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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本科生出国交流学习常见问题解答 

（一）关于项目形式、报名条件 

1、我校交流学习项目有哪些形式？ 

学期或学年交流（不授予合作高校学位）；联合培养（符合双

方学位授予要求后，可授予我校及合作高校的相应学位）； 短期

交流（暑期科研、夏令营、国际竞赛、国际学术会议等）。 

2、交流学习项目报名有哪些基本条件？ 

按我校和境外合作高校的要求择优选派，基本条件包括： 

（1）热爱祖国，品行优良，身心健康，无违法违纪记录； 

（2）学习成绩优良，符合境外合作高校提出的学习成绩（一

般要求在校累计绩点 3.0 以上）和外语水平要求（大部分要求雅

思或托福成绩）； 

（3）申请出境期间应为我校在籍在校全日制本科生，且符合

交流学习项目规定的其他要求。 

3、我校学生何时可申请交流学习项目？参加交流学习的时

间累计为多长时间？ 

参加交流学习项目的学生大多从非毕业年级学生中选拔。根

据项目要求，大一下、大二上学期可申请赴港澳台高校的交流学

习项目及各类暑期交流项目；大二起可以申请国外高校的交流学

习项目。合作高校如有特殊要求也可以在毕业年级学生中选拔，

学生申请时应充分考虑课程修读学分(含毕设等实践类课程)要

求，确保在毕业前满足相关毕业及授予学位的条件。请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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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选择，避免影响正常毕业 。 

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既可以参加学期学年交流等长期项目，

也可以参加夏校、暑研、竞赛等短期项目。参加国（境）外交流

学习的时间原则上累计不超过一学年（联合培养项目除外）。 

4、是否可以同时申请多个派出时间相同的交流项目？ 

应自己先明确报名志愿的优先级。同一批次项目申报（如优

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可同时申请两所学校，在线填写第一、

第二志愿，我校选拔时将以一志愿优先、适当调剂；非同一批次

项目申报，原则上应在首选项目学校未通过选拔或未被录取后再

申请其他交流学校项目。 

5、已申请一项短期交流项目，是否可以再申请学期学年交

流或联合培养项目？ 

可以，但应当特别注意项目之间起止时间的衔接，避免参加

有时间冲突的项目。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参加国（境）外交流学

习的时间原则上累计不超过一学年（联合培养项目除外）。 

6、雅思、托福等语言能力证明需要什么时间获得？ 

最迟应于校内申请截止前获得相应语言考试成绩。申请秋季

学期或学年交流的建议在当年寒假前参加语言考试，申请春季学

期交流的建议在前一年暑假前参加语言考试。申请时雅思或托福

等外语考试需在两年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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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去非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交流学习，是否需要掌握相应小

语种才可以报名？ 

    非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瑞典等）境外

合作高校的交流学习项目一般均有英语授课课程，可以选择英语

授课学习，申请时提供符合项目要求的雅思或托福成绩即可。个

别学校对小语种有要求的会在申请时通知，有的学校还提供当地

语言培训课，建议专业课学习有余力的同学自愿参加。 

（二）关于申请时间、申请流程 

8、参加国际交流学习项目需要提前做什么准备？ 

有需求在本科学习阶段参加国际交流学习项目的学生，要尽

早了解我校本科生赴国（境）外交流学习的相关规定，浏览历年

交流学习项目发布的相关情况，对有兴趣的高校进行信息收集、

规划大学学习计划、提升学业成绩、提前准备相关高校规定的外

语语言考试，并在校内报名截止前取得相应成绩及征得父母同意。 

9、本科期间参加国际交流，校内有哪些途径获取项目报名

通知等有关信息？ 

关注东南大学教务处网站（http://jwc.seu.edu.cn）； 

国际合作处网站（http://oic.seu.edu.cn）； 

微信公众号“东南大学教务处”； 

学生所在学院网站或通知。 

10、如何进行项目申请？ 

http://jwc.seu.edu.cn）；
http://oic.seu.edu.cn）；


4 

（1）学生在线申请：登陆校园信息门户-教学服务-出国申请（教

务处）； 

（2）学院教务老师、教学副院长、副书记在线审核， 

（3）学校审核、选拔推荐并公示； 

（4）学生按国（境）外高校要求准备申请材料，国（境）外高

校决定是否录取、发放邀请函； 

（5）符合国家公派条件的可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CSC）资助；

符合校级资助条件的可申请校级资助。 

11、交流学习项目的申请时间？ 

学期或学年交流项目的申请时间一般集中在 3 月（申请秋季

派出）和 9月（申请第二年春季派出）；联合培养项目的申请时间

为前一年 12月；短期交流建议至少提前半年关注报名通知。 

12、国（境）外高校的邀请函（录取通知）如何获取？ 

境外合作高校的邀请函一般在学生个人申请、学院审核、学

校选拔公示后，由项目负责单位对外推荐，学生须按国（境）外

高校要求自行准备并提交申请材料，由对方决定是否发放邀请函。   

资助 

13、国（境）外高校要求的申请材料一般有哪些？ 

 申请表或个人简历（Curriculum Vitae/Resume）

 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Study Plan）

 校内学习成绩单英文版（Transcript）

 外语考试成绩单（TOFEL/IELT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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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照照片页（Passport）

不同学校要求有所不同，有的学校还要求提交教授推荐信或

自行邮寄纸质申请材料，应参考各国（境）外高校官网或项目报

名通知，提前做好准备。 

14、我校公示推荐后，是否代表我一定能获国（境）外高校

录取？ 

不是。经个人申请、学院审核、学校选拔公示后，项目负责

单位向国（境）外高校提名推荐，学生自行按外方要求准备申请

材料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由国（境）外高校决定是否录取、发

放邀请函。 

15、如果想去交流学习的国（境）外高校不在我校报名通知

列表中，我是否可以自行申请？ 

我校支持学生赴国外一流大学学习交流，进行学分认定，原

则上应基于中外双方学校合作协议，明确课程替换匹配要求。对

于学生自行联系的项目，如学生成绩优秀、派往高校系国际顶尖

学校、学院有计划未来推动双方合作，可考虑派出。派出前务必

征得学院同意，确定学习计划及学分认定方案，并报教务处审批，

同意后实施。 

16、如何查询国（境）外交流高校是否有我要选的课？如何

在线填写学习计划表？ 

项目校内申请时自行至国（境）外高校网站查询，并向所在

学院教务助理、教学院长咨询，参照我校教学计划尽量选择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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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交流学期（或交流学年）相同或相近的课程。 

填写学习计划表前，须与学院确定在外修读课程计划和初步

学分认定方案，经学院（或学院教学委员会）审批同意后，在线

填写并提交学习计划表。该学习计划表将作为交流学习期满，进

行学籍审核和学分认定的依据。 

17、抵达国（境）外高校选课时，若交流学习计划有调整，

应如何处理？ 

学生在国（境）外高校选课时，如特殊原因需要对原交流学

习计划进行调整，在抵达国（境）外高校后一个月内向我校学生

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经学院审核同意修改方案，并将电子版

发至教务处邮箱（seu_xuefen@163.com）审批后具体实施。未经

批准的，其在校外修读课程学分原则上不予认定。 

（三）关于项目费用、经费资助 

18、参加交流学习项目的学习费用情况如何？ 

学期或学年交流项目一般可减免国（境）外合作高校学费，

须缴纳我校学费；联合培养项目需缴纳中外双方学费；短期交流

需向外方缴纳项目费。以具体项目通知为准。 

19、本科期间国家公派出国交流有哪些经费资助？ 

由国家留学基金委（CSC）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及留学期间

生活费（约 1200-1600 美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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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申请经费资助的学习成绩和外语水平要求？ 

申请国家公派资助要求 GPA达到 3.5或平均分达到 85分或专

业排名前 30%；外语水平达到托福 95 或雅思 6.5（或通过外方外

语笔面试并出具证明）； 

申请校级出国学习专项资助要求 GPA 达到 3.0 或平均分达到

80 分或专业排名前 35%；外语水平达到境外合作高校录取要求 

申请资助时应已获得国外高校录取通知（邀请信）。 

21、学校对本科期间出国交流有哪些经费资助？ 

我校对本科期间出国学习、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高水平国际

竞赛设立专项资助，详见教务处网站。部分学院及第三方合作机

构也提供一定奖学金支持。 

22、经费资助的申请时间？ 

第一批（秋季派出）：CSC 资助——5月中下旬； 

校级出国学习专项资助——6 月中旬 

第二批（第二年春季派出）：CSC 资助——9 月下旬； 

校级出国学习专项资助——12 月下旬 

23、如何确定留学及资助期限？ 

根据国（境）外高校学期起止时间及课程安排确定学习计划，

结合正式邀请函最终确定留学期限。各类资助的资助期限一般与

留学期限一致。 

24、国家公派出国是否需要缴纳出国保证金和是否有回国服

务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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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起，国家已取消 CSC 资助本科生插班学习出国保证金

和回国服务期要求（详见国家留学网：www.csc.edu.cn）。 

（四）关于学籍管理与学分认定 

25、在国（境）外高校交流学习期间，每学期应至少完成

等效于我校培养方案中多少学籍审核学分的课程？ 

对于 2017 级及以前的学生，每学期应至少完成等效于我校培

养方案中 15个学籍审核学分的课程（毕业班学生除外）；对于 2018

级及以后的学生，每学期应至少完成等效于我校培养方案中 12

个学籍审核学分的课程（毕业班学生除外），且应确保在二年级结

束，在读期间（不含保留入学资格、休学或保留学籍时间）累计

获得学籍审核学分不小于 55 学分，三年级结束，在读期间（不含

保留入学资格、休学或保留学籍时间）累计获得学籍审核学分不

小于 90 学分，四年级结束，在读期间（不含保留入学资格、休学

或保留学籍时间）累计获得学籍审核学分不小于 130 学分（该条

款仅适用于五年制学生）。  

26、在国（境）外高校交流学习的学生如何进行学籍审核？ 

国（境）外高校交流学习期满回校学习时为非毕业年级的学

生，参加下学期或下学年的学籍审核；国（境）外高校交流学习

期满回校学习时为毕业年级的学生，参加毕业资格审核。 

27、被推荐录取后，我校交流学习期间的课程如何选课？ 

交流学习期间校内课程无需选课，待学习期满回校需进行相

关课程学分认定后再办理选课手续。不能认定学分的课程需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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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修，补修成绩按首修成绩记载。 

28、因交流计划无法参加本学期期末考试的课程如何处理？ 

学生因交流计划不能参加本学期课程期末考试，原则上需在

考试前退掉该门课程，并在该门课程再次开设学期重新选课修读；

若学生能参加该课程补考，可向任课老师和学院申请缓考。 

29、交流学习课程学分认定的规则是什么？ 

依据《东南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交流学习课程学分认定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和经学院、学校审核通过后的《东南大学本科

生交流学习计划安排表》（包含调整后确定的计划安排表），进行

课程学分认定。 

30、交流学习期间所学课程如何进行学分认定？ 

学生学习期满收到国（境）外学习成绩单原件后，由本人在

“东南大学校园信息门户”—“教学服务”—“出国申请（教务

处）”栏目中找到自己申请交流的项目名称，对照交流学习计划表，

进行出国学分转换申请。学生网上申请提交后，将国（境）外成

绩单原件及复印件（正反两面）、对方学校学习的课程大纲及教学

要求、课程认定的相关材料(通识选修课和体育课需填写纸质单送

至任课老师或课程负责人处审核签字）送至学院教务助理并等待

审核；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或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根据其

修读要求及我校学分认定规则审核同意后，提交教务处终审；教

务处终审后，学生可在出国申请的审核状态查看具体认定情况。 

31、我校思政类课程是否可进行学分认定？ 



10 

思政类课程不可进行学分认定，需回校后补修。 

32、若合作高校课程计划中无体育课程，如何获得校内体

育课程学分？ 

若合作高校课程计划中无体育课程，学生可在交流计划安排

表中填写我校教学计划规定体育课程，交流学习期间须在交流学

校参加体育俱乐部或课外锻炼等活动，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经

体育系审核，报教务处审批后进行课程学分认定。若没有相关证

明材料，回校后必须重新进行体育课程学习。 

33、无法通过学分无法认定的校内课程如何获得学分？ 

无法通过学分认定完成的我校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学生回校

后重新选课进行补修。 

34、被认定的我校课程是否参与平均学分绩点计算？学生成

绩单上如何显示相关课程？ 

被认定的我校课程不参与平均学分绩点计算。 

对有国（境）外高校交流学习经历且获得批准进行相关课程

学分认定的学生，学生成绩单上显示经学分认定的国（境）外高

校名称、修读课程名称、学分及成绩。 

（五）关于各类手续的办理 

35、如何办理中英文版成绩单和在读证明？ 

方式一：凭学院教务助理开具的中文成绩单、中文在读证明

到校档案馆（四牌楼校区）翻译英文成绩单、英文在读证明，不

加急需一周左右，加急第二天可拿到。请尽早去翻译。九龙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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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周四在行政楼办理。

方式二：凭一卡通到教务大厅（九龙湖校区教 5-101）自助

打印机上打印中文成绩单、中文在读证明，到档案馆翻译英文成

绩单、英文在读证明。也可直接打印英文在读证明。

（东南大学档案馆网址 http://archives.seu.edu.cn/） 

36、如何办理护照？ 

护照（或港澳台通行证）需本人自行尽早申请办理，签证（或

入台证）需获得境外大学录取后凭邀请函办理。 

户口在我校的学生：本人通过我校学工系统在线申请，经学

院、学生处审批后，持本人身份证到我校保卫处政保科领取《常

住人口登记表》（集体户口证明），填写并加盖校保卫处公章；携

带本人身份证、户口证明、护照（或港澳台通行证）申请表（公

安局网站填写下载）至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

户口不在学校的学生：至本人户口所在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处申请办理，详询所在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37、如何办理签证？ 

不同时期各使领馆政策和签证所需材料不同，请自行至相应

留学目的地所在国使领馆主页查询，自行准备申请签证所需材料。 

38、如何办理财产证明？

境外学校申请或办理签证要求的财产证明可至各大银行开

具，英文或中英双语版。存款人可以是本人或父母，如果是父母，

需要父母出具英文说明（financial support）。

http://archives.se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