首先向双方学校提出申请，经双方批准后方可提前返校。 

3、境外交换生在境外学习期满后应按时回校，不得擅自延长或转往其它地

区或国家，否则作自动退学处理。 

 

五、成绩认定 

1、境外交换生在境外学习结束回校后，我校将根据对方学校提供的成绩单，

对学生在对方学校所修的全部学分做认定。 

2、按照学生所在院系/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根据其在对方学校所修课程内

容转换相应学分，凡在对方学校所修课程的内容与学生所在院系/专业指导性教

学计划无法对应的，统一转换为选修课学分。 

3、境外交换生返校后至少应申请转换两个学分。 

4、学分转换程序如下：学生填写学分转换申请表，递交所在院系分管教学

的副院长或副系主任审批同意后方可转换。 

5、四年级时在境外交换的学生可申请在对方学校完成毕业论文（设计），但

须在第八学期初递交申请书，上报毕业论文（设计）开题、预期完成及答辩安排

等情况，经院系同意后报教务处批准。 

学生如在对方学校进行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回校后上交毕业论文（设计）

时必须要有全文的中文翻译件及对方学校指导教师的评阅意见及签名，同时应附

有对方学校出具的论文答辩及成绩评定等相关资料。 

6、成绩记载 

境外交换生在境外学习期间所修课程的成绩单全部以对方学校提供的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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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档。所修课程的类别，由各院系（专业）根据具体情况认定；需要转换学分时，

首先按对方提供的成绩评定标准，然后进行对应转换。转换有以下几种参考标准： 

（1） 当对方成绩评定标准与我校相同时，可以直接转换学分； 

（2） 当对方成绩评定标准为 A、B、C、D、F 五个等级时，可作如下转

换： 

A：95 

B：85 

C：75 

D：65 

F：不及格 

（3） 当对方成绩评定标准为 A+、A、A-、B+、B、B-、C+、C、C-、D+、

D、D-、F+、F 时，可参照《南京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细则》。 

A+：  100； A：  95；  A- ：  90 

  B+：  89 ； B：  85；  B-：   80 

  C+：  79；  C：  75；  C-：   70 

  D+：  69；  D：  65 ； D-：   60 

  F+：  50；   F：  40；  

7、由于世界各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存在诸多不一致，课程设置上必然

存在很大不同，对于院系（专业）认定必须补修的课程，境外交换生可在交换培

养项目结束后进行补修。  

 

六、学习及其他相关费用 

    1、境外交换生在境外学习期间，仍应按照当年的学费标准、住宿费标准向

我校缴纳专业学费及住宿费。个别境外学校如收取交换生学费的，学生可申请减

免相同期间我校的专业学费，经学校批准后方可进行减免。 

2、境外交换生在境外学习期间，对方学校所指定必须交纳的费用一律由学

生自理。 

 3、境外交换生返校后，转换学分时应交纳相应课程学分费用，具体参照《南

京大学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七、 其它事宜 

1、境外交换生回校不满一年者，在推荐免试研究生计算学分绩时，如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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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交换培养项目而未修课程的学分不计算平均学分绩。 

2、由院系或学校其他单位直接选派至境外高校进行交换培养的的学生的相

关管理可参照本规定。相关院系及单位在学生赴境外学习前须将相关信息报教务

处备案。 

3、本规定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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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相关联系方式 

 

国际交流处：惠老师（负责欧亚地区）  83593371  nan@nju.edu.cn      树华楼 101 室 

            蔡老师（负责美澳地区）  83593371  ddcai@nju.edu.cn     树华楼 101 室 

            唐老师（负责台湾地区）  83592287  jtang@nju.edu.cn     外办 2 楼     

教务处：    施老师                  83686433  slm@nju.edu.cn      甲子楼 206 室 

档案馆科技档案室（成绩翻译）：       83686335                     文科楼 213 室 

保卫处综合科（户籍证明办理）：       83592226                     保卫处 1 楼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