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PPT底板商學院國際合作執行長/企管系
丁姵如 Lucy Ting



出國唸書…

不只身體的移動

不只體驗差異

離開舒適圈

激發鬥志

更不懼怕的自己



雙聯適合你嗎? 

 Q1:你是商學院的學生嗎?

 Q2: 你希望的學校是院級合作校嗎?

你的目標是學位嗎?

你準備好再當一次指考生?

僅適用商學院學生

2020春季開放申請:UCR、SMU、曼大?

以下討論僅適用修讀學位生

雙聯學位準備非常辛苦! 你的心態準備好了嗎?



什麼是雙聯? 

在修業規範中取得

NTPU與合作大學兩個

學位；

在臺北大學中，雙聯

學位分

 校級：全校學生

 院級：僅提供該學院的學
生申請



商學院為什麼要做雙聯? 

起飛的跑道之一

 NTPU COB 學生大使

 我們要選擇的是可以代表

臺北大學商學院的學生



和其他管道有什麼不同? 

雙聯的Pros 雙聯的Cons

雙聯 vs 交換
• 2個學位
• NTPU合作學校

• 費用較高
• 時間較長
• 挑戰較強

雙聯 vs 自己
申請 / 代辦

• 獎學金或學分
扺免

• NTPU合作學校

• 選擇較少
• 非代辦服務
• 時間彈性低



雙聯學位計畫

學制合作選擇

 學士+學士

 學士+碩士

 碩士+碩士

Dual Degree Program



臺北大學商學院
已完成雙聯學位簽訂的合作對象



亞洲

ASIA

新加坡管理大學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choo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UTD世界知名商學院全球第54名
QS 世界頂尖年輕大學第9名

SMU-MTIB Program 
QS 2018 Business Analytics world ranked: 11th

Regional ranked 1st  in Asia 



歐洲

EUROPE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School of Materials

THE 世界大學第54名
QS 世界大學第29名

僅開放申請每年秋季班



美洲

AMERICA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School of Business US News & World Report 全美第124名

THE 世界大學第198名



如果你是個碩士班學生…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MITB Program 碩士雙聯 (秋/春)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Accounting/Finance 碩士雙聯 (秋/春)



如果你是個大學部學生…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Fashion Management 雙學士(秋)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MITB Program 學碩雙聯 (秋/春)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

Accounting/ Finance 3.5+1 / 2學碩雙聯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MBPP 碩士先修班 (秋)



會計 / 財務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UCR)

碩+碩
學+碩士先修班



會計 / 財務

開放申請系所

申請限制 商院各碩班

在校成績
每科B以上，
GPA 3.0(含)以上

英文成績
TOEFL iBT 80(含)以上
或 IELTS 6.5以上

IELTS 每項目不得低於6.0

GMAT 580 或GRE 同等成績

申請「財務MBA」者，
計量測驗(Quantitative  
section)須達前15%或達同
等GRE成績

** General MBA需要工作經驗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碩+碩



MBPP Program 

申請限制
商院大三以上學生
(大四在UCR上課，並同時申請UCR碩士班)

在校成績 GPA 3.2(含)以上

英文成績
TOEFL iBT 80(含)以上
或 IELTS 6.5以上

Masters in Business Preparation Program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學+碩士先修班

UCR碩班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所修課程可洽系上
確認是否可抵免系上學分

最低申請門檻: 申請UCR商學院時，NTPU跟MBPP兩項成績須達GPA
3.2以上，GMAT 560以上或GRE同等成績



碩+碩
學+碩

Fin Tech /

大數據/ AI

新加坡管理大學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MU)



碩+碩1.5/學+碩1.5

MITB Program
(Master of IT in Business)

開放申請系所

建議未來想朝大數據 / 金融科技 /AI 發展者

申請限制 商院各碩班 / 學士班大三以上學生

在校成績
每科70分以上，
GPA 3.0(含)以上

英文成績
TOEFL iBT 100(含)以
上或 IELTS 7.0 以上

GMAT 600(含)以上

提供部分課程抵免

TOEFL 90-99之間或
IELTS 6.5-7.0之間者
需上語言課程

GRE Verbal跟
Quantitative平均156
以上亦接受

抵免: 會計學(0.5)、高等會計學(0.5)、策略管理(1)、公司理財專
題研討 (1)至多共3CU

新加坡管理大學



學+學

時尚管理
曼徹斯特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oM)



Textiles and Fashion 

Business

開放申請系所

建議未來想朝時尚產業管理發展者

申請限制 企管&休運大二以上

在校成績 每科75分以上

英文成績 IELTS 6.5以上

提供部分課程抵免

曼徹斯特大學

學+學

聽讀說寫每一成績須皆
5.5以上

BSc in Fashion Management, Fashion Marketing, Fashion Merchandising



學費（2017約, 台幣）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UCR

碩士預備班 約77萬 (GMAT課程費用另計)

1年碩士 約173萬 (會計)

2年MBA 約294萬 (財務)

獎學金機會 有(相關資訊請來信洽詢)

實習機會 -

備註
學費較高
生活費較高

碩+碩
學+碩士預備班



學費
（2017約, 台幣）

新加坡管理大學SMU

1年碩士 -

1.5年碩士 約1.09百萬

2年MBA

獎學金機會 有(相關資訊請來信洽詢)

實習機會 有

備註
中學費
生活費較高

碩+碩
學+碩



學費
（2017約, 台幣）

曼徹斯特大學UoM

2年學士 約148萬

獎學金機會 有 (相關資訊請來信洽詢)

實習機會 -

備註
中學費
中生活費

學+學



選薦期程 (申請2020 春季)

日期 項目

3/1-4/30 申請件收件 (4/30 16:00 收件截止)

5/1-5/30 審查(若需參與面試者，面試地點及時間將於一周前通知)

6/1 初審結果公告

7/31 英文成績最後補件截止 (未於時間內完成者視為放棄)

8/1

最終提名結果公告
• 學生向申請校提出申請
• 商學院向合作校提名



申請文件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國際雙聯學位計

畫申請表

 在校成績單(於本校修讀期間之所有學期成績單)

 至少一項正式外語成績影本 (TOFEL/IELTS/GMAT) 

（請依申請校規定提供符合標準之成績單）(曼大申請者僅需提供IELTS成績)

 3-4位校內推薦老師(詳見申請表)

 申請碩班:Statement of Purpose(SOP) 

申請曼大學班:Personal Statement
(請參考資源檔案)



From Lu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eam: 

請大家一定要好好唸書，培養商管的

興趣和知識

請大家一定要好好經營生活，增加多

元生活經驗和外語能力

現在就可以準備TOEFL/IELTS & GMAT! 

如果真的因為時間準備關係或其他因素，自
行向合作校申請也是一個管道!



資源下載 QR code

申請表FAQ SOP參考資源



Contact
商學院辦公室(商3F03)

國際事務執行長丁姵如老師 (Lucy)

商學院承辦人 劉伃紜 (Fiona)

Email: intlrelations@gm.ntpu.edu.tw

詳細資訊，請至商學院網站

>學生專區>赴外交換/雙聯學位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