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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鼓励学生们走出去，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拓展自身的
视野与格局，铸就追梦的翅膀，践行我们的校训：博学明道，
笃行任事。”

钞秋玲教授 
学生与信息事务副校长

        走出去了解整个世界是应该成为学子们的必修课。

        走进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区、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大学，去和不同文化的人交流，

学习对方的长处，增进相互间的了解，让自己变得视野更为广阔、更为包容，从而提升对

于各种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些走出去的经历对于一个人未来的学习、职业规划，乃至

整个人生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由于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很

多方面都存在不同之处，通过在大学期间的海外交换学习，同学们可以切身去体验对方

的文化，在跟当地人日常的交流和沟通中，增加对他们的了解。这样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更

好地学会换位思考，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从而营造良好的沟通关系。只有在共享、

包容的环境中才能和谐相处，同学们才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从不同的人那里习其所长，

在相互协作中共同发展，最终成为更好的自己。 

 

        海外交换学习是校际之间深度合作的一种形式，课程设置彼此呼应，学分互认，这

对于大学自身和同学们的发展都能产生十分积极的价值。学生交换学习回来后，能够把

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带回校园，带到不同的专业和不同的团队中，这些多元的思

维方式，不但可以丰富生活与学习，对创新思维也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的大学目标是培养世界公民。世界公民的格局在于，不但对自己、家庭、团队和

社区有担当责任，还能够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发展有思考。经历越丰富，看问题才能够多

角度、多层次思考，才能纵览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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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西交利物浦大学

目的地大学 
在国外交换学习的大学

海外交换辅导团队（SAT）
可以帮助你前往另一个国家并交换学习
及开展学术活动

交换项目  
向西浦支付费用，不需在国外支付任
何学费

访问项目
向您的目的地院校支付学费，不向西浦
支付任何学费

国际交流专员（GEO） 
你所在院系的学术人员，可向其咨询出
国访问交换相关的学术问题

专业术语

5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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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可选国家/项目
西浦本科三年级的在校生将有机会在世界顶知名大学进行为期一至两个学期的交换/访问项目。此类项目的学分计入该生在

西浦和利物浦的学位学分，且不会增加额外的学期时长。查看下图可知所学专业是否有交换/访问项目。

申请流程与资格
西浦的交换/访问项目广受欢迎并具有一定竞争性，但因每年名额有限，并非所有符合标准的申请者均能确保获得录取。学

校将尽力为达到申请资格的学生争取海外交换学习的机会。

最低申请要求：

• 西浦本科二年级在读

• 西浦本科二年级第一学期平均分60分以上（第二学期需同样达到此标准）。此外，申请人还需满足不同项目的其他具体

要求。

• 西浦本科一、二年级各门课程成绩均需达到40分以上。

• 通过所在院系组织的学术面试。面试时间将在二年级第二学期邮件告知。

• 访问项目申请者还需达到对方学校的其他要求。具体信息可通过西浦海外交换辅导办公室或海外交流基金（SAF）获得。

国家 合作院校 西浦专业 派出期限 项目类别

荷兰 格罗宁根大学 (RUG)

BSc 经济学 2学期

交换项目

BSc 经济与金融 2学期

加拿大 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 BA 工商管理 2学期或仅第1学期

英国 利兹大学

BSc 生物科学 2学期

BEng 土木工程 2学期

意大利 都灵理工大学 (PoliTo) BEng 建筑学 2学期

美国 密歇根州立大学 (MSU) BSc 应用数学 2学期或仅第1学期 访问项目

交换项目/访问项目需在2月15日前通过E-bridge 海外交换项目模块完成在线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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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校内申请之后

二年级第一学期的成绩将在3月中旬公布。成绩公布之后，达到最低申请标准的申请者将被列入交换/访问项目候选名

单。海外交换辅导团队(SAT)将向候选人发放有条件录取信。

海外交换辅导团队向海外合作院校发送正式提名信。合作院校将直接与候选人联系，提供进一步申请信息。

候选人还将需要向海外学校提交申请及其他所需文件材料（清单见后文）。请务必在下表所示的截止时间前完成申请

提交。

各院系将在5月组织候选人面试。（面试大多在校内进行，个别情况为线上面试）

尽管此时候选人仅获得有条件录取信，我们仍建议提前做好目的地签证与住宿准备。机票可在获得正式录取后购买。

本科二年级成绩将在7月中旬全部公布。海外交换辅导团队将向所有满足成绩要求的候选人发放无条件录取信。未能获

得录取的候选人将收到拒信，并正常进入本科三年级的学习。

7月31日前，候选人可通过ebridge撤回交换/访问项目申请，退出交换项目。否则，西浦将自动按保留学籍处理。

1

2

3

4

5

6

7

合作院校 西浦申请截止时间 合作院校申请截止时间

利兹大学 2月15日 5月1日

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 2月15日 5月15日

格罗宁根大学 (RUG) 2月15日 6月15日

都灵理工大学(POLITO) 2月15日 5月30日

 密歇根州立大学(MSU) 2月15日 3月22日

XJTLU XJTLU

文件清单
(注意：完成西浦校内申请只是申请流程的一部分，申请人仍须在截止时间

前向海外接收学校提交申请)

 有条件录取信：由海外交换辅导团队发放

免英语能力证明：西浦为全英语授课大学，因此绝大多数合作院校统一免

除西浦学生的英语能力证明。但在个别情况下，申请人仍需提供英语能力

证明（如：都灵理工大学）。该证明将由海外交换辅导团队提供。请在收

到海外交换辅导团队通知后至学生一站式服务中心领取。

在读证明：申请人可通过E-bridge在线申请，然后至中心楼8楼教务办公

室前台领取。

成绩单：申请人可通过E-bridge在线申请，然后至中心楼8楼教务办公室

前台领取。

护照：根据签证申请要求，申请人须确保护照在交换期满6个月后仍在有

效期内。

学习协议：申请人学习协议须获所在院系及海外交换辅导团队共同认可。

• 年度海外交换咨询会

年度海外交换咨询会为西浦每年最大型的海外交换咨询活动。每年的这一天，学生们不仅可以获得交换/访问项目相关信息，还

能了解寒暑期交换项目与语言/文化项目情况。年度海外交换咨询会将在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周三举行。

• 交换项目信息会

交换项目信息会一般为年度海外交换咨询会的子项目。在这项活动中，我们将邀请院系专业负责人、课程负责人、往届交换项

目学生，以及/或国际联络员向新生介绍海外交换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内容、交换体验、学习经历分享等。如有需要，新生海外

交换咨询会也可在年度咨询会前、后多次举办。

• 免预约海外交换咨询 

每年12月至1月，海外交换辅导团队将在学生一站式服务中心提供免预约的海外交换项目咨询，主要解答有关如何准备申请的

相关问题。2月底至5月中旬，海外交换辅导团队将提供课程选择、行前准备、签证申请等内容的免预约咨询。

• 行前培训

依据西交利物浦大学相关的安全，健康准则，所有参加交换/访问项目的西浦学生都必须参加海外交换辅导团队组织的行前培

训，海外交换辅导团队将在培训中介绍海外交换期间的注意事项。

行前准备
海外交换辅导团队（SAT）将竭诚为每位学生的海外交换申请提供全程协助。海外交换辅导团队每年都将举办一系列活动，

帮助学生熟悉申请流程。

7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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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之前

你的责任：学术相关事宜
请与你的专业负责人、院系国际交流专员（GEO)、讲师和学术导师（AA）联系，共同商讨明确海外交换期间的选课安排。

现金、银行卡和信用卡
建议：

未经西浦海外交换辅导团队审核通过的任何选课均不被认可，这会造成你在交换学习结束后将无法转换学分。并将必须

重修三年级课程。

参加交换/访问项目的西浦学生需签署学习协议，并交回西浦海外交换辅导团队，否则交换机会可能会被取消。由于每个

海外交换项目的学习协议有所不同，本手册并未全部收录所有样本。学生可通过E-bridge海外交换模块获取各项目最新

的学习协议模板。

课程选择

学分转换

学分转换将由西浦海外交换辅导团队、教务办公室和国际交流委员会协同完成。学分转换表请见附件1。

补考

请记住：

重要: 

i

!

合作院校 可否补考 备注

利兹大学 不可补考

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 不可补考

密歇根州立大学 不可补考

都灵理工大学 可补考 西浦学生仅可在第二轮考试期间补考

格罗宁根大学 可补考 每门课程均可补考一次

资金与财务

学费

除密歇根州立大学（MSU）项目外，参与其他交换项目的西浦学生需正常缴纳西浦学费。参加密歇根州立大学（ MSU ） 

项目的学生不需缴纳西浦学费，而需向MSU缴纳学费。

请注意，部分海外合作院校还将收取其他费用，如：健康与咨询服务费、学生卡制卡费、院系费（如实验室使用）等。

以上费用清单将由对方学校提供。如有任何疑问，亦请直接咨询对方学校。

西浦海外交换奖学金（仅面向学期学分项目参与者设立）

参与海外学期学分交换项目者最高可获得10,000元人民币的海外交换奖学金，用以补贴国际旅费。

达到以下条件者可申请本奖学金。西浦海外交换辅导团队将通过学业成绩与提交视频进行评审。

1.  已完成学习协议中交换/访问学期所有学业

2.  在未经补考的前提下，通过所有课程考试。

3.  在第四学年第0周开始前，提交3分钟以上的视频，介绍海外学习情况。

4.  保留有完整的国际航班机票原件或电子订单。

奖学金将通过抵除部分第四年学费的方式发放。

西浦奖学金

西浦奖学金的发放对象为连续完成学业且已支付下一学年学费的学生。参与其他合作院校交换项目的学生仍有资

格获得“学业奖学金”或“晋级奖学金”。因此，除参与密歇根州立大学访问项目的学生之外，其他参与海外交

换项目的学生仍有机会获得西浦奖学金。

严格遵守海外交换辅导团队通过学习协议或邮件发送的选课指南。

如有任何选课变化，请及时通过邮件（studyabroad@xjtlu.edu.cn）联系海外交换辅导团队。

请勿在获得海外交换辅导团队许可前选择任何课程。

 

•   

•   

•  

咨询你的常用银行是否与留学目的国任何银行有合作协议。

携带信用卡出行：可由父母申请国际通用信用卡，并将副卡交由学生携带出境。

仅携带抵达目的国最初几日所需现金。尽量避免携带大量现金出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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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安排和签证

建议：

健康与安全

国际交换项目同意书

签证

申请签证时可能须同时提交本人护照，因此请提前做好假期出境规划。

请确保护照在交换学习期满6个月后仍在有效期内。

出境前，请务必购买可覆盖全程海外交换学习阶段的保险，包括往返目的地的时间。

此外，不同的目的地院校对国际学生的保险有不同要求。部分学校要求学生购买学校提供的保险或国家要求的保险。

部分学校可能允许学生提供保险证明，即可免购学校保险。不同项目的保险信息可在项目说明书中获得。

重要: !

保险

建议：

由于许多国家药物管控非常严格，因此建议在打包行李前了解相关政策。

“前往蒙特利尔的交换项目让我印象深刻。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

地的朋友，成为了HEC Montréal的一名交换生。在这个过程中，我

也面临了很多东西方差异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学习到了很多独立生活

的技能。这些都是交换生经历带来的独特体验。”

ADELIN VELICIA， 2016级

11 出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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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西浦海外交换团队组织的学期交换项目行前培训会。培训会时间、地点将另行通知。

海外合作院校一般会通过邮件、网站或在线下载等形式提供行前指南，请务必认真阅读。建议学生积极参与该校组织

的线上答疑会，在出行前尽早熟悉目的地情况与其他相关信息。

在工作时间内抵达学校，以便获得学校工作人员支持与帮助。

除下载电子版住宿地址和地图信息外，确保随身携带纸质版本，以免出现落地后无法连接互联网或手机没电等突发情

况。

行李太多无法随身携带？请联系旅行社，了解是否有行李托运服务（一般较为昂贵），或可查询当地是否有“新入住

系列服务”。

妥善保存重要文件复印件，并请家人同样做好存档（如：护照、签证、居留许可等）。

只有在收到官方移民文件和目的地学校录取通知书后（一般是在西浦发放无条件录取信之前），才可申请签证。由于

签证申请所需时间较长，因此一旦收到以上两份材料，请立即开始签证申请。

西浦海外交换辅导团队不是官方的签证咨询机构，所有建议仅供参考。请务必联系交换目的地学校，与目的地学校所

在国的大使馆，获取最新、最准确的签证要求，完成本人签证申请。

  请在5月15日前将签署好的“国际交换项目同意书“扫描件发送至 studyabroad.dropbox@xjtlu.edu.cn 

  请将签署好的“国际交换项目同意书“原件于5月31日前提交至学生一站式服务中心 (CB115E, 中心楼) 

“国际交换项目同意书“示例请见附件4

在海外交换期间，随身携带医疗保险证明材料

咨询医生或诊所，了解访问目的地国前所需注射的疫苗，并按目的地学校要求提供注射记录。

如果有任何特殊身体情况，请带好相关医学记录报告、药物处方与医院诊断。

如果你平时佩戴眼镜或隐形眼镜，请带好备用品，以备替换之需。

如果平时需定时服药，出行时可能无法带好一年用量。部分药品可能无法在境外购买，或药价比较昂贵。

国外的牙科护理通常不在医疗保险的受理范围内，且费用较为昂贵。因此，建议在出行前完成所有你所需的牙科治疗。

如需随行携带大量处方药（如抗生素、抗病毒药），请出行前带好医生处方。

随行携带药品价值不得超过300元人民币

如随行携带了中草药或使用外汇购买了仅在中国售卖的药品，请提供盖有外汇购物专用章的发票（由国家外汇管理局

提供）

麝香、虎骨、熊胆等在多国被列为严禁入境的药物

其他如感冒药等日常使用非处方药均可在目的地国超市或药店购买，建议不要大量随行携带。

可随行携带少量咳嗽、感冒、肠胃用药。

 

•  

 

•  

 

•  

 

•  

 

•  

 

•  

 

•  

 

•  

 

•  

药物相关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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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建议：

2019-20年注册报名
暑假期间，教务办公室将通过邮件发送注册指南。请尽早完成注册，并说明你将选择参与未来一学年或一学期的海

外交换项目。

保持联系
确定目的地国地址后，请确保及时告知相关人员，如：海外交换辅导团队、家人、朋友、银行等。

留学大使 – 同伴支持
在学生申请海外交换项目至出发前，西浦海外交换辅导团队将有2名留学大使为你提供相关支持。

留学大使均有海外交换学习的亲身经验。

你可通过邮件联系留学大使，或根据留学大使时间安排预约面谈。

暑假与海外交换期间，请务必关注西浦邮箱。院系与海外交换辅导办公室将通过西浦邮箱账号与你联系。

重要: !

13 出发之前

参加海外交换项目的学生应自行完成住宿安排及费用支付。过程也许充满波折，但这也正是海外交换学习应面对的一部

分挑战！

交换生的海外住宿情况可能包括：

请至目的地学校网站查询住宿选项，相关信息可能并不会主动发送给你。

如需缴纳押金或手续费，请务必在截止时间前完成。

如果申请目的地学校的校内住宿，请在截止时间前提交申请，并关注后续进展，必要时主动咨询。

参与交换项目并不保证获得校内住宿，请做好自行联系住处的准备。

签署住宿协议前务必认真阅读条款。

与他人同住

住宿质量可能不及西浦本校宿舍

住宿可能需要搭配购买餐饮计划

住宿规定可能严格，也可能非常随意。请记住，你正在不同国家体验不同的文化。

当然，你的住宿条件也可能大大优于西浦！

 

•  

 

•  

 

•  

 

•   

•  

全面了解住宿信息，尽量在出发前完成

预订

如有可能，尽量提前几周到达找房。

初到目的地国的前几日可预订酒店或

Airbnb，而合适的长期住房可能需要一

段时间。

尽量选择目的地学校推荐的私人住宿服务

供应商；如果没有，则可选择房产中介、

网络、当地杂志或报纸获取相关信息。

可向往届交换生或来校交换生了解相关

情况。

请务必确保人身安全：尽量避免独自看

房，并务必在白天与房东和中介会面。

签署住宿协议前务必认真阅读条款。避免

在看房前交付任何费用或大额押金。请确

保所有付款渠道均为官方认可。

在海外联系私人住宿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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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期间

安顿
适应新环境可能需要花点时间，而那些文化上的差异也许看起来很奇怪，但都是正常的。请在出行前思考以下可能对你

抵达异乡适应有所帮助的建议：

学术事项

抵达确认函

在抵达交换学校后，请在一周内填写“海外交换项目抵达确认函”，并发送至studyabroad.dropbox@xjtlu.edu.

cn 。表格中所有内容都必须填写。

海外交换项目抵达确认函样例请参考附件2.

紧急情况

绝大多数交换生的学习生活顺利多彩，请不要过度焦虑。然而，自然灾害、内部动乱甚至恐怖袭击的确有可能发生，因

此也请提前了解相关信息，在紧急情况下做好保护自己的准备。

以下建议不能覆盖全部紧急情况，但可供类推参考。

出国及海外中国公民自愿登记 

在海外安顿好以后，中国籍学生须完成中国外交部的线上注册登记，网址请见: http://ocnr.mfa.gov.cn/expa/ 

人身安全和紧急情况 

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请首先联系交换学校、当地政府与当地中国大使馆。

各交换项目紧急联系方式请见附件3.

通过网络或社交媒体了解旅行与安全建议： 

中国政府旅行安全提醒: http://cs.mfa.gov.cn/gyls/lsgz/lsyj/ 

英国政府旅行安全提醒: https://www.gov.uk/foreign-travel-advice 

美国政府旅行安全提醒: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passports/en/alertswarnings.html

遵守当地政府或目的学校官方发布的所有要求。

请勿参加公众抗议活动，也不要进入任何有动乱可能的区域。

出境前提前查询好目的地学校的紧急联系方式，做好记录并在手机中设为快捷拨号

请记住：!

随身携带所有贵重物品。

在未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旅行。

在旅行时替他人携带物品。

让自己的物品离开视线。

根据当地文化：避免公开讨论宗教/政治问题。

访问旅游预警地区或国家。

“利兹这座城市有种奇妙的气息，多谢西浦的交换项目给了我在利兹学习生活

一年的机会。起初，我对出国留学有点担心，怕会错过西浦的一些重要课程。

但其实两地的课程内容非常相似。英国利兹大学和西浦的合作非常紧密，我在

英国所学的课程与西浦是兼容的，在那里获得的学分在西浦也是有效的。”

顾嘉雨，2017级，中国

目的地学校的教学风格和教学时间可能与西浦完全不同

与西浦相比，可提供学术或其他支持的教师员工可能少之又少

务必随身带好身份证件或护照备查，尤其在美国。

交朋友不能一蹴而就。建议尝试参加尽可能多的交换生活动，努力了解你的同学与同事。加入俱乐部或健身房也是社

交的好方法。

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适应。请记住，体验不同文化也是参加海外交换学习的一个重要目的。

请与国内的家人朋友保持联系，但也不要太多。

妥善保存重要文件复印件，并请家人同样做好存档（如：护照、签证、居留许可等）。

及时告知家人你的当地电话号码与地址。

及时告知家人你的旅行计划（如：目的地、旅行时间、航班号码、酒店地址等）。

将纸质打印版紧急联系电话（各交换学校紧急联系电话请见附件3）放置在钱包中随身携带。

充分利用课前时间，迅速熟悉学校与宿舍周围环境。

独自出行时，将行程提前告知他人。

定期关注目的地学校或当地官方的安全建议。

如果在海外交换学习期间有任何学术相关的问题，你的第一联系人应为西浦海外交换辅导办公室。请确保在出行前获

取联系方式。

由于工作繁忙或假期原因，海外交换辅导办公室可能无法立即回复。因此，如有问题请务必提前沟通，避免在最后一

刻才发出求助。

如果在选课中出现问题，请与任课教师联系，或在合适的情况下与目的地学校的海外交换部门联系。

所有海外交换学习的材料都应妥善保存并带回西浦。因此，请不要随意丢弃交换期间的学习材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醒：

请避免以下行为：

人身安全

确保人身安全的关键往往就在常识之中，尤其当身处与个人成长经验不同的环境中，更要随时保持警惕。以下是可供参

考的安全指南：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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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返回XJTLU

宣传西浦

交换生项目建立在双方交换人数对等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学校没有交换生来西浦学习，西浦的学生也将无法
派出。因此，在海外交换学习期间，请鼓励对方学校学生选择我校进行交换项目。

如果你受邀参加海外交换咨询会，请尽力出席。你并不需要成为专业咨询人员，只要向大家推介宣传西浦就好！

关于来西浦参与交换项目的情况，请见https://www.xjtlu.edu.cn/en/study-with-us/why-xjtlu/why-study-
at-xjtlu

返回西浦

住宿安排
对于中国籍学生，西浦将保证返校后的校内住宿。如有需要，请发送邮件至onestop@xjtlu.edu.cn联系学生一站式服

务中心。

对于国际学生，如果在完成交换学习后希望申请西浦校内住宿，请提前三周邮件至global@xjtlu.edu.cn联系XGlobal

进行申请。由于住宿房源紧缺，我们无法保证学生在交换项目前、后入住同一宿舍。

签证
如果国际学生在海外交换期间发现自己的签证在返回西浦前即将过期，请提前六周到八周发送邮件到global@xjtlu.

edu.cn来联系XGlobal。

注册
海外交换辅导团队收到目的地学校发来的成绩单后，将把成绩录入你的西浦学术记录。总分与平均分将可通过E-bridge

查询。

教务办公室将在暑期发送2021年9月注册的相关须知。

学分转换
正常情况下，目的地学校会将成绩单发送至西浦海外交换辅导团队。随后，为完成学分转换，成绩信息将流转至教务办

公室。一般来说，这一流程将在八月的院系晋级委员会召开前完成。然而，部分学校发送成绩单的时间可能晚于院系晋

级委员会会议的召开时间。因此，请参加海外交换学习的学生务必与目的地学校海外交换部门保持联系，及时查询成绩

单发送进度，催促成绩单尽早寄出。

通过E-BRIDGE查看成绩
成绩信息经由海外交换辅导团队、教务办公室和考试委员会共同审核并通过后， 学生将可在E-bridge查看成绩（请注

意：仅显示完成学分和平均分）。样例如下图所示：

“你会经历在国内时无法想象的各种情境，当你把心

胸打开，你能从这段经历中学到很多。海外学习经历

也有助于丰富自己的简历内容，它能展示西浦学生在

不同环境下的适应能力、与多元文化背景的人相互协

作的能力。对我来说，在海外学习一年体验不同国家

风情，同时在中国完成大部分学位课程，这个时间比

例刚刚好。”

黄上桐，2015级，中国

16 海外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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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联系方式

网站链接

西浦

海外交换信息 studyabroad@xjtlu.edu.cn 86  (0) 512 8818 0410

校友指南 alumni@xjtlu.edu.cn 86  (0) 512 8816 1869

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s@xjtlu.edu.cn 86  (0) 512 8188 8309

学籍注册服务 acadedmicservices@xjtlu.edu.cn 86  (0) 512 8816 1230

一站式学生服务指南 onestop@xjtlu.edu.cn 86  (0) 512 8816 1854

外部网站 合作院校国际部邮箱地址 网址

格罗宁根大学 (RUG) exchange.in.feb@rug.nl https://www.rug.nl/?lang=en

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 incoming@hec.ca https://www.hec.ca/en/

利兹大学 studyabroad@leeds.ac.uk https://www.leeds.ac.uk/

都灵理工大学 (POLITO) incoming.students@polito.it https://www.polito.it/

密歇根州立大学 (MSU) american@msu.edu https://msu.edu/

邮箱地址 联系电话

附件
附件 1 成绩转换表 

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HEC）与西浦(XJTLU)成绩转换表:

利兹大学与西浦成绩转换表:

HEC 评价 HEC 成绩 HEC 学分点 XJTLU 成绩(%)

杰出 A+ 4.3 85

优异
A 4 75

A- 3.7 70

优秀

B+ 3.3 68

B 3 65

B- 2.7 62

良好
C+ 2.3 58

C 2 55

通过

C- 1.7 52

D+ 1.3 48

D 1 42

不及格 E 0 不及格

无成绩即不及格 F 0 不及格

成绩 描述

100% 此学段学生，在此考核方式情况下（考试或作业）所能给出的最佳答案。

90-99% 杰出

80-89% 优异

70-79% 优秀

60-69% 优良

50-59% 良好

40-49% 合格

20-39% 较差

0-29% 极差

利兹大学评分系统与西浦基本相同，40%为最低通过标准。但利兹大学不允许compensatory fail。

西浦海外交换辅导团队联系方式
海外交换辅导团队，西浦国际办公室

+ 86(0) 512 8188 0410

西交利物浦大学 (XJTLU)

http://www.xjtlu.edu.cn/en/study-with-us/why-xjtlu/international-mobility 

XJT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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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宁根大学(RUG)与西浦（XJTLU）成绩转换表：

海外交换项目抵达确认函RUG 成绩描述 荷兰成绩 XJTLU 成绩

杰出 (极少见) 10 92

9.5 87

优异(较少见) 9 82

8.5 77

优秀/高于平均值 8 72

7.5 68

满意/达到平均值 7 64

6.5 58

不佳/ 低于平均值 6 54

5.5 42

5 38

4.5 35

4 33

不及格 3.5 29

3 25

2.5 20

2 15

1.5 10

1 5

RUG 不允许MARGINAL OR COMPENSATORY PASS.

附件 2 海外交换项目抵达确认函

在抵达交换学校后，请在一周内填写“海外交换项目抵达确认函”，并发送至studyabroad.dropbox@xjtlu.edu.cn 。表格中所有

内容都需填写。

学生姓名:

目的地学校:

目的学校住址: 

你计划在以上地址居住至何时 (DD/MM/YYYY)? 

在目的地国的手机号码: 

学生签名:目的地学校项目管理人员姓名:

目的地学校项目管理人员签名: 

日期 (DD/MM/YYYY): 

学期/学年交换项目学生请填写以下选课信息表：

一旦更换住址或电话号码，请立即通过studyabroad@xjtlu.edu.cn更新个人信息。

如果选课内容与学习协议有任何不同，请立即告知studyabroad@xjtlu.edu.cn。

项目类别: 暑期项目 学期项目  学年项目

学生XJTLU 学号: 

我已安全抵达目的地国 (Y/N)

我已参加目的地学校组织的所有新生指南或咨询活动 (Y/N)

我已正式完成在目的地学校的课程注册(Y/N)

我已完成移民管理部门要求的注册登记(Y/N)

我已购买交换期间的国际保险(Y/N)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修课学期

密歇根州立大学（MSU）与西浦（XJTLU）成绩转换表：

MSU 学分点 XJTLU 成绩 (%)

4 85

3.5 68

3 62

2.5 58

2 52

1.5 48

1 42

0 0

都灵理工大学(PoliTo)与西浦（XJTLU）
成绩转换表：

POLITO 成绩 XJTLU 成绩

30L 85

30 80

29 75

28 72

27 69

26 65

25 60

24 57

23 54

22 51

21 48

20 45

19 42

18 40

FAIL FAIL

XJT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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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交换项目所在学校/国家紧急联系方式

1. 荷兰

2. 格罗宁根大学: 

3.中国驻荷兰大使馆

4. 西浦:

荷兰警察、火警及急救热线：

非紧急事件警察联系方式:  

紧急联系电话: 

112

0900 8844

8050

+31(0)70 306 5083 / +31(0)68 455 7449

+86(0)512 8188 0410 / +86(0)512 8188 3244

studyabroad@xjtlu.edu.cn

格罗宁根大学紧急联系方式

1. 英国

2. 利兹大学

3.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4. 西浦:

英国报警热线: 

英国非紧急事件报警热线:  

紧急联系电话 (周一至周五,早九点至下午五点):  

紧急联系电话 (工作日晚间及周末): 

小时紧急联系电话: 

999

101

+44(0)113 34 35555

+44(0)113 34 35494

+44(0)20 7631 1430

+44(0)20 7436 8294

+86(0)512 8188 0410 / +86(0)512 8188 3244

studyabroad@xjtlu.edu.cn

利兹大学紧急联系方式

1.意大利

2. 都灵理工大学紧急联系电话: 

3.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 

4. 西浦:

意大利报警热线: 火警:

急救:

主校区:

瓦伦蒂诺城堡: 

112/113 115

118

+39(0)11 090 7777

+39(0)11 090 6655

+39-06-8413458

+86(0)512 8188 0410 / +86(0)512 8188 3244

studyabroad@xjtlu.edu.cn

都灵理工大学紧急联系方式

1. 加拿大

2. 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安保部门:

3. 中国驻蒙特利尔领事馆: 

4. 西浦:

报警热线: 911

+1 514-340-6611

+1-514-4196748

+86(0)512 8188 0410 / +86(0)512 8188 3244

studyabroad@xjtlu.edu.cn

加拿大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紧急联系方式

2. 利物浦大学: 

3.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4. 西浦:

+44(0)20 7631 1430

+86(0)512 8188 0410 / +86(0)512 8188 3244

studyabroad@xjtlu.edu.cn

利物浦大学紧急联系方式
1. 英国

英国报警热线: 

英国非紧急事件报警热线: 

999

101

+44 (0) 151 794 5927

24 小时紧急联系电话:  +44(0)20 7436 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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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国际交换项目同意书示例

国际交换项目同意书
请务必将扫描件于5月15日前提交至 studyabroad.dropbox@xjtlu.edu.cn。

请务必将签名原件于5月31日前提交至西交利物浦大学学生一站式服务中心CB115E International desk。以下所有项目均为必填。

西浦国际为西浦在校学生提供一系列的海外交换学习项目，这些项目由西浦官方合作的高校组织管理，西浦国际帮助合作院校向西浦学
生推广并提供基本信息的指导。鉴于此类课程由相应的海外高校组织，西交利物浦大学未被授权参与其管理，故学生应主动向海外院校
提交咨询与申请。

出于个人意愿，希望参加以下国际交交换项目：

接收学校：

地址（城市和国家）：

课程类型：        暑期项目               学期项目               学年项目

课程名称：

课程日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保险情况

     我已购买包含海外学习期间的人身保险

     我还未购买保险，但保证在启程之前购买

*西交利物浦大学为学生已购买的保险不覆盖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和国家，因此我们强烈建议参加海外交换的学生应购买覆盖海外交换

学习期间（包含往返旅程时间）的人身保险

声明：

我应本着对个人负责的态度，如实告知家长或监护人该项目的内容及行程安排，并愿意承担境外交换学习所需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旅途费用、日常消费、人身保险等。

课程期间，我应遵守接收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统一管理，专心学习，不随意中途退出；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在课程结束后如期返校；如

因个人原因不得不中途退出的， 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及可能的费用。

在国（境）外期间，我应遵守相关个人安全注意事项和旅行注意事项；如因个人原因发生任何意外事故，我愿意承担相应的后果和可

能的法律责任。

学生身份证复印件：

家长/监护人身份证复印件：

学生姓名和学号：

学生中文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家长/监护人姓名：

家长/监护人联系电话1：                                                                   家长/监护人联系电话2：

家长/监护人中文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Study Abroad Consent Form
Please email the scanned copy of this contract to studyabroad.dropbox@xjtlu.edu.cn by 15thMay.

Please submit the original copy of this contract to the XJTLU Student One-stop Service Centre (Room 115E, Central 
Building) by 31st May.

All sections in this document are mandatory.

XJTLU Global offers various study abroad programmes from our partner or associated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As they are not run or administrated by XJTLU, it is the applicants’ responsibility to request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from the institution and to enroll in the course. 

By signing this contract, you confirm that you are voluntarily attending the following study abroad programme:

Host institution:

Location (city & country):

Course type:          Summer course             one-semester exchange            one-year exchange

Course title:

Course starting date (DD/MM/YYYY):

Course ending date (DD/MM/YYYY):

Insurance coverage:

       I have purchased the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that covers my study abroad period

       I do not have an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that covers my study abroad period but I will purchase one before my      
departure

*The insurance XJTLU has purchased for students does not cover Non-Mainland China Regions or countries, 
students are highly recommended to buy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to cover your study abroad period(including 
traveling to and from the destination)

By signing this contract, you confirm:

• I and my parents/guardian are aware of the course details, including course schedule and other related 
arrangements; I and my parents/guardian are in total charge of tuition fees and other expens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ravel, daily commodities consumption, insurance.

• During the course, I will observe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my host institution, study diligently, and not 
to drop out unless in exceptional cases; I will abide by the laws and decrees of the country; I will return back to 
XJTLU upon completion of my study; In case of an unavoidable withdrawal due to personal reason(s), I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resultant obligations and potential charges.

• While travelling, I will pay attention to health and safety matters; in case of accidents caused by subjective 
reason(s), I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potential consequences and legal liabilities.

*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follow their home country’s risk assessment when choosing the study 
abroad destinations. In case of uncertainty, it is suggested to contact your embassy or consulate for such advice.

Student name and student ID number:

Student signature:                                                                            Date (DD/MM/YYYY):

Parent/guardian name:

Parent/guardian contact number 1:                                            Parent/guardian contact number 2:

Parent/guardian signature:                                                           Date (DD/MM/Y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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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英国项目特需：含个人生物信息的居留许可（BRP）

个人生物信息指：

如果BRP遗失或被盗
不论是否在英国境内，均可进行BRP遗失或被盗的上报，但获取新的居留许可仅可在英国境内完成。

遗失或被盗上报后，英国内政部将在1个工作日内与你取得联系。

信息上报可由他人代为完成，如：法定代理人、慈善机构、雇主、学校等。

一旦报告BRP遗失或被盗，你将无法使用该文件。

如果遗失或被盗者在英国境内
如果遗失或被盗的BRP有效期超过3个月，请在线报告并申请新件。请务必在3个月内完成报告与申请。

如未能在3个月内完成遗失或被盗报告与新件申请，你将面临最高1000英镑的罚款，并将被强制离开英国。

如果遗失或被盗的BRP有效期不足3个月，则不需申请新件。只需报告遗失或被盗情况即可。

如果遗失或被盗者在英国境外
请在英国境外完成BRP遗失或被盗报告。

在英国境外，你将无法申请BRP新件。因此，请申请“替代性BRP签证”，以获得单次英国入境允许。“替代性BRP签

证”办理费用为154英镑。

*“替代性BRP签证”仅可在线申请。签证可寄送至原籍国地址。也就是说，如果在英国境外遗失BRP，你将必须回到

中国方可申请“替代性BRP签证”。如果再次返回英国，请在抵英后1个月内申请BRP新件。

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

https://www.gov.uk/biometric-residence-permits

““我选择暑校课程的主要原因是我

希望能在2+2交换前体验英国的学

习、生活。我非常满意在利兹大学

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

美好的回忆。” 
 
李元一（图右）

2018级，中国

““利物浦大学国际暑校课程给我很

大的启发。与社会科学相关的几门

课程对我的毕业论文起到了很大的

帮助。在教室里，来自不同国家的

学生就像是一个地球村，我们彼此

分享文化、想法、食物还有UNO

牌！如果用三个词来总结我的利物

浦之旅，那就是：引人入胜、启发

灵感、精彩至极！” 
 
孙宇浩

2016级，中国

申请在英国逗留超过6个月

申请签证延期超过6个月

申请于英国居留

将已有签证迁移至新护照

申请特定英国内政部旅行文件

BRP不需单独申请。在完成签证申请或移民申请后，或

完成旧证件更新后，即可自动获得。

如有以下需求，均需提供含个人生物信息的居留许可（以下

简称BRP）: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