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甲大學雙聯/雙學位 Dual/Double Degree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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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

學系

學校國家

校名

西敏寺大學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英國

英國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諾丁漢特倫特大
學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學校簡介

雙聯類型

網址

西敏寺大學成立於 1983 年，
為倫敦的第一所理工學院。
目前有 19,000 多名學生，期
能幫助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
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西敏 雙學位
寺大學的合作夥伴包括大型
公司，中小型企業和慈善機
構，將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實
習機會和工作經驗。

https://www.westminster.ac.uk/

諾丁漢特倫特大學每年鼓勵
30,000 名學生實現夢想，並
取得學術成就。在諾丁漢特
倫特大學裡持續幫助學生保
持動力並維持正軌。諾丁漢 雙學位
特倫特大學也提供黃金標準
的教學，通過與產業的鏈結，
為學生提供志願服務，出國
學習和工作經驗的機會。

https://www.ntu.ac.uk/

商管系
國際物
流與財
金系
國際會
計系
商學院

國際銀
行 與 金 英國
融系

北安普頓大學
University of
Northampton

國際旅
遊管理
系

北安普頓大學擁有卓越教學
技術被評為金牌大學，也是
英國最年輕的大學之一，但
北安普頓大學已經在社會影
響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對北 3+1 雙學士
安普頓大學而言最重要的是
確保學生和畢業生有機會在 4+1 雙學位
世界上留下自己的烙印。這
也就是為什麼北安普頓大學
在 2012 年 被 命 名 為
Changemaker 的大學。

https://www.northampton.ac.uk/

諾桑比亞（Northumbria）是
一所研究豐富、以商業為中
心的大學，以其卓越的學術
成就享譽全球。Northumbria 3+1 雙學位
位於泰恩河畔紐卡斯爾的中
心，也經常被評選為英國最
適合學生就讀的大學。

https://www.northumbria.ac.uk/

諾曼底管理學院（Ecole de
Management de Normandie）
經過 147 年的創新，秉承其
歷史和諾曼底根基的征服精
神，使該學院躋身歐洲最佳
商學院之列。EM Normandie
提供創新的學習方法、多校
區結構、高質量的培訓計劃
以及不斷增長合作夥伴的網
絡。

https://www.em-normandie.com/fr

國際商
業通訊
系

商學院

商學院

國際經
營 與 貿 英國
易學系

國際經
營 與 貿 法國
易學系

諾桑比亞大學
Northumbria
University

諾曼底高等商學
院
Ecole de
Management de
Normandie

1+1 雙碩士

商學院

商學院

國際經
營 與 貿 法國
易學系

拉羅謝爾高等商
學院
La Rochelle
Business School

勃艮第－第戎高
等商學院

不限

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

雷恩商學院
商學院

不限

法國

ESC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拉羅謝爾商學院是 Excelia
Group 法國大學級別的高等
教育機構的管理學院，提供
最高學士和碩士學位。該學
校獲得了 AACSB 和 EPAS
的認證，並且被《金融時報》 雙學位
評為世界上最好的商學院之
一。拉羅謝爾商學院的學士
和碩士學位課程為學生在法
國和國際上從事金融、營銷、
傳播、溝通、人力資源和管
理等職業的關鍵行業做好準
備。

勃艮第商學院（BSB）成立於
1899 年，屬於全球排名前百
分之一的商學院，並獲得了
AACSB 和 EQUIS 雙重認
證。BSB 為法國和國際學生 3+1 雙學士
提供高級管理培訓課程，還
提供與法國卓越相關的專門
知識，即通過其國際聲譽的
葡萄酒與烈酒商學院進行葡
萄酒管理，幫助學生將個人
興趣轉變為未來職業。

雷恩斯商學院成立於 1990
年，並被認為是歐洲最國際
化的管理學院。雷恩斯商學
院擁有 95％的教師為非法
語，55％的外國學生，與全
球 300 多家大學合作鏈結，
為學生提供了在持續的國際
環境中學習的獨特機會。

https://www.exceliagroup.com/schools-programmes/larochelle-business-school

https://www.bsbeducation.com/?L=1

3+1 雙學士
3/4 年學士+1.5 年碩士
3/4 年學士+2 年碩士
1+1 雙碩士

https://www.rennes-sb.fr/

建築專
業學院

西班牙

薩拉戈薩物流中
心
Zaragoza Logistics
Center

布達佩斯科技經
濟大學
建築專
業學院

匈牙利

Budapes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薩拉戈薩物流中心（ZLC）是
隸屬於麻省理工學院（MIT）
和薩拉戈薩大學（UZ）的研
究和教育機構。ZLC 專門從
事 物 流 和 供 應 鏈 管 理， 是 10+3+10 月雙碩士
MIT 全球 SCALE 網絡的西
班牙中心，MIT 全球 SCALE
網絡由 6 個領先的研究中心
組成的國際聯盟，致力於發
展創新的供應鏈。

https://www.zlc.edu.es/

布達佩斯科技經濟大學
（BME）是匈牙利著名的高
等教育機構。BME 主要針對
在技術、通訊、自然科學、
經濟學、商業和管理等領域
的專業人員進行教育。BME 1+1 雙碩士
的使命與教育密不可分，其
目的是培養科學興趣，進行
科學研究，其中也包括基礎
研究和應用研究，技術產品
和服務開發以及對創新成果
的應用。

https://www.bme.hu/?language=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