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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台湾交换学生招生简章 

（春季班） 

东北林业大学创建于 1952 年，是在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和东北农学

院森林系基础上建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与国家林

业局共建、教育部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共建的国家“211 工程”和“优势

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高校。  

      学校地处我国最大国有林区的中心——哈尔滨市，校园占地 136 公顷，

并拥有帽儿山实验林场（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凉水实验林场（凉水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等教学、科研、实习基地，总面积达 3.3 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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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是一所以林科为优势，以林业工程为特色，农、理、工、经、管、

文、法相结合的多科性大学。现设有研究生院、17 个学院和 1 个教学部，

有 63 个本科专业，9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8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44 个二

级学科博士点，19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36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10 个种类

33 个领域的专业学位硕士点。拥有 2 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2 个二级

学科国家重点学科、6 个国家林业局重点学科、1 个黑龙江省重点学科群、

7 个黑龙江省重点一级学科。有国家计委、财政部和教育部联合批准的国

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教育部批准的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

教学人才培养基地（生物学）。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学校，国家级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学校。 学校现有各类在校学生 3 万多人。自

1952 年建校以来，已向国家输送各类毕业生 10 万多人。现有教职员工 2697

人，其中专任教师 1255 人（教授 292 人、副教授 517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2 名，双聘院士 6 名。        

学校秉承“学参天地、德合自然”的校训，继续坚持和丰富办学特色，

到 2022 年（建校 70 周年）使学校综合实力稳居国内同类高校前列，到 2032

年（建校 80 周年）努力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到 2052

年（建校 100 周年）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林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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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学期安排 2015 年 3 月至 2015 年 8 月  具体学期安排请查询东北林业大学校历

http://jwc.nefu.edu.cn/type/401000204.html 

名    额 每学期 3名 

开放专业 
本校（除继续教育学院、国际交流学院）课程均开放交换生选课。详见

专业设置文档。 

申请资格 本科生大二大三年级 

申请截止日期 2014 年 11 月 30 日 

交换期间 一学期 

申 

请 

材 

料 

申请材料清单： 

1. 填写完整并附上照片的交换生 申请表 (请参考附件一) 

2. 学生现就读学校的在学证明 

3. 学生现就读学校提供的正式成绩单 

4. 一封推荐信 

5. 一篇读书计划 

6. 一篇自传（300-500 字） 

7. 台胞证复印件 

8.  健康体检证明 

9.  二寸照片 3张 

10. 团体名单（请由大陆事务负责部门提供） 

 

申请材料缴交地址：东北林业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哈尔滨香坊区和兴路 26 号  邮编：150040 

电话：13351682189 ， 86-451-82190337 

 

注意事项：申请材料要由本校大陆事务负责部门统一邮寄，不受理个 

人邮寄材料，并同时以邮件方式寄送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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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费 

标 

准 

1.学费依据校际学生交流协议免收。 

2.我校不收取其他杂费。 

2.寝费：双人间 RMB 500 元/月/人，另外水电费 150 元/月。 

3.保险费：如在本地投保境外险的同学，要提交相关购买凭证。如未在

本地购买境外险的同学，来校后由我校强制购买，每人需缴交 300 元。 

联 

络 

人 

信 

息 

台湾交换生业务专办员姓名： 计晓艳 老师 

职务：港澳台办 科长 

电邮：jixiaoyan616717@aliyun.com 

电话：86-451-82190337 

传真：86-451-82190337 

地址：哈尔滨香坊区和兴路 26 号东北林业大学行政楼 613 室 

二、相关资讯 

（一）关于选课 

1.选课时间依我校行事历而定，非我校在籍学生报到后方可进行手动选课，选课时会有老师做相

关指导。原则上交换学生除可以选择交换学院专业课程外，同时可以跨年级、跨专业选课，但须

取得授课教师同意。 

2.交换学生修读学分的规定: 每学期至少须选修 9 学分，上限 25 学分。即使已修满毕业学分，

在东北林业大学交换期间仍须依上述规定选修课程。 

3.成绩认证：完成选修课程，获得相应课程学分，我校方可颁发交换结业证书。 

（二）住宿 

住宿将由我校统一安排，无需提前申请。本校宿舍不提供任何寝具，如床垫、枕头、棉被等均需

自行准备。 

（三）生活费 

伙食费：本校学生每月生活费（在学校食堂用餐）700 元至 1000 元人民币之间。 

交通费：公交车不计站数，票价一元。计程车以公里数计算，8元/公里。 

（四）报到须知 

1.经姐妹校甄选推荐的学生如通过我校的审核，将统一寄送学生的通知书给姐妹校项目专员。 

2.报到时间将于前一个学期结束前告知姐妹校。 

3.报到时请持通知书及台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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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东北林业大学台湾交换学生申请表 

（2015 年春季学期） 

 

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日 

 

现就读 

院校 

 现就读系

所年级 

 

通讯地址 
 

                                     邮编□□□□□□ 

手机及联络电话  E-mail  

紧急联系人 
 与本人 

关  系 

 

紧急联系人电话

及住址 

 

                                      邮编□□□□□□ 

您欲申请进入本校交换就读学院及专业？                    

申请人需缴交材料 

1.    填写完整并附上照片的交换生 申请表 (请参考附件二) 

2.    学生现就读学校的在学证明 

请粘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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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生现就读学校提供的正式成绩单 

4.    一封推荐信 

5.    一篇读书计划 

6.    一篇自传（300-500 字） 

7.    台胞证复印件 

8、健康体检证明 

9、二寸照片 3张 

10、团体名单（请由大陆事务负责部门提供） 

申请材料缴交地址：东北林业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哈尔滨香坊区和兴路 26 号,150040 

电话：13351682189  86-451-82190337 

注意事项：申请材料要由本校大陆事务负责部门统一邮寄，不受理个人邮寄材料，

并同时以邮件方式寄送我办。 

本人声明： 

我清楚此项交换学生计划，并愿意遵守大陆地区的法律以及对方学校东北林业大学

的规定及管理。 

申请人签名：＿＿＿＿＿＿＿＿＿＿＿  日期：＿＿＿＿＿＿＿＿ 

监护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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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大学交换生团体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现就读院系及来我校

就读院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