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學院
院級雙聯學位計畫

2021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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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3: 你的目標是學位嗎?

• Q4: 你準備好再當一次指考生?

以下談的只適用於商學院學生

2021春季開放申請學校:
UCR碩士雙聯學位、SMU學碩雙聯學
位、SMU碩士雙聯學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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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修業年限中取得NTPU與合作

大學的兩個學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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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要談的就是「院級」雙聯學位計畫!

雙聯適合你嗎? 



• 起飛的跑道之一

• NTPU COB 的學生大使

我們要選擇的是可以代表

臺北大學商學院的學生

商學院為什麼要做雙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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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管道的不同? 



學制合作選擇

•學士+學士

•學士+碩士

•碩士+碩士

Dual Degree Program

雙聯學位計畫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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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S 2020年商學分析領域排名世
界第14名、亞洲區第一名

SMU-MTIB Program 

QS 2020 Business Analytics world ranked: 14th

Regional ranked 1st in Asia 



歐洲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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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世界大學排名第57名
QS 世界大學排名第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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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世界大學第201-250名



美洲

AMERICA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Paul Merage School of Business

THE 世界大學第96名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MITB Program 碩士雙聯 (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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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個碩士班學生

本次
可申請

本次
可申請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Fashion Management 2+2 雙學士(秋)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3+1.5 學+碩雙聯 (秋/春)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MBPP 碩士先修班 (秋)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3+1+1 學+碩雙聯 (秋)

如果你是個學士班學生

一年一次

本次
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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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班申請者)
630(含)以上 (大學部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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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申請者:
GRE 312(Verbal跟Quantitative兩
項平均皆156)以上亦接受

大學部申請者:
GRE 314亦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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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https://sis.smu.edu.sg/master-it-business/admission-main/fees

新加坡管理大學-MITB Program

學費資訊：

https://admissions.smu.edu.sg/international-students/living-in-
singapore/living-expenses-in-singapore

生活費相關資訊：

https://sis.smu.edu.sg/master-it-business/admission-main/fees
https://admissions.smu.edu.sg/international-students/living-in-singapore/living-expenses-in-singapore


學+學

時尚管理曼徹斯特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oM)



Dept. of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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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跟休運的同學，修課規劃請洽系上助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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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ashion Management, 

• Fashion Marketing, 

• Fashion Buying & Merchandising

School of Natural Science



生活費資訊參考：
https://www.manchester.ac.uk/study/experience/student-life/living-costs/

曼徹斯特大學學費資訊：
http://www.studentsupport.manchester.ac.uk/finances/tuition-fees/fee-
amounts/standard-tuition-fees/

https://www.manchester.ac.uk/study/experience/student-life/living-costs/
http://www.studentsupport.manchester.ac.uk/finances/tuition-fees/fee-amounts/standard-tuition-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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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R)

碩+碩
學+碩士先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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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碩

會計/財務/ MBA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School of Business



申請限制 商院大三以上學生
(大四在UCR上課，並在當地同時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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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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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PP Program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https://www.iep.ucr.edu/program/79931

https://www.iep.ucr.edu/program/79931


https://registrar.ucr.edu/tuition-fees/quarterly-fees#graduate_students

https://financialaid.ucr.edu/cost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學費資訊：

生活費資訊：

https://registrar.ucr.edu/tuition-fees/quarterly-fees#graduate_students
https://financialaid.ucr.edu/cost


會計 / 財務
創新創業 / 
商業分析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UCI)

學+碩



26

開放申請系所

申請限制 商院大三以上學生
(大四在UCI大學部上課，通過審查後進入UCI的碩士班)

在校成績 GPA 3.0(含)以上

英文成績
TOEFL iBT 80(含)以
上，但建議90以上為
佳

GMAT / (可選擇性提供) 申請Business Analytics 者建議提供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學+碩 (3+1+1)

會計/財務/ 

創新創業 /商業分析

Paul Merage School of Business



生活費資訊:
https://www.ofas.uci.edu/content/costs.aspx?nav=1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各項費用資訊:
http://catalogue.uci.edu/informationforprospectivestudents/expensestuitionandfe
es/

學+碩3+1+1

https://www.ofas.uci.edu/content/costs.aspx?nav=1
http://catalogue.uci.edu/informationforprospectivestudents/expensestuitionandfees/


(以下適用於申請2021春季)

日期 項目

3/24-4/23 申請件收件 (4/23 16:00 收件截止)

4/23-4/30 審查(若需參與面試者，面試地點及時間將於一周前通知)

5/8 初審結果公告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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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薦期程



 參與雙聯學位學生，到國外就讀要繳交
該校學費，也要在北大註冊&繳交北大
基本學雜費

 兩校就讀時間加總不得超過北大最

長修業時間(大學部最長6年、碩士班最長4年)

 雙主修本院任一科系的他院學生，

仍無法參與本院雙聯計畫

 於繳交第二項成績之截止日前，若未

收到成績，該申請件將視為無效申請

重要提醒



申請文件 (詳下一頁資源下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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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下載區，內含:

https://www.ntpu.edu.tw/college/e2/down.php?class_id=17

• 申請表
• SOP參考資源
• 補充附件FAQ
• 家長同意說(待確認提名才使用)

• 確認報到書(待確認提名才使用)

https://www.ntpu.edu.tw/college/e2/down.php?class_id=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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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學院辦公室(商3F03)

商學院承辦人 劉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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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mailto:intlrelations@gm.ntp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