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籍學生簡章系統
國際事務處



新系統目標

• 改採單簽登入、長官線上核可

流程標準化

• 增加調查項目(中英文之系所簡介、招生條件、交換生調查)

資訊完整化

• 網頁增加條件篩選、提供雙語資訊

使用者友善



作業流程

1.助教
填寫

2.主管
審核

3.簡章
網頁

退回修改 核可送出



目錄
一、助教填寫介面
二、主管審核介面
三、簡章查詢網頁 (學生前端)
四、Q&A



一、助教填寫介面



https://oiaapply.nchu.edu.tw/inquire/login.jsp

*請以單簽登入
*長官登入網址亦相同

一、登入

https://oiaapply.nchu.edu.tw/inquire/login.jsp


點選(左邊)選單開始
OOO



填寫頁面(共三部分)

系所簡介

• 簡介

• 聯絡窗口
(中/英)

外籍學位生
簡章

•學/碩/博

(中/英)

外籍交換生
簡章

•一般交換

•實驗室交換
(中/英)(學/碩/博)



3. 若不招外籍學位生: 點此後，
即可不需填寫簡章

2. 即使全部不招生，也還是要填寫(學系簡介)&跑完審核流程

1.切換語言填寫

4. 若不招外陸籍交換生: 點此後，
即可不需填寫簡章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登入後之總覽頁面)



I. 系所介紹
類別 中文欄位 英文欄位

系所簡介 1. 學系中文名稱 (請填全名) English Name of the Department

2. 系所簡介(500字以內) Department Introduction

3. 課程規劃(500字以內) Curriculum Planning

4. 畢業生未來發展(500字以內) Future Map

5. 網址 Website 

聯絡窗口 6.職稱 Title

7.姓名 Name

8.電子郵件 E-mail

9.電話(格式：+( 886)-(4 )-( )分機( ) Tel: +(886)-(4)-( ) Ext.( ) 

NEW

NEW

NEW

NEW

NEW



II. 外籍學位生簡章
中文欄位 英文欄位

1.開放入學學期 [第1學期/第2學期] (可複選) Semester: First Semester (Fall Entry) /Second Semester (Spring Entry)

2.招生名額 (註: 外生為外加名額) Admission Quota

3.組別說明[有/無] (200字以內) Section/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Yes/None)

4.系所建議語言能力 (可填無) Department's recommended language skills

5.授課語言
[全英文授課/足夠的英語授課可滿足畢業需求/部
分英文授課/大部分中文授課/全中文授課]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Program taught in English/with enough English 
courses to satisfy graduation requirements/partially taught in 
English/mainly taught in Chinese/taught in Chinese)

6.口/面試 [有/無](ex.需透過Skype面試) Interview/Oral exam

7.其他說明 [有/無] Additional Notes

8. 院系所提供獎學金 [有/無](ex.本系提供ＸＸ獎學金) Scholarship from College or Department

9.系所要求文件
[標題/說明/連結/是否列入申請之上傳文件項目]

Documents Required by Department
(Title/Introduction/Link/Listed as a Required Document or not)

＊另會自動帶出（校級）共通語言能力門檻、（校級）申請共同所需文件

NEW

NEW

NEW

NEW



III-1. 外籍交換生簡章 [一般交換PAX]
中文欄位 英文欄位

1.開放入學學期 [第1學期/第2學期] (可
複選)

Semester: First Semester (Fall Entry) /Second Semester 
(Spring Entry)

2.是否招收陸籍交換生? [有/無] (若否，
可提供說明)

Accept Students from China

3.其他說明1 [有/無] Note 1

4.其他說明2 [有/無] Note 2

* PAX: 每學期需修至少兩門課，由系所提供指導老師
* 另會自動帶出（校級）共通語言能力門檻、（校級）申請共同所需文件

NEW



III-2. 外籍交換生簡章 [實驗室交換]
中文欄位 英文欄位

1.開放入學學期 [第1學期/第2學期] (可複選) Semester: First Semester (Fall Entry) /Second 
Semester (Spring Entry)

2. 實驗室招募資訊
[實驗室名稱/指導教授姓名/研究領域/其他要求/
實驗室網址] 
(若無，請於總覽頁面選‘不招生’)

Lab Exchange Information
(Name of the Lab/Host Professor/Research 
Field/Other Requirements/Website)

3.其他說明1  [有/無] Additional Note

＊會自動帶出（校級）共通語言能力門檻、（校級）申請共同所需文件
＊未開放給陸籍交換生

NEW



實驗室/研討室交換 Lab Exchange
- 為了增加外國學生來校交換意願，本校自2014年開始推
廣實驗室交換(Lab Exchange) 。

- 特色: 交換期間不受最低修課學分限制，由實驗室導師直
接進行指導。(一般交換PAX規定每學期至少須修兩門課)

- 以往由國際處學術組直接發文向全校老師徵求意願，現
擬改納入簡章系統，請系所協助調查塡覆。

- 實驗室交換介紹、(過往)實驗室列表: 
國際處網頁 https://reurl.cc/D3Za6d

https://oia.nchu.edu.tw/index.php/zh/3-apply-to-nchu-tw/3-3-exchange-programs-tw/3-3-2-lab-exchange-tw/3-3-2-2-lab-information-tw


實驗室交換填寫範例 (共5欄位*中英文版)

1.實驗室名稱 2.指導教授姓名 3.研究領域 4.其他要求 5.實驗室網址

森林遊樂與環境經濟
研究室 OOO 森林政策與經濟

效益
1.請先準備一頁研究經歷
2. 申請前請先與老師聯繫

http://for.nchu.edu.
tw/lab

Name of the Lab Host Professor Research Field Other Requirements Website

Forest recre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Lab
OOO Forest 

recreation 

1.Need to submit an one-
page statement of 
research experience
2. Contact with professor 
before apply.

http://for.nchu.edu.
tw/lab

中文版

英文版



填完送出

1. 中、英文分別填寫完成，會呈現笑臉

2. 若該班制不招生，則會呈現哭臉(免填簡章)

3. 須中英文每個頁面均填完(不招生除外)，方可送出審核



提醒:同時負責一個學系/學程/研究所以上者

*請「分別」完成後，再送出主管審核



二、主管審核介面



https://oiaapply.nchu.edu.tw/inquire/login.jsp

*請以單簽登入
*登入網址與系所承辦相同

主管登入

https://oiaapply.nchu.edu.tw/inquire/login.jsp


點選(左邊)選單開始

OOO



（登入後頁面）

1. 點選可看到內容 2.勾選”已確認”

3.若不招生，則免勾選



主管審核流程

確認[中文版]
• (個別)勾選"已確認"

• (頁面)點選"確認並刊登"

確認[英文版]
• (個別)勾選"已確認"

• (頁面)點選"確認並刊登"

完成審核
• 刊登於簡章網頁



三、簡章查詢網頁 (學生前端)

網頁
https://oiaapply.nchu.edu.tw/inquire/index.jsp

(需經主管審核通過，系所簡章才會出現在此網頁)

https://oiaapply.nchu.edu.tw/inquire/index.jsp


簡章網頁-首頁
Ex. 學位生搜尋頁面 (中文版)



1.簡章網頁頁面:
學位生(含系所簡介)
-中文版

(1)招生資訊

(2)系所介紹



1.簡章網頁頁面:
學位生(含系所簡介)
-英文版

(1)招生資訊

(2)系所介紹



簡章網頁-首頁:
Ex. 交換生搜尋頁面 (英文版)

1.一般交換計畫 2.實驗室交換



2.簡章網頁頁面:
交換生-一般交換計畫(含系所簡介)
-中文版

(1)招生資訊

(2)系所介紹



(2)系所介紹

(1)招生資訊
2.簡章網頁頁面:
交換生-一般交換計畫(含系所簡介)
-中文版



(1)招生資訊

(2)系所介紹

3.交換生-實驗室交換
簡章頁面(含系所簡介)
-中文版

實驗室介紹



3.交換生-實驗室交換
簡章頁面(含系所簡介)
-英文版

(1)招生資訊

(2)系所介紹

實驗室介紹



四、Q&A



常見問答
Q1. 和以前流程有何不同?

改採單簽登入，增加調查項目/系所要求/長官核可/前端網頁查詢功能。

Q2. 多久要做調查一次?

每年一次，例如111年10月，調查112學年度(秋季班+春季班)，可沿用前一年資料來進行修改。

Q3. 如果不招收外籍生，還需要填寫嗎?

需要。雖然暫時不招外生，仍盼透過系統、規格化的收集各單位中英文簡介。因此請填寫完”系
所簡介”部分，其他選擇“不招生”後，送長官核可。(前端簡章網頁將不會出現)

Q4. 為何要增加調查交換生簡章?

為增加學校國際化、協助各系所能招到收符合條件之交換生。

Q5. 招收外籍生之名額，是否會影響到本系核定名額?

外籍學位生為外加名額，不會影響本地核定名額。



Q6. 什麼是 ”一般交換計畫”(PAX)?

一般交換生(PAX)係指海外交換生至少需在本校選修2門課，其中1門課需為所屬學系 (或所屬學院)，其他課程可以
在各學院/系間選擇。如學生希望能修讀中文授課課程，需由授課教課同意，或提供中文能力證明。

Q7. 什麼是 ”實驗室交換生”(Lab Exchange)？

徵求有意願接收外籍交換生的老師(實驗室主持人)，以實驗室形式來帶領學生進行學習，學生沒有最低修課門檻，
期可增加專業領域及更多歐美學生來校交流。需請系所承辦協助向系上老師進行調查後、填入系統。

*歷年實驗室開放列表: 國際處網頁/申請中興/來校交換生/實驗室交換生/研究室資訊 (https://reurl.cc/pMLr08)

Q8. 主管需要做什麼？

承辦送長官核可後，系統會自動發信件給長官，請長官登入後確認核可，簡章資訊便會自動出現於查詢網頁。

Q9. 為何要設計雙語切換?

配合行政院「2030雙語國家」雙語人才培育願景、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日後將推行校內各網
頁、系統逐步雙語化，需逐漸熟悉雙語化界面。

常見問答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洽國際處相關人員:
 外籍學位生: 外生組嚴小姐 (206#35)
 外籍交換生: 交流組鄭小姐 (206#22)
 陸籍交換生: 交流組許小姐 (206#24)
 系統相關: 資訊組廖小姐 (206#21)

謝謝指導!


	外籍學生簡章系統
	新系統目標
	作業流程
	目錄
	投影片編號 5
	一、登入
	點選(左邊)選單開始
	填寫頁面(共三部分)
	(登入後之總覽頁面)
	I. 系所介紹
	II. 外籍學位生簡章
	III-1. 外籍交換生簡章 [一般交換PAX]
	III-2. 外籍交換生簡章 [實驗室交換]
	實驗室/研討室交換 Lab Exchange
	實驗室交換 填寫範例 (共5欄位*中英文版)
	填完送出
	提醒: 同時負責一個學系/學程/研究所以上者
	投影片編號 18
	主管登入
	點選(左邊)選單開始
	（登入後頁面）
	主管審核流程
	網頁�https://oiaapply.nchu.edu.tw/inquire/index.jsp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投影片編號 29
	投影片編號 30
	投影片編號 31
	投影片編號 32
	常見問答
	投影片編號 34
	投影片編號 35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