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聯學制學校
一、 研修雙聯學制計畫學生均須繳交該校學雜費，無學費互免優惠。國外大學學雜費費用請以各校網站公告為準。
二、 部分學校提供學費折扣或獎學金計畫，請見各校介紹。
三、 課程資訊請參考國際處網站：http://www.oia.fcu.edu.tw/cs/recruit.php?Sn=121 或參閱各校網站。
校名

合作模式

合作科系

英檢

資格要求

申請需知& 備註
1. Rennes的課程：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 in Management
(IBMP 3)。
2. 學生須在公司實習8週，
才可滿足畢業要求
3. 可選修法文課程但不計算

限大三學生申請，須在 學分
逢甲先修滿80學分
IELTS 6.5

雙學士

iBT 80

4. Application files:

(Business/Economics or application form, photo, CV in
Management studies)。 English, Motivation letter,
在Rennes約需再修60

Complete transcripts

ECTS

5. Documents submitted
before Sep.: two copies of

ESC Rennes

passport and visa, birth

School of

certificate, transcripts of last
semester, English test copy,

法國 Business

OFII form (delivered by

商學院

(AACSB)
(EQUIS)

French embassy while visa
issuing)
1. Application files:

研修課程請參見

application form, photo, CV in

網站：

English, Motivation letter,

https://www.esc限研究生申請，需在本

rennes.fr/index.ph

校完成2學期修課。

p/en

MA & MSc修業期間約

雙碩士

IELTS 6.5
iBT 80

15-16個月，包括8個月
課程(9月到隔年4月)、
論文須在11月以前繳
交、另外還有4-6個月
的實習(5月到9月，可
在國外或臺灣企業)

certified copy of Bachelor
degree and university
transcripts, transcripts of
master studies for the
semesters being finished if
available,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for the master
program at FCU
2. Documents submitted
before Sep.: two copies of
passport and visa, birth
certificate, English test copy,
OFII form (delivered by

校名

合作模式

合作科系

英檢

資格要求

申請需知& 備註
French embassy while visa
issuing)

1. 限大三或大四學生
申請，須在逢甲先修滿
120學分課程。
2. 3/4+1.5 for Master

ESC Rennes

MA, MSc (約需15-16個

School of

月修習時間)；若修習

法國 Business

商學院

MSc學位須有4-6月實

(AACSB)
(EQUIS)

IELTS 6.5
iBT 80
選擇3+2課程
學士+碩士

的學生另需
繳附
GMAT550分
以上的成績

習經驗
3. 3/4+2 for Master PGE
(Programme Grande
Ecole, 兩年修習時
間)：大部份課程均為
英語授課，除了某些選
修及EOP課程
( Experimentation &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學生選擇
這個program需具備法
文程度(350-550法文課
程或DELF B1程度)。
修課期間另需修習法文
課。

1. Application files:
application form, photo, CV in
English, Motivation letter,
Complete transcripts
2. Documents submitted
before Sep.: two copies of
passport and visa, birth
certificate, transcripts of last
semester, a letter from FCU
certifying the future
obtainment of his/her bachelor
degree, English test copy, OFII
form (delivered by French
embassy while visa issuing)
3. For PGE applicants: French
language certificate and
GAMT

校名

合作模式

合作科系

英檢

資格要求

申請需知& 備註
1. application form
2. statement of goal/objectives
for studies at ESC DIJON
3. copy of passport and
residence permit if applicable
4. curriculum vitae/resume
5. official academic records
6. copy of national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 certificate or
equivalent and copy of the
results obtained
7. two recommendation letters
8. an English test score
9. an essay: in this essay, the
candidates are asked to give a

雙學士
(研修課程 限本校國際
Burgundy School
法國 of Business
(AACSB)

Bachelor in 企業管理學
Marketing 士學位學程
and Business 大三學生申
Degree

1. 限BIBA學生申請。 general description of your
iBT 80
IELTS 6.5

請

需在本校完成6個學期 country in the economic world
修業。

and explain the specific

2. GPA 2.7以上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3. 名額限制10名/年

your country and France

Program)

10. A logic and world culture
test is also required. ESC
Dijon will send the test and
FCU OIA can organize the
session with the candidates.
The test lasts 1 hour. At the
end, FCU OIA can send the
candidates answers to ESC
Dijon who will take care of the
correction.
11. An interview will be
organized over the phone or by
Skype with the director of the
Bachelor Program for each
applicant.
1. 限商學院大三學生

IAE Montpellier
(Universite
法國 Montpellier 2
Sciences et
Techiniques)

雙碩士

商學院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ELTS 6.5

1. FCU students will be

申請，需在本校修滿90 enrolled in the 1st year of IAE

iBT 80

學分課程(Access to the Master in International

ITP 550

program is open to

Business. Application for

graduates holding a

exchange students, please refer

校名

合作模式

合作科系

英檢

資格要求
three year degree or a

申請需知& 備註
to our website:

foreign equivalent worth http://www.iae.univECTS 180 credits)。

montp2.fr/en/institut/exchange

2. 欲修習雙碩士學位

-students

之學生可在大學最後一 2. Information for the double
年於IAE先修習第1年

degree program, please refer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碩 our website:
士班課程，返校後申請 http://www.iae.univFCU International

montp2.fr/en/institut/dual-

Business 碩士班。完

degrees-iae

成第1年FCU碩士課程 3. Students must apply through
並達30學分(ECTS 60

the MOVEON online

credits)者即可取得IAE application procedure:
碩士，完成第2年FCU http://univ碩士課程者則能取得

montp.moveonnet.eu/moveonli

IAE & FCU雙碩士學

ne/incoming/welcome.php

位。
Ecole de
法國

Management de
Normandie

商學院

雙碩士

(International

iBT88
IELTS 6.5

限研究生申請且需在本
校完成2學期修課。

Business)

(AACSB)

1. DBMD獎學金：在天普就
讀期間，符合資格學生可申
請每年最高4,000美金補助，
1. 大三以上大學部學
生方可申請

美國

Temple University
(AACSB)

學士+碩士 不限

iBT 79
IELTS 6.5

2. 須完成天普大學英
語先修課程(暑期)
3. GPA3.5/4.5(or
approximately 80% in
3.0/4.0)

獎學金期間以兩年為限。
2. 申請Fox School of
Business的學生需達到
TOEFL iBT100分以上的成
績，另需具備GMAT 690分
上的成績證明。
3. 可春秋兩季入學。Fox
School of Business僅接受秋
季班入學。有些科系英語能
力要求較高，請先與DBMD
辦公室確認。

Southern New

雙碩士

不限

美國 Hampshire
University

雙學士

不限

iBT 80

限研究生申請且需在本 學生GPA3.6以上可申請入學
校完成2學期修課。

iBT 71

需在本校修習6個學期

IELTS 5.5

以上並超過90個學分數

獎學金5000美元。每低0.1
分，則獎學金少500，以此類
推。GPA少於3.0則不得申
請。

校名

合作模式

合作科系

英檢

資格要求

申請需知& 備註
獎學金資訊：
http://www.findlay.edu/admiss
ions/info/international/prospec
tivestudents/admissioninforma
tion/default.htm
Presidential Scholarship
$13,500.00 per year/renewable
up to four years 3.5 G.P.A. or
higher
Deans Scholarship $12,500.00

商學院( 主
雙學士
美國

The University of

要針對行銷
系、國貿系

iBT 71

學生學科成績需達64分 per year/renewable up to four
或C以上，方可採計。 years 3.0 – 3.49 G.P.A.
Findlay Award Scholarship

同學)

Findlay

$9,500.00 per year/renewable
up to four years 2.5 – 2.99
G.P.A.
International Scholar Award
$8,000.00 per year/renewable
up to four years 2.0 – 2.49
G.P.A.
MBA Scholarship $2,000
(including books)

雙碩士

商學院(主要
針對國貿所)

iBT 80

最多可承認12學分，且
學科成績須在B-以上
1. 1st 學期- 繳交該校
instate 學費；2ed 學期-

雙碩士

資電學院、工
學院

iBT 80

2. 該校提供一學期獎金
美金5,000元(需達到英

University of

美國

繳交該校國際學生學費

檢標準)

Wisconsin-

1. UWM Accounting or

MilwauKee

Marketing (Bachelor of

(AACSB)
雙學士

商學院(會計

iBT 68

系、行銷系)

IELTS 5.5

Business Administraion
Degree)
2. 2+2 雙學士學位合作
3. 逢甲完成王少 4 個學
期學業

芬利授與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學位
獎學金同上

校名

合作模式

合作科系

英檢

資格要求

申請需知& 備註

Bachelor of
Scienc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BSME),
Bachelor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
雙學士

n (BSBA),
Bachelor of
Science in
Information

IBT 79,
IELTS 6.0,

1.

學業成績須在GPA
3.0以上

Cambridge
English 180, 2.

須在逢甲完成至少
4個學期學業

PTE Academic
58

1. 學生學業成績GPA 3.0以
上可申請FIT每學期5,000或
每學年10,000美金的獎學金
2. 每學期最低需修12學分
(Credits)

Systems
(BSIS),

美國

Bachelor of

Florida Institute of

Science in

Technology

Marketing
(BSM)
1.

參加飛行訓練的學生學
業成績GPA3.0以上可申
請FIT每學期6000或每學
年12000美金的獎學金

IBT 79,

雙學士

Department

IELTS 6.0,

of Aerospace

Cambridge

and Systems

English 180,

Engineering

PTE Academic

1.

學業成績須在GPA

2.

Administration （FAA）

3.0以上
2.

考取US Federal Aviation

Part 141 飛行執照需要

須在逢甲完成至少

在FIT College of

4個學期學業

Aeronautics 修習10-12個

58

月的飛行訓練課程
3.

不參加飛行訓練的學生
學業成績GPA3.0以上可
申請FIT每學期5000或每
學年10000美金的獎學金

校名

合作模式

合作科系

英檢

資格要求

申請需知& 備註
1. 修習MBA學位 (the
Nathan M. Bisk College of

1. 學生須在逢甲完成
至少六學期學業，並在

商學院會計
系、企管、
學士+碩士 國貿、國
企、行銷學

大四年交換至FIT修
iBT 80

課，方可申請修讀FIT

IELTS 6.5

MBA 課程(在FIT研修
期間約為2.5-3年)

系

2. 學業成績須在GPA
3.0以上

Business)
2. 學生學業成績GPA 3.0以
上可申請FIT每學期5,000或
每學年10,000美金的tuition
Scholarship (大四一年)
3. 研修FIT碩士班課程時，
學業成績GPA 3.0以上及滿足
每學期9學分的修課要求學生
可申請FIT每學期2,000或每
學年4,000美金的tuition
Scholarship

TOEFL ITP

1. 商學院申請

1. GRE(or GMAT)及 GPA 要

University-

550

2. 限大三以上的大學

求如下:

College of

iBT 79 (80

部學生申請

Business School

for MBA)

(AACSB)

IELTS 6.5

Estern Michigan

學士+碩士

商學院

2. 若是在本校 GPA 達 3.2
以上，申請 EMU 碩士班，
將提供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Award，out of
state tuition and fees 轉為 instate tuition rate，每學期至
少修 9 學分。
3. 若在 EMU GAP 達 3.0 以
上，可持續申請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Award。

校名

合作模式
雙學士

合作科系
商學院

英檢

資格要求

申請需知& 備註

TOEFL ITP

1. 須在逢甲完成至少 4 1. 學生至少在 EMU 修 51

500

個學期學業

學分

iBT 61

2. GPA 須在 2.2 以上

2. 學生在本校學業成績

MELAB 72

GPA3.0 以上將提供

IELTS 6.0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Award，out of state tuition
and fees 轉為 in-state tuition
rate，每學期至少修 12 學
分。
3. 若是在本校 GPA 達 3.2 以
上，申請 EMU 碩士班，將
提供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Award，out of state tuition
and fees 轉為 in-state tuition
rate，每學期至少修 9 學分。
4. 若在 EMU GAP 達 2.5 以
上，可持續申請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Award。

Woosong
韓國 University
(SolBridge)

雙學士

商學院、金融

(BBA)

學院

雙碩士
(MBA)

商學院、金融
學院

IELTS 5.5
iBT 61
IELTS 6.5
iBT 79

限大二以上的大學部學
生申請
限研究生申請且需在本
校完成 2 學期修課。
1. 建議商學院、金融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Scotland

雙學士

不限

IETLS 5.0-6.0
PBT 500-550

學院學生申請
2. 限大三以上的大學
部學生申請

IETLS 6.0(含)以下學生，入
學前須修讀 4-8 周的語言先
修課程，並視學習情況給予
學費優惠。

3. GPA 須在 2.8 以上
1. 學生須在本校商學院就讀

英國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1. 限大三以上的大學
雙學士

商學院

IETLS 6.5

部學生申請
2. GPA 須在2.8以上

至少6個學期以上。
2. 該校提供就讀第一年學費
九折的優惠
3. IELTS分項成績不得低於
5.5

俄羅 Tomsk State
斯

University

雙碩士

商學院-國貿
系

iBT 80
IELTS 6.5

限研究生申請且需在本
校完成2學期修課。

大陸地區雙聯學位合作學校
大陸地區雙聯學位學程皆須經過「港澳台入學考試」方具有雙聯學位申請資格
省分

學校

上海市

同濟大學

北京市

中國人民大學

山東省

山東大學

四川省

四川大學

四川省

電子科技大學

甘肅省

蘭州大學

吉林省

吉林大學

陝西省

西北工業大學

陝西省

長安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