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等交换项目-与国外院校互免学费 

欧洲地区 

法国 FRANCE 

1.巴黎高等外贸学院 ESCE (Ecole Superieure du Commerce Exterieur） 

院校简介：在法国高等商业学院综合排名第三，国际化程度排名名列全法国第二，通过

AACSB 认证。距埃菲尔铁塔几步之遥。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法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

于 6，选法语课：有 WSK 证书，法语水平高于 B2 

**奖学金：**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2. 诺欧商学院（Neoma Business School，原兰斯管理学院） 

院校简介：位于香槟产区兰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他们有强大的学术背景和丰富

的人生经历。学校为国际学生组织很多文化旅行，学生社团常组织丰富的娱乐活动。学

院获 AACSB、EQUIS 和 AMBA 国际认证。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或法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托福不低于 90，雅思成绩总分不低于 6.5，单科不低于 6 

 

3. 南特管理学院 (AUDENCIA Nantes Ecole de Management) 

院校简介：在法国商学院中排名第六，全球前百，专业性强，就业情况良好，授课多为

case study,有较多的展示与小组讨论。位于南特市，气候宜人，公共交通发达，生活方

便，物价较低。学院获 AACSB、EQUIS 和 AMBA 国际认证。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托福不低于 90，雅思 6.5，单科不低于 6 

 

4. 拉罗谢尔大学（Université de La Rochelle） 

院校简介：法国最年轻的大学，其教学质量上乘、科目设置全面，目前该校经济、数

学、法律专业针对中国留学生特设项目。位于拉罗谢尔市，该市坐落在法国西部的大西

洋海滨，距巴黎 400 多公里，乘高速火车 TGV 只需 2 个小时。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或法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托福不低于 90，雅思 6.5，单科不低于 6 

 
5. 巴黎高等商学院(ISC Paris School of Management) 

院校简介：该校成立于 1962 年，坐落于巴黎市内。在法国商学院排名中位居 16 位，奢

侈品管理全法第三。法国精英学校, 属法国大学校联合会成员之一。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法语或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

于 6，选法语课：有 WSK 证书，法语水平高于 B2 

 

6. 斯特拉斯堡大学 (EM Strasbourg Business School ) 

院校简介：是法国最美的大学之一，坐拥 17 座诺贝尔奖，整个城市都是大学的校园。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法语或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雅思：6.5；法语：B2 

 

7. 巴黎经济商业管理高等商学院（EDC business school） 

院校简介：始建于 1950 年的巴黎, 是法国高等精英学院联盟 Conference Grandes 

Ecoles(GE) 的成员。EDC Paris 是法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商业学校之一。创新创业观念

强。迄今为止，该校已培养出 4500 多位知名企业家，其中过半数的企业家也是其企业

的创立者。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法语或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雅思：6.5；法语：B2 

 

8. 巴黎一大（ Université Paris I Pantheon Sorbonne） 

院校简介：以法律、政治、经济管理以及人文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传承了法国精英

教育的传统，以其卓越的教学品质和领先的科研水平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学术界里有着重

要的影响，为法国也为世界培养了众多精英人才。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 

授课语言：法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法语水平高于 B2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9. 巴黎三大（Université Sorbonne Nouvelle-Paris III ） 

院校简介：巴黎最古老的名校索邦大学如今的一所，以文学和语言见长，在电影艺术方



面也颇为闻名，学校留学生众多，学习与文化交流氛围极好，设施齐全，师资力量雄

厚。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法语或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法语水平高于 B2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10. 雷恩商学院（ESC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院校简介：国际化特色显著，学校师资雄厚，70%以上的老师为英美原籍，校内设施全

面：学生活动中心、健身房、阅览室、餐厅等充分满足了学生的日常生活需求。学院获

AACSB、EQUIS 和 AMBA 国际认证。 

遴选范围：本科生（外语学院）、本科生或研究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法语、英语 

派出时间：一年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

于 6，选法语课：有 WSK 证书，法语水平高于 B2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11. KEDGE 商学院（KEDGE Business School） 

院校简介：2013 年由波尔多高等商学院（建于 1874 年）和马赛商学院（建于 1872

年）合并而成，成为法国最大规模，管理学研究排名前二的商学院，获 AACSB、

EQUIS、AMBA 国际认证，优势专业为采购、物流、葡萄酒烈酒奢侈品、营销。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办理签证时需要有英语语言成绩  

 

12. 第戎高等商学院（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 

院校简介：学院建于 1899 年，是法国最早的商学院之一，获 AACSB、EQUIS 国际认

证。该校葡萄酒管理、文化产业管理、审计和咨询专业在法国非常知名。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办理签证时需要有英语语言成绩  

 

13. 图卢兹商学院（Toulouse Business School） 

院校简介：成立于 1903 年，隶属于欧洲王牌学府图卢兹大学。学院获 AACSB、EQUIS

和 AMBA 国际认证。学院有 5000 余名学生，提供跨学科的多种管理类课程，如银行与

国际金融、市场营销管理与公关、供应链与精益管理、国际贸易、国际奢侈品营销管

理、国际旅游酒店营销管理、大数据营销分析等。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办理签证时需要有英语语言成绩  

 

14. 蒙特皮埃商学院（Montpellier Business School ) 

院校简介：建于 1879 年，位于法国南部重要的工商业中心蒙彼利埃市。学院获

AACSB、AMBA 国际认证，其管理学硕士项目在 2016 年 Financial Times 全球管理学

硕士项目排名中列 41 位。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办理签证时需要有英语语言成绩  

 

15. 南锡高等商学院(ICN Business School) 

院校简介：创办于 1905 年，法国知名高商学院，有三个校区，学院获 EQUIS、AMBA

国际认证。该学院特色项目有奢侈品管理、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数字化管理等，其管

理硕士在《金融时报》排名靠前。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办理签证时需要有英语语言成绩  

 

 



德国 GERMANY 

1. 杜 塞 尔 多 夫 大 学 （ Ｈ Ｓ Ｄ ， Hochschule Düsseldorf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院校简介："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杜塞尔多夫的一所国立大学。成立于 1966 年，

是一所拥有医学、法律、哲学、数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英语或德语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语言要求见对方院校官网 

 

2. 哈勒大学（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erg） 

院校简介：马丁路德·哈勒维腾贝格大学(简称 Uni Halle 或 MLU)，始建于 1502 年，是

德国一所著名的国立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也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迄今拥有五

百多年历史。其主校区位于萨克森安哈特州哈勒市(Halle，Saale)。该校在德国率先倡导

学术自由和教学自由，被一些教育家誉为现代大学先驱，对德国乃至欧洲高等教育现代

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或德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语言要求见对方院校官网 

 

3. 图宾根大学（Eberhard-Karls-Universitaet Tuebingen） 

院校简介：位于德国图宾根市，成立于 1477 年，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也是德国

11 所“精英大学”之一。排名德国第七左右，在全球高校千年排名中排在 53 位。图宾

根大学是德国 U15 大学（German U15）联盟成员之一以及昂宿星大学联盟（Matariki 

Network of Universities）成员之一。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德语或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5；托福不低于 95，雅思不低于 6.5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另：图宾根大学收取学

生服务、管理费用 82 欧元，其他生活、住宿及保险等费用学生自理。 

 

4. 科隆大学 (University of Cologne) 

院校简介：建于 1388 年，德国最大的同时也是建立最早的大学之一，世界排名前

200，其管理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获 EQUIS 认证，拥有德国最大的经济系。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英语面试。如果申请留基委奖学金需 GPA 不低于 3.5；托

福不低于 95，雅思不低于 6.5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5. 科隆科技应用大学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Cologne) 

院校简介：德国最大的应用科技类大学，其经济学系在德国经济类院系排行靠前，与企

业联系紧密，注重教学与实践结合。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语言要求请咨询商学院 



6. 普福尔茨海姆大学（University of Pforzheim） 

院校简介：成立于 1877 年，是德国一所公立应用技术大学，其商学院获 AACSB 认证，

交换生可以申请德国企业带薪实习。 

遴选范围：本科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IBT >87 或 IELTS>6.5  

**奖学金：详情请咨询商学院国际办公室。 

 

7. 霍恩海姆大学（University of Hohenheim） 

院校简介：霍恩海姆大学创办于 1818 年，是德国斯图加特市现存最古老的高等院校，

其管理、经济与社会科学院在德国高校排名久居前茅，具有较高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管

理教育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语言要求请咨询商学院。申请留基委奖学金需 GPA 不低于

3.5；托福不低于 95，雅思不低于 6.5 

 

8. 卡尔斯鲁厄国际大学 (Karlshochschul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院校简介：私立商学院，共设 6 个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和 1 个管理类硕士专业，研究生

管理专业德国排名第四。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5，托福不低于 95，雅思成绩总分不低于 6.5 

 

9. 洛特林根大学（Reutlingen University） 

院校简介：于 1855 年建校，到今天已发展成为一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大学。学校良

好的声誉、高质量的教学以及出色的校友为学生的职业生涯提供了绝佳的就业机会。近

年来在学科交叉和传统专业改造方面成绩卓著。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于 6 

 

10. 耶拿大学（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at jana） 

院校简介：有四百多年历史，德国十大最好名牌硕士专业。莱布尼茨、费希特、黑格尔

曾在这里学习，德国文学泰斗席勒歌德都曾任教于此。 

遴选范围：研究生 

授课语言：英语或德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或一学年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语言要求见对方院校官网 

 

11. 曼海姆大学（University of Mannheim） 

院校简介：该校位于昔日普法尔茨选帝侯科学院所在的巴洛克式曼海姆宫。学校排名在

德国属前列。与本校合作的是该校人文学院。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英语学院或外语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或德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或一学年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语言要求见对方院校官网 

英国 UK 



1. 东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院校简介：位于英格兰诺里奇（Norwich）。世界一流大学，英国顶尖学府，著名 1994

大学集团成员之一，全球 1%的精英大学，世界 150 强名校。东英吉利大学也是全欧洲

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科研中心之一，其影响力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声誉。该校自从 1963

年创校至今，该校培养出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保罗·纳斯爵士，2017 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石黑一雄、伊恩·麦克尤恩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经济学家、作家等。 

遴选范围：本科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于 6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2. 诺森比亚大学（Northumbria University） 

院校简介：英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其优异的教学质量可谓有口皆碑。学校建立于

1870 年。该大学坐落于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学生的大量聚集为该领域注入了朝气和活

力，并使这座城市充满友好的气氛。英国的官方评估机构为该校的工商管理，英语，法

律，社会学现代语言，戏剧以及初级教育专业质量的评估极高。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雅思成绩总分不低于 6.5，单科不低于 6.0 

西班牙 SPAIN 



1. 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Universidad Rey Juan Carlos) 

院校简介：大学创立于 1996 年，目的是通过理论学习结合在实验室和企业中的实习为

学生提供全面培养，便于其快速融入就业市场。西班牙《世界报》(El Mundo)大学排名

第 24 名。学校设施很好，有健身房，图书馆很大，授课以教师讲述为主，氛围很好。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或西班牙语 B2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

于 6，选西语课：有 WSK 证书，西语水平高于 B2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2. 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 (Universidad Carlos III de Madrid) 

院校简介：是马德里地区七所公立大学之一，经济系是西班牙前五，校园精致且设施先

进完备，留学生众多且选课灵活，多以小班授课、教师授课认真负责。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或西班牙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

于 6，选西语课：有 WSK 证书，西语水平高于 B2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3. 瓦伦西亚大学 (University of Valencia) 

院校简介：拥有 500 多年的发展历史，是西班牙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

综合性大学，拥有 3256 名教师和科研人员，平均每 14.8 名学生拥有一位老师。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西班牙语或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

于 6，选西语课：有 WSK 证书，西语水平高于 B2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4. 马德里考米拉天主教大学 (Universidad Pontificia Comillas de Madrid) 

院校简介：教会私立大学，在工科、商科等多个领域在西班牙名列前茅，法学院在西班



牙名列前 5，享誉欧洲及全世界。商科的任课教师多来自摩根士丹利、德勤等全球著名

公司。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或西班牙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

于 6，选西语课：有 WSK 证书，西语水平高于 B2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5. 阿利坎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licante） 

院校简介：坐落于风景秀丽的地中海沿岸的中心城市阿利坎特，因其地理位置和气候的

优势，是国内外人士的旅游胜地。校园景色更是独具一格。目前在阿利坎特大学的人文

与语言系、社会科学和法律科学系、健康科学和教育科学系设有 50 个国家承认的文凭

专业。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或西班牙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

于 6，选西语课：有 WSK 证书，西语水平高于 B2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6. 纳瓦拉公立大学(University of Narvarra) 

院校简介：建立于 1987 年，是一所拥有着优秀完善的教学资源，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大

学。基本办学思想是：传播人类优秀文化，提高改革和进取意识；积累并提供理论与实

践，批评与知识革新相集合的方法；鼓励创新智力资源；开发人才的专业实践技能。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或西班牙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0 或平均分 80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

于 6，选西语课：有 WSK 证书，西语水平高于 B3 

 

 



奥地利 AUSTRIA 

1. 奥地利约安内应用科技大学（FH Joanneum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院校简介：FH JOANNEUM 一直保持着在奥地利领先的应用科学大学（UAS）的地位。 

该校被认定具有卓越的品质和创新能力。它作为 UAS 享有良好的国际地位，有针对性的

外部沟通支持。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或德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语言要求见对方院校官网 

 

2. 上 奥 地 利 应 用 科 技 大 学 （ Upper Austri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院校简介：奥地利最大的应用科技大学，在奥地利同类院校中该校在以实际应用为导向

的研究方面具有领先的地位，该校与国际上很多国家的大学都有合作。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 

授课语言：英语或德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英语或德语 B2 

意大利 ITALY 

1. 巴勒莫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Palermo） 

院校简介：意大利西西里岛最大的大学，成立于 1777 年，历史人文源远流长，教研设

施完备，尤以法学系和医学外科系著称。 

遴选范围：本科生（法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语言要求请咨询法学院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2. 博洛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ologna) 

院校简介：西方最古老的大学、欧洲四大文化中心之首，与巴黎大学（法国）、牛津大



学（英国）和萨拉曼卡大学（西班牙）并称欧洲四大名校，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

是全世界第一所大学。建立于 1088 年，至今已有 900 多年的历史。博洛尼亚大学坐落

于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首府博洛尼亚。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

于 6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3. 卡利亚里大学 (University of Cagliari) 

院校简介：历史悠久，始建于 17 世纪，所在撒丁岛卡利亚里是港口城市，又称阳光城

市，气候宜人，课下有小组展示，课堂气氛很好。 

遴选范围：本科生（外语学院意大利语系） 

授课语言：意大利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 

 

4. 摩德纳大学（University of Modena and Reggio Emilia） 

院校简介：是意大利教育部直属的公立大学，位于意大利美食之都引擎之都摩德纳市，

是意大利最早建立的大学之一。许多学科都名列前茅：文学第二、经济学第三。 

遴选范围：本科生（外语学院意大利语系） 

授课语言：英语或意语（外语学院）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具体要求可咨询外院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5. 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Università Ca' Foscari Venezia） 

院校简介：是在意大利公立大学综合排名第三，语言和应用经济学在意大利有显著优

势，尤其是语言类，有五六十个语种。 

遴选范围：本科生（外语学院意大利语系） 

授课语言：英语或意语（外语学院）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具体要求可咨询外院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6. 博科尼大学（Università Bocconi） 

院校简介：意大利第一家教授经济学高等教育的学院。该大学也是世界最重要的商学院

之一，它的经济，法律和管理学专业在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或意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

于 6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荷兰 NETHERLANDS 

1. 荷兰汉恩大学阿纳姆商学院 (Arnhem Business School) 

院校简介：其高质量的教育水平高居荷兰专业大学前十，荷兰商科前三甲，是荷兰专业

性最为丰富的院校之一。学习环境开放自由，学习资料丰富便利，课程内容丰富。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0 以上；雅思成绩总分不低于 6.5,单科不低于 6 

 

2. 海牙应用科技大学（The Hagu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院校简介：国际化的现代型大学并一直以其高质量教学闻名于世海牙大学教育设施完善

师资力量一流云集了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世界多个国家及地区的 1500 多名教职员工

是荷兰最为著名的大学之一。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以上；雅思成绩总分不低于 6.5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挪威 NORWAY 

挪威商学院（BI） 

院校简介：建成于 1943 年，是挪威的一所私立大学学院。该校是挪威最大，全欧洲第



二的商业学校。共有 6 个校区，其中主校区位于首都奥斯陆。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丹麦 DENMARK 

哥本哈根商学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院校简介：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是一所成立于 1917 年的商学院， 

同时也是北欧最大的三所高等商学院之一。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IBT95 分，雅思成绩本科生总分不低于 6.5，单

科不低于 6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比利时 BELGIUM 

1. 鲁汶大学（UniversiteCatholiquede Louvain） 

院校简介：成立于 1425 年，是全球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世界排名前 20。经济管

理学院是其最大的学院之一，获 EQUIS 欧洲质量认证体系权威认证。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英语面试，详情请咨询商学院国际办公室。申请留基委资助需 GPA3.5 或平

均分 85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于 6。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2. 安特卫普大学 (University of Antwerpen) 

院校简介：创立于 1852 年，是比利时一所重要的国立大学，其应用经济学院是其最大

的学院，是比利时最具国际化的应用经济学院，获 AACSB 国际认证。安特卫普是欧洲

第二大港口城市，是世界最大的钻石加工、交易中心。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0 以上；英语面试。 

波兰 POLAND 

华沙经济学院 (Warsaw School of Economics -SGH) 

院校简介：波兰首屈一指、中东欧名列前茅的经管院校，师资力量雄厚，图书馆馆藏丰

富，师生互动频繁，为本地及国际学生创造了良好学习环境。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 

**奖学金：可申请明星电缆国际交流奖助学金。 

 

 

 



瑞士 Switzerland 

 
 

苏黎世科技应用大学 (Zurich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院校简介：由苏黎世州 4 所高校于 2007 年合并而成，为瑞士科目最全实力最强的应用

科技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律学院是该校王牌学院，创建于 1968 年，是瑞士最早教授商

务及工商行政管理的高等学府之一，获 AACSB 认证。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0 以上；英语面试。 

 



俄罗斯 RUSSIA 

1. 国立人文大学 (Russian State University for the Humanities) 

院校简介：位于莫斯科市中心，全俄排名第六，前身是俄罗斯历史档案学院，现有两所

分校 30000 学生，是莫斯科重要的学术中心，历史氛围浓厚，人文情怀广博。 

遴选范围：本科生（外语学院） 

授课语言：俄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2.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MGIMO) 

院校简介：建于 1944 年，是一所专门培养国际关系方面人才的专业学院，在俄罗斯享

有很高声誉。政要子弟云集，国际人才辈出 

遴选范围：本科生（外语学院） 

授课语言：俄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语言要求见对方院校官网 

**奖学金：可申请明星电缆国际交流奖助学金。 

 

3. 西北管理大学 

院校简介：俄罗斯联邦一所国立高等专业教育机构，学院建于 1991 年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托福不低于 80，雅思 6.0 

**奖学金：可申请明星电缆国际交流奖助学金。 

美洲地区 

加拿大 CANADA 

 
1. 布鲁克大学古德曼商学院 (Goodman School of  Business, Brock 



University) 

院校简介：加拿大著名的公立综合性大学，其商学院获 AACSB 认证，知名专业是会计

专业，其会计专业毕业就业率全国第一。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研究生托福 105 以上或雅思 7.5 以上（单项不低于 6.5）；本科生托福 95 以

上或雅思 6.5 以上（单项不低于 6.0）；MBA 学生 GMAT 成绩不低于 550 分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2. 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ESG UQAM） 

院校简介：蒙特利尔市仅有的两所法语大学之一，当地法语为母语的高中生梦想进入的

大学。 

遴选范围：本科生（经贸院和外院） 

授课语言：法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

于 6，选法语课：法语水平高于 B2 

 

3. 卡尔顿大学 (Carleton University) 

院校简介：加拿大著名公立大学，走出校外可以感受加拿大首都文化，商业、法律、国

际政治等学科名列前茅。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IBT95 分，雅思成绩本科生总分不低于 6.5，研

究生总分不低于 6.5，单科不低于 6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4. 达尔豪西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 

院校简介：加拿大医博类大学排名第七，加拿大顶尖研究学府 U15 成员。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托福不低于 95，雅思成绩本科生总分不低于

6.5，研究生总分不低于 6.5，单科不低于 6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美国 USA 

1. 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院校简介：成立于 1881 年，是美国著名公立大学之一，在研究和教学方面均享有国际

声誉。该校的法学院成立于 1921 年，已获美国律师协会认证，其中保险法专业在全美

排名第一，且实务教学特色鲜明。 

遴选范围：本科生（法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于 6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2. 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院校简介：全美综合排名 62，美国最好的 20 所公立大学之一，素有公立长春藤之称，

是美国中西部知名的十大联盟（Big Ten Conference）成员校之一。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IBT95 分，雅思成绩本科生总分不低于 6.5，单

科不低于 6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3. 蒙克莱尔州立大学 (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NJ) 

院校简介：始建于 1908 年，是新泽西州第二大的学校。淳朴的当地学生、宁静的小镇

生活，享受久违的慢节奏,离大苹果纽约也只有一步之遥。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于 6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4. 德雷克大学（Drake University） 

院校简介：师资优异、专业众多，以小班教学为特色的专业教学更为该校精算、法学等

专业跻身全美前列奠定了基础。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于 6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5. 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 

院校简介：美国一所极富盛名的综合性研究大学。因小班制精英教学体制，维克森林也

被称作“南哈佛”、“南方达特茅斯”。维克森林大学连续 21 年全美大学综合排名 25

名左右，“Strong Commitment to Teaching”全美本科教育质量排名在 2017 年 US 



News 达到第 5 名。2018 年其法学院排名为全美第 36 名。 

遴选范围：本科生（法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于 6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6.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院校简介：创校于 1851 年，它是一所公立研究型的高等学府，它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

首府塔拉哈希（Tallahassee），并为佛罗里达州公立大学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体

系中的一员，是美国最具活力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因拥有国际一流的教学师资和尖端

的科学研究而受到广泛关注，学校每年科研经费高达 2 亿美元在佛罗里达州（Florida）

共有 30 几所公私立的学院及大学中居领导地位。 

遴选范围：本科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于 6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7. 萨福克大学（Suffolk University) 

院校简介：创建于 1906 年，是一所私立综合性大学，位于波士顿市中心，是波士顿区

内第三大学校。萨福克大学有 3 个学院，包括文理学院、索耶商学院、法学院。萨福克

大学同时也是贝肯山研究机构的所在地，这所研究机构素来有自由市场智囊团的美誉。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于 6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8. 布 兰 迪 斯 大 学 国 际 工 商 学 院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of 

Brandeis University） 

院校简介：成立于 1948 年，虽然建校至今仅有短短的 60 余年的历史，但却早已声名卓

著，被誉为“全美最年轻的主要研究院大学”，素有“犹太哈佛”之美誉。 



遴选范围：研究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托福 90 

 

9. 巴鲁克学院 (Baruch College） 

院校简介：处于世界金融中心的一流商学院，华尔街旁的学习圣地，金融工程全美排名

第三。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托福不低于 95，雅思成绩总分不低于 6.5，单科不低于 6 

 

10. 圣路易斯大学（Saint Louis University） 

院校简介：建于 1818 年，全美研究型大学中名列前茅，其约翰库克商学院获 AACSB 认

证，是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最早开设的商学院。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托福不低于 80，雅思成绩总分不低于 6.5 

 

11. 布鲁克林法学院（Brooklyn Law School） 

院校简介：布鲁克林法学院（Brooklyn Law School）成立于 1901 年，校园位于美国

纽约市中心，紧邻纽约文化中心、金融中心。法学院校园毗邻美国联邦法院、纽约州立

法院和地方法院等，区位优势佳。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法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语言要求具体咨询法学院 

 

 

 

 



墨西哥 MEXICO 

 
 

1. 蒙特雷科技大学 (ITESM) 

院校简介：墨西哥私立贵族学校，突出的学科优势是商学院。校内基础设施堪称一流。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西班牙语或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0 或平均分 80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

于 6 

**奖学金：可申请明星电缆国际交流奖助学金。 

 

2.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moma de Mexico) 

院校简介：创建于 1551 年，是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国

立大学，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西班牙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0 或平均分 80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

于 6 

**奖学金：可申请明星电缆国际交流奖助学金。 

 

3. 墨西哥学院 (El Colegio de Mexico) 

院校简介：墨西哥的最高学府之一。它既是一所文科大学,又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它的前身是墨西哥神学院,一九四零年改名为墨西哥学院。 

遴选范围：研究生（外语学院西语系） 

授课语言：西班牙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西语要求见该校官网 

**奖学金：可申请明星电缆国际交流奖助学金。 

 

巴西 BRAZIL 

 
 



圣保罗法阿比大学（FAAP） 

院校简介：坐落于巴西圣保罗市，是圣保罗最高等学府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葡萄牙语 

派出时间：一年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 

亚洲地区 

韩国 KOREA 

1. 庆熙大学 (Kyung Hee University) 

院校简介：1949 年创办的综合性大学，是韩国的著名高等学府，现有三个校区及二十多

个系科，分布在韩国的首尔、水原和光陵。现已是代表韩国的最佳私立大学之一。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或韩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TOPIK3 以上或韩语专业 3 年级以上；IBT82 以上或雅思

6.5 以上；CET6 级：560 分 

**奖学金：可申请明星电缆国际交流奖助学金。 

 

2. 全北国立大学 (Chonbuk National University) 

院校简介：韩国 10 所国立旗帜大学之一，亦是其中历史最为悠久者。亚洲百强，致力

于迈进世界百强。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或韩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TOPIK3 以上或韩语专业 3 年级以上；IBT90 以上或雅思

6.0 以上 

**奖学金：可申请明星电缆国际交流奖助学金。 

 

3. 韩国国立济州大学（JEJU NATIONAL UNIVERSITY） 

院校简介：创建于 1952 年，济州大学是大韩民国的一所国立本科大学，是韩国十所国

立据点大学之一。济州大学位于东北亚金融中心济州岛，从韩国的行政上称为“济州特

别自治道”，因其是韩国的免税岛，“东方夏威夷”，多部韩国偶像剧和电影在此取景

拍摄，旅游免签政策，加之直航和游轮的便利交通，使济州岛成为中国游客的必游之地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韩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  

**奖学金：可申请明星电缆国际交流奖助学金。 

 

 

 



日本 JAPAN 

 
 

1. 立命馆大学（Ritsumeikan University） 
院校简介：日本“早庆同立”四大顶尖私立名校之一，在日本久负盛名，其不仅是日本

文部科学省选定的“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所重点

投资的 37 所大学之一，也是日本文部科学省国际 30（G30）计划中指定的 13 所顶尖

大学之一。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日语 

派出时间：一年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

于 6 

 

2 立命馆大学经营学部（Ritsumeikan University） 

院校简介：日本“早庆同立”四大顶尖私立名校之一，在日本久负盛名，其不仅是日本

文部科学省选定的“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所重点

投资的 37 所大学之一，也是日本文部科学省国际 30（G30）计划中指定的 13 所顶尖



大学之一。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日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5 或平均分 85 以上。选英语课：IBT95 分，雅思成绩 6.5，单科不低

于 6，选日语课程：日语 N1 

**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奖学金名额正在申请中 

 

3 日本大学（Nihon University） 

院校简介：简称日大，是日本国内规模最大的著名综合性大学。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日语 

派出时间：一年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语言要求见对方院校官网 

 

4. 明治大学（Meiji University） 

院校简介：创立于 1881 年，日本屈指可数的优秀私立大学之一，位于东京，其工商管

理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研究水平领先，与企业及商界联系紧密。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年或一学期 

基本要求：详情请咨询商学院国际办公室 

 

5 东京经济大学（TokyoKeizai University） 

院校简介：21 世纪高等院校，以其传统而闻名，并以不断的改革为动力而前进。"参与

现代企业、学习尖端知识、跻身国际竞争"这一建校宗旨被东京经济大学延承至今，并发

展成为拥有四大院系、六大专业的综合性文科大学。校园内的莘莘学子充满活力、志存

高远，积极参与各种活动。 学校开设大量课程，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学校开设一系列

长期及短期的国际交流课程，并提供多种奖学金支持学生的学习。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日语 

派出时间：一年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语言要求见对方院校官网 

 

6 大分大学（Oita University） 

院校简介： 大分大学在全球高校网(4ICU)国家高校排名为第 131 名，其在韦伯麦特里克

斯网(Webometrics)世界大学排名为第 1784 名。大分大学设有众多专业学科，比如经

济学、机械能源工程、福祉环境工程、电子电器、应用化学、学校教育、教科教育、环

境工程等，研究院下也分别设立了各种研究课程。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日语 

派出时间：一年或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语言要求见对方院校官网 

 

7. 福山大学（Fukuyama University） 

院校简介： 位于日本广岛县福山市的私立大学。成立于 1975 年。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日语 

派出时间：一年或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语言要求见对方院校官网 

 

8 信州大学 

院校简介： 于 1949 年建校。全球高校网（4ICU）国家高校排名 63，韦伯麦特里克斯

网（Webometrics）世界大学排名 878。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日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语言要求见对方院校官网 

 

9. 琉球大学（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院校简介：日本一所国立大学，创建于 1950 年。琉球大学是冲绳县一所国立大学，而

且学校同时是日本最西端与最南端的大学。 

遴选范围：本科生 

派出时间：一年或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语言要求见对方院校官网 

 

10. 阪南大学（Hannan University） 

院校简介：于 1951 年创立，1965 年开设大学部的日本私立大学。大学的简称为“阪

南”。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日语 

派出时间：一年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语言要求见对方院校官网 

以色列 ISRAEL 

 
 

1.IDC 赫兹利亚(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Herzliya) 

院校简介： 建于 1994 年，是以色列首家私营非盈利高等教育机构，旨在培养法律、商

业、政府、计算机科学、创业、通信、心理学、经济学和可持续领域具备最高素质的未

来领导者。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商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3.0，英语面试。 

 

2.巴伊兰大学（Bar-Ilan University） 

院校简介： 以色列目前第二大学术机构。该校的法学教育享有国际声誉，教师多具有哈

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美国一流学府的研究背景，其法学院在国际公法、

世界贸易组织法等领域成果突出。 

遴选范围：本科生（法学院）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具体要求可咨询法学院 
 

印度 INDIA 

印度管理学院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Calcutta) 

院校简介：由印度总理拨付资金兴建的.综合性商业经济类院校。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语言要求见对方院校官网 

**奖学金：可申请明星电缆国际交流奖助学金。 

香港 HONG KONG 

 

恒生管理学院（Hang Seng Management College） 

院校简介：小班教学和严谨的考勤制度，一对一的语伴和校园便利的住宿条件，无论是

为了开阔眼界、提高英文还是感受金融中心的魅力，都值得一去。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或汉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IBT90 以上或雅思 6.5 以上 

 



大洋洲地区 

澳大利亚 AUSTRALIA 

1. 维多利亚大学 (Victoria University) 

院校简介：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的墨尔本市。学校建立于 1915 年，是澳大利亚的

一所知名院校。学校的氛围极具现代感，在墨尔本市中心及北部地区建有 6 所现代化校

园，校内配有网络化计算机室、实验室、图书馆、资料中心等现代化教学设施。 

遴选范围：本科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本科生托福总分不低于 90，单科均不低于 22，研究生不低

于 93，单科均不低于 22;雅思成绩总分不低于 6.5，单科不低于 6 

**奖学金：2 个由澳大利亚政府及长江集团联合设立的长江澳洲奋进交换生奖学金

(ECKSEP)，共 AUD5,000 

 



2. 科廷科技大学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院校简介：澳大利亚排名前 10 名，全球名列第 156 名的学校。科廷大学多种专业在”

澳洲优良大学指南”中的教学水平、学生满意度和就业率等方面多年来一直名列澳洲第

一。 

遴选范围：本科生或研究生 

授课语言：英语 

派出时间：一学期 

基本要求：GPA 不低于 3.0;本科生托福总分不低于 90，单科均不低于 22，研究生不低

于 93，单科均不低于 22;雅思成绩总分不低于 6.5，单科不低于 6 

 

更多详情请访问 GEEC 官网：

http://geec.uibe.edu.cn/ywsy/programs/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