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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生管理办法
文件编号 LNXY-GJ-001

页次 第 1 页 共 8 页

发文号 岭南职院〔2012〕17 号

为拓宽学生视野，引导学生形成兼容开放的文化精神，学校与国（境）外高校达成了实

施交换培养的协议。到国外、港澳台地区高校进行交换培养的学生，在交换培养期间，通称

交换生。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派出交换生与接收交换生的管理工作，现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制

定本办法。

第一章 交换生的培养形式

第一条 交换生的学习期限一般为 1－2个学期，交换期满后应按时归校。

第二条 交换生的学习形式主要为自主选择专业相关课程插班听课或选择外语课程学习。

第三条 交换生在交换培养期间，其学籍不变。

第二章 派出交换生的选拔与管理

第四条 选拔交换生的基本条件

（一）品德优良，遵纪守法，无违规违纪记录。

（二）学习成绩无不及格科目，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派出境外高校交流学习的学生，须具有较好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

（四）身心健康，综合素质高，能够圆满完成交换期间的学习任务。

第五条 选拔交换生的程序

（一）除对方学校有特殊要求外，交换生从本校二、三年级学生中选拔。

（二）学校于每学期中发布下一学期赴各高校交换生的选拔通知，由相关二级学院组织学

生报名。

（三）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下，各相关二级学院根据选拔条件对报名学生进行

综合考评。按照学习成绩和综合素质进行排序，择优确定初选名单报送外语与国际

发展学院。

（四）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对相关二级学院报送的推荐名单进行审核后，组织相关部门对

候选学生进行面试后确定推荐人选，并以学校名义向对方学校推荐，征得对方学校

的同意批复后正式派遣。

第六条 课程修读及认定

（一）学生申请赴对方学校交流学习之前，需充分了解申请学校相应学期的课程设置，对

照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妥善安排自己的学习，并书面提交交流学习期间的学

习计划报所在二级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审批备案。学校鼓励学生选读尽可能多的

课程。

（二）根据交换生所修读课程的内容，由我校认定其课程名称及相应的课程属性（公共必

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三）如果对方学校课程设置与我校有较大差异，对于二级学院认定必须补修的课程，交

流学习结束后，可采取以下处理方法：①回校补修；②若时间合适，也可于考试之

前向相关课程的任课教师提出申请，经任课教师及二级学院批准后，直接参加考试。

③申请自学并回校缓考。除上述三种方法，二级学院也可以根据课程特点灵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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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其他的考核方式。

第七条 课程学分及成绩认定

（一）交换生所修读课程的学分及成绩，应于交流学习结束后一个月内，由对方学校密封

寄至我校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二级学院和教务部门留存成绩单复印件，原件由学

生保留。

（二）二级学院专业负责人、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根据对方学校的成绩以及本校的相关规定

对学生的成绩和学分给予认定，之后交教务处审核备案。

（三）学分认定及转换

交换生在对方学校交流学习期间所取得学分的认定参照我校学分与学时的对应关

系，即一般课程 18 学时计 1个学分。

1.若对方学校某门课程的名称和内容与我校相同或相近，可申请转换为我校的相应

课程，课程名称、类别以我校为准；学分以学生所修实际学分为准；

2.若我校没有相应专业课程，但学生可提供所修课程的大纲或简介（须经对方学校

盖章）证明与专业相关的，可申请转换为我校的专业选修课，课程名称、学分以

对方学校的为准（由二级学院教务工作人员申请在我校课程总库里增加）；

3.和专业没有关系的课程只能转换为我校的公共选修课，每门课计 2学分。

4.若所修课程不及格，需回本校补考，具体补考课程由二级学院根据人才培养方案

确定。

（四）成绩认定及转换

成绩认定及转换分以下四种情况处理：

1.学生在对方学校所修课程成绩以百分制形式登录，则按对方学校给出的百分制成

绩如实登录。

2.学生在对方学校所修课程成绩以“A、B、C…”等级的形式登录，则根据下表中

成绩等级与百分制成绩的对应关系，转换成相应的百分制成绩段，并以“取均值”

原则给出相应的百分制成绩。

成绩

等级
A＋ A A- B＋ B B- C＋ C C- D＋ D F

百分制

成绩
95-100 90-100 85-89 82-84 78-81 75-77 72-74 69-71 66-68 63-65 60-62 0-59

（注：如对方学校“A＋”为最高等级，则“A”对应我校的“90-94”分；若对方学

校“A”为最高等级，则“A”对应我校的“90-100”分。）

3.学生在对方学校所修课程成绩以“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

格”的形式登录，则分别转换为“95-100、85-94、75-84、65-74、55-64”分。

4.学生在对方学校所修课程成绩以“合格、不合格”的形式登录，则分别转换为“70、

55”分。

5.若有其他计分形式，由教务处与二级学院讨论确定。

第八条 课程认定及学分、成绩转化的基本程序

（一）学生填写《交换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申请表》连同所修课程的大纲或简介（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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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方学校盖章）一起提交所在二级学院审查。

（二）二级学院将审查确认的申请表及其他相关材料一起交学校教务处审核。

（三）经审核的《交换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申请表》，原件由相关二级学院存档，

复印件由教务处备案。

第九条 学生管理

（一）交换生在交流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遵守对方学校的校纪校规，接受

对方学校的管理。

（二）交换生在交流期满后应按时回校，不得擅自中止、延长交流期限或转往其他地区或

国家，交流期满两个月内不能按时回校者作自动退学处理。

（三）若交换生在交流期间因故必须中途终止交换培养计划，必须向双方学校提出书面申

请，经批准后方可提前归校。

第三章 接收交换生的管理

第十条 外校交换生至我校就读，应在我校规定日期内办理注册报到手续。我校根据双方

协议安排交换生的住宿，并负责办理校园卡、学生证、图书证等。

第十一条 外校交换生在我校就读期间，应接受我校的管理，遵守我校的校纪校规。

第十二条 交换生在每学期前两周可试听预修读的课程，三周内必须确定修读的课程，并

填写《交换生选课登记表》，经教务处审核批准后，由相关二级学院留存原件，教务处及学

生本人分别留存一份复印件。

第十三条 各二级学院必须按时提交我校接收交换生所修读课程的学分、成绩等；接收交

换生的成绩单由我校教务部门盖章后密封寄至对方学校。

第十四条 外校交换生应按照两校协议及我校相关规定按时向我校缴纳有关费用。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主要针对校际交换生，参加假期短期项目的学生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

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交换生培养工作流程

2.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交换生学习计划书

3.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交换生学习承诺书

4.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交换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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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交换生培养工作流程

一、选拔

学校每学期第 5-7 周开始赴境外交换生的选拔工作，具体报名条件及报名时间详见相关

选拔通知。

选拔程序：

1、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在全校范围内公开发布选拔通知；

2、学生自愿报名申请；

3、各相关二级学院根据选拔条件对报名学生进行综合考评，按照学习成绩和综合素质进

行排序，择优确定初选名单后报送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

4、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对相关二级学院报送的推荐名单进行审核，组织相关人员对候选

学生进行面试后择优确定推荐人选，并以学校名义向交换学校推荐；

5、交换学校审批并发放交换生录取通知书。

二、交流学习前

被学校确定为推荐对象的学生应按照交换学校及我校的要求做好交流学习前的准备工

作。

1、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2、全面了解交换学校的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做好必要的准备。特别要充分了解

交换学校相应学期的课程设置，对照本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填写《广东岭南职业

技术学院交换生学习计划书》，妥善安排自己的学习；

3、认真阅读《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交换生管理办法》，充分理解其中对交流期间学习

课程的学分及成绩认定与转换的相关规定；

4、签署本手册所附的《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交换生学习计划书》和《广东岭南职业技

术学院交换生学习承诺书》；

5、按照学校要求办理相关离校手续。

三、交流学习期间

1、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遵守对方学校的校纪校规，接受对方学校的管理。

2、应与相关职能部门及所在二级学院的专业教师或指导教师保持联系，定期汇报学习和

生活情况。

3、在交流期满后应按时回校，不得擅自中止、延长交流期限或转往其他地区或国家，交

流期满两个月内不能按时回校者作自动退学处理。

4、若交换生在交流期间因故必须中途终止交换培养计划，必须向双方学校提出书面申请，

经批准后方可提前归校。

四、交流学习后

1、学生在交流学习期满后应按时回校报到学习。

2、收到交流学习期间的成绩后，按照《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交换生管理办法》有关规

定填写《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交换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申请表》，办理课程

认定及学分、成绩转换的申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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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对方学校课程设置与本校有较大差异，对于二级学院认定必须补修的课程，交流

学习结束后，可采取以下处理方法：①回校补修；②若时间合适，也可于考试之前向

相关课程的任课教师提出申请，经任课教师及二级学院批准后，直接参加考试；③申

请自学并回校缓考。除上述三种方法，二级学院也可以根据课程特点灵活处理、采取

其他的考核方式。

4、交流期满回校一个月内，向学校外语与国际发展学院提交书面的交流总结。

五、相关费用及其他事项

1、对于公派交换生，交换学校一般免收我校交换生的学费，本校派出交换生应按时向我

校正常交纳学费。

2、为了保留本校的床位，出国（境）交换的学生需要缴纳住宿费。

3、如果学生整个第三学年出去交换学习，可以在离校出国（境）前到学校财务部门及宿

舍管理部门办理退宿手续，否则需照常缴纳住宿费。

4、在交流学习期间所需的手续费、往返旅费、生活费、住宿费、书杂费、保险及医疗费

用等由学生本人自理。在交流学习期间，学生所获得的资助津贴、奖学金或相关机构

给予的经济资助由学生自主支配。

六、本流程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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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交换生学习计划书

姓 名： 学 号：

所在学院： 专 业：

经本人申请，所在二级学院推荐，学校选拔，本人计划于 年 月至 年 月赴 大

学交流学习 个学期。根据交换学习期间本校的课程设置和个人的实际情况，本人选择在交

流学校进行专业课程/语言课程（两项选一）学习，为了保证学习效果，顺利完成本校和交流

学校的学习，本人拟定了以下学习计划，请审核批准：

序号 本校课程名称 课程属性 学分 学习方案

注：学习方案是指：国外课程置换、自学并申请缓考、

自学并补考、提交实习报告或项目总结、交换学习期间取得的职业资格证替代等等。

专业教研室主任意见：

签名： 日期：

所在学院审查意见：

签名： 日期：

教务部门审核意见：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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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交换生学习承诺书

经本人申请，所在二级学院推荐，学校选拔，本人计划于 年 月至 年 月

赴 大学交流学习 个学期。为保证交流学习任务的顺利完成，本人特向学校做出如

下承诺：

1.本次申请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本人对在外交流学习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

2.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将严格遵守《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交换生学籍管理办法》的各项

规定。

3.自报到之日起两周内，如确因选课、健康等客观原因无法继续完成交流学习任务，本

人将及时提出书面申请，待交流学校及我校教务处批准后，返回我校继续学习。

4.未经我校教务处批准，擅自中断交流学习计划，本人将承担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

5.交流期满回校一个月内，本人将向我校教务处提交书面的交流总结。

承诺人： 学号：

学 院： 专业：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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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交换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申请表

姓名 学号 二级学院 专业

派往学校 派往专业 交流时间 电话

所修对方学校课程（学生按对方学校出具的成绩单填写） 转换为我校相应课程（院系填写）

课程名称 课程属性 总学时 学分 成绩 课程名称 课程属性
总学

时
学分 成绩

学院（系）审查意见： 教务处审核意见：

签名： （院、系公章） 签名： （教务处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 1、本表须在电脑上填写并打印；

2、表格中学生所修对方学校课程名称若为英文，学生应在填写原英文名称的同时提供中文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