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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研修及實習心得分享



學位合作計畫

美國密西根大學
迪爾伯恩分校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earborn (UMD)

介紹UMD

說明NIU-UMD合作計畫

參加本計畫優勢

申請期程及繳交資料



密西根大學

校區

◆ 安娜堡（Ann Arbor）主校區

◆ 迪爾伯恩（Dearborn）

◆ 弗林特（Flint）

圖片來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3439412 (上圖)



密西根大學
迪爾伯恩分校 ◆ 校區座落在美國底特律市郊、福特汽車工

業莊園之內，校園面積廣達80公頃

◆ 設有工程與資訊科學學院、人文學院、商

學院、以及教育學院。

◆ 在校生約8,783名，其中大學生約6,725名，

研究生約2,058名；教師則約511名。

◆ 全美地區性大學最佳公立大學排名第5

圖片來源: https://www.bestvalueschools.com/rankings/

engineering-schools-2016/ (上圖)



NIU x UMD
學位合作計畫 ◆ 3+2 Program: 

【對象】本校大三升大四學生

【計畫內容】第四年於UM-D選修相關學分就讀，

學滿之後，將可獲得本校大學學位；隨後繼續在

該校商學院、工程資訊學院、或人文暨理學院就

讀一年，將可獲得該校相關之碩士學位。



NIU x UMD
學位合作計畫 ◆ 1+1 Program: 

【對象】本校各研究所碩一學生至少完成24個學

分者

【內容】申請至UM-D商學院、工程資訊學院、

或人文暨理學院就讀碩二。

UM-D可評估並接受至多於宜大修讀的六學分至

該校抵免。於UM-D畢業取得該校碩士學位後，

須返回宜大繼續完成宜大碩士論文，完成後另授

予宜大碩士學位。



合作計畫 留美時間 取得學位 學業成績GPA 英文能力

3+2
Program

至少2年
至多3年

宜大學士+密大碩士
平均在校成績

達3.0以上
(美國4.0制度)

⚫ 大學:TOEFL 80或
IELTS 6.5

⚫ 碩班: TOEFL 84或
IELTS 6.5

⚫ 商學院碩士班:需檢附
GMAT 550。惟申請
MBA大學畢業平均成績
3.2以上免附GMAT，
申請MS大學畢業平均
成績3.0以上免附
GMAT

⚫ 心理碩士:需檢附GRE

⚫ 其他碩士學位:免附
GRE或GMAT

1+1
Program

至少1年
至多2年

宜大碩士+密大碩士 如3+2 Program之規定

申請標準



合作計畫 學雜費 書籍費 保險 住宿費 生活費

3+2 
Program

大四約14,966

(15學分為例)

碩士班約21,278
(24學分為例)

1,300 1,000 9,000 4,000

1+1 
Program

約21,278
(24學分為例)

1,300 1,000 9,000 4,000

註一:上述金額以美元計。以上表格為參考數值，實際收費依UM-D規定為準。
註二:上述學雜費已扣除UM-D給予我校學生之減免優惠，減免後為密西根本州學生的1.2倍。
惟學生學業成績GPA須保持3.0以上(美國4.0制度)方能持續獲得此優惠。

每年預估費用



近利

◆ 取得國際知名大學學位

◆ 體驗多元文化、增進國際視野

遠景

◆ 未來就業：留美或回台

(e.g., 密大迪爾伯恩商學院與福特汽車等各大企業有緊

密聯繫) 

◆ 建立全球網絡與人脈

為何申請？



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okP5PuV_d8

NIU赴UMD留學生心得



時 間 內 容

2月開學後 辦理說明會，會後開始收件

3月17日前 報名繳件至國際處

3月底 國際處完成申請學生資料初審，並將薦送學生名單寄送給UM-D

5月底 UM-D甄審會議決定入學學生名單，並將結果通知國際處

6月

⚫ UM-D寄送錄取學生錄取信函與入學相關文件
⚫ UM-D協助學生進行後續選課作業
⚫ 學生開始進行學分抵免作業
⚫ 國際處召開行前說明會，輔導赴美學生

7月
⚫ 學生辦妥簽證相關的赴美手續
⚫ 有意願的同學可提前赴美參加UM-D 8月開設的英語訓練課程

9月 UM-D開學，留美生涯展開

申請流程



◆ 宜蘭大學申請表、同意書

◆ 至專屬網站填寫報名表

◆ 填妥後，連同護照影本、在校成績單(英文)、英

文能力證明影本(英文)、財力證明(英文)，於本校

公告之截止日前送至國際處

◆ 碩士：履歷、動機信、GMAT或GRE成績

申請文件



◆ 公費留考：適合攻讀碩士學位生

（詳情可參閱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網頁）

◆ 教育部「學海飛颺」國外研修獎助計畫。

◆ UM-D校內獎學金。

◆ 教育部留學就學貸款：適用碩士生，貸款上限

100萬

（詳情可參閱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網頁）

◆ 依「國立宜蘭大學學生赴國外研修獎補助要點」

申請相關補助。

獎助學金



學位合作
雙聯學制

海外實習暨雙聯學制

暫緩續約









學海系列計畫



學海系列計畫



◆ 教育部「學海飛颺」國外研修獎助計畫。
申請資格：具中華民國國籍，須於本校就讀至少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不包括在
職專班生)。
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為全班前百分之四十，研究生學業平均成績80
分以上，或在專業領域有具體優異事蹟、或參與全國性、國際性專題競賽獲獎；
且未受警告以上處分者。

｜出國方式：交換學生、學位合作。
｜出國期限：最遲應於113年10月31日前啟程出國研修。
｜審查方式：由學海計畫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於3月底公告校內徵選結果。

◆ 教育部「學海飛颺」申請步驟
step1：至國際處網站下載申請表及研修計畫書
step2：資料填寫完畢後準備相關資料於3月1日下午5時前繳交至國際事務處
step3：國際事務處召開審查會議，3月底校內公告徵選結果
step4：教育部5/31公告本校申請結果
step5：本校獲當年度補助則召開第二次審查會議
step6：轉知當年度獲補助資格學生補助款金額

學海系列計畫



◆ 教育部「學海飛颺」注意事項
◆ 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海築夢獎學金，同一申請人，於同一教育階段，以

補助其中一類一次為限。例如:大學某學期參加過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就不

可在大學期間申請學海飛颺計畫，碩士階段可以申請學海飛颺。

◆ 獲得該年度學海飛颺獎學金的學生，需在隔年10月底前啟程。

國際處網站搜尋➔學海飛颺

學海系列計畫

➔學海築夢



何謂

「交換學生」
本校在學學生
完成註冊並繳交全額學雜費

至姐妹校研修
一學期或一學年

無需繳納姐妹校學雜費

獲姐妹校正式核發之
成績單或修業證明



如何準備
申請交換



交換學生

申請資格 學業
成績

具本校學籍之日間學制學生
非中華民國籍學生可參加交換學生甄審，
但不得交換至其原屬國家境內之學校。

大學部前一學期班排前60%
研究生平均成績75分以上

前一學期成績75分以上
在校期間無重大違紀事件

依申請學校其他資格要求辦
理

學籍

操行
成績

其他
資格



選定交換學校

交換學生
申請流程1

2 申請報名

3
校內初審



寄送文件至

姊妹校

姊妹校發入學許可

4

6

5

姊妹校審核



出國研修
展開交換生生活! 8

7辦理出國手續

9

返國
辦理返校手續



交換學生甄選日程表 (2023秋季班)

項目 甄選時程 備註說明

申請截止日
1.3月13日 2.4月13日

(其他較早收件依網路公告各校交換截止日)

簡章公告 1月下旬至4月中旬

校內初審 截止日兩週內

公布初審名單 初審後兩週內

繳交交換學校
所需資料

公告後3-7日內收件
未繳交資料者視同
自動放棄錄取資格

交換學校
通知錄取名單

依各校通知日期
交換學生入學許可
由交換學校核定



交換姊妹校介紹



歐洲

日本

韓國

印度

中國

波蘭
瓦爾米亞-馬祖里大學
University of Warmia and 

Mazury in Olsztyn

語言門檻：在校英文成績需達80分以上

多益成績600以上

圖片來源: https://no.wikipedia.org/wiki/Det_ermelandskmasuriske_universitet_i_Olsztyn

法國
布列塔尼電信學院
TELECOM Bretagne

語言門檻：須通過法語語言能力測驗B1級別

圖片來源: http://www.tech-brest-iroise.fr/Nos-adh%C3%A9rents-IMT-Atlantique-Bretagne-Pays

-de-la-Loire-2405-6679-0-0.html

馬來西亞

泰國



關東學院大學
Kanto Gakuin University

語言門檻：須通過日語語言能力測驗N2級別

圖片來源: http://up-j.shigaku.go.jp/school/category06/00000000319701000.html(上圖)

http://telemail.jp/shingaku/detail/detail.php?name=fpu(下圖)

西九州大學
Nishikyushu University

圖片來源: https://manabi.benesse.ne.jp/daigaku/school/3906/index.html

福井縣立大學
Fukui Prefectual University

語言門檻：須通過日語語言能力測驗N3級別

歐洲

日本

韓國

印度

中國

馬來西亞

泰國

島根大學
Shimane University



國民大學
Kookmin University

語言門檻：須通過韓國語言能力測驗2級

圖片來源: http://www.papago-study-village.com/mod/school/index.php?REQUEST_ID=cGF

nZT1pbnRybyZJRD0yNzc=&rpn=2 (上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5%8E%9F%E5%A4%A7%E5%AD%A6(下圖) https://kknews.cc/education/mrn2kx9.html

檀國大學
Dankook University

語言門檻：須有英文或韓文能力

圖片來源: http://school.nihaowang.com/9434.html  (上圖)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ukyong_Natl_Univ_by_Ficell_003.jpg (下圖)

釜慶大學
Pukyong National University

歐洲

日本

韓國

印度

中國

馬來西亞

泰國

啟明大學
Keimyung University



拉曼大學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馬來亞大學
University of Malaya

歐洲

日本

韓國

印度

中國

馬來西亞

泰國

語言門檻：在校英文成績需達80分以上

圖片來源: http://www.utar.edu.my/cn/index.jsp?fcatid=570&fcontentid=2249

語言門檻：在校英文成績需達80分以上

圖片來源: https://www.um.edu.my/



清邁大學
Chiang Mai University

語言門檻：在校英文成績需達80分以上、

多益600分以上

歐洲

日本

韓國

印度

中國

馬來西亞

泰國

圖片來源: http://www.mafengwo.cn/poi/5423942.html
圖片來源: https://www.cmu.ac.th/index.php

https://free-apply.com/en/university/1076400090

https://www.ait.ac.th/campus/drone-view-ait/

湄州大學
Maejo University

亞洲理工學院
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IT是研究生院，只招收碩士、博士生

https://www.cmu.ac.th/index.php
https://free-apply.com/en/university/1076400090


● Vel Tech

● LNMIIT

● Indian Inst. of Technology Kanpur

● Indian Inst. of Technology Madras

● Indian Inst. of Technology Guwahati

● Indian Inst. of Technology Bombay

語言門檻：在校英文成績需達80分以上

圖片來源: http://vesd.lnmiit.ac.in/

歐洲

日本

韓國

印度

中國

馬來西亞

泰國

圖片來源: https://www.click.in/chennai/vel-tech-university-in-avadi-c164-v8286225

圖片來源: http://www.iitk.ac.in/new/institute-overview

圖片來源: https://www.glassdoor.co.in/Photos/IIT-Madras-Office-Photos-IMG1049857.htm

圖片來源: https://www.glassdoor.com/Photos/IIT-Guwahati-Office-Photos-IMG130096.htm

圖片來源: https://www.glassdoor.co.in/Photos/IIT-Guwahati-Office-Photos-IMG130098.htm

圖片來源: http://www.freepressjournal.in/mumbai/iit-bombay-sexual-harassment-male-students-file-anonymous-complaints/1299311



●吉林大學珠海學院
●北京林業大學
●南京農業大學
●蘭州大學
●華中農業大學
●海南大學
●北京交通大學(尚未開放交換)

●河南大學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華東師範大學

圖片來源: http://www.oadgroup.com/en/projects/student-center-beijing-jiaotong-university/(上圖)

http://www.sohu.com/a/147418348_407284(下圖)

歐洲

日本

韓國

印度

中國

馬來西亞

泰國



Q1

Q2

我在交換學校選的課，

學校承認學分嗎?
A1

學分之抵免與否是由各系所決定。

請同學在出國交換前，請先行與系所溝通，

並完成「出境進修課程學分抵免申請表」紙本申請。

請參考當地學校課程選課，以利後續抵免作業。

◎大陸地區僅重點學校(教育部認可名冊)的學分可承認。



Q1

Q2 交換學生需要負擔哪些費用?

A2

除了免付交換學校的學費外，

學生須自付簽證、機票、保險、食宿及個人消費等。

另外，同學須自行申辦學生簽證、護照及交換學校要求

之入學相關手續。



國際事務處網站
學生專區 > 本校生



溫馨提醒
申請截止(112年)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2月24日

日本西九州大學:3月10日

日本島根.韓國釜慶大學:3月13日

波蘭馬祖里.馬來西亞拉曼大學:4月13日

法國布列塔尼電信學院 :4月13日

泰國吞武里國王科技大學:4月13日

中國河南大學:4月13日



溫馨提醒
112.03.24更新

申請截止(112年)

中國華中科技大學:3月30日

韓國檀國.啟明大學:4月13日

波蘭馬祖里.日本關東學院大學:4月13日

馬來西亞馬來亞.拉曼大學:4月13日

泰國吞武里國王科技大學:4月13日

中國河南.華東師範大學:4月13日

法國布列塔尼電信學院:4月13日



交換心得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