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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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年QS及THE世界大學排名21及22

◆ 超過70％專業學科排全美前10名

◆ 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Berkeley)、威斯康辛

大學(Wisconsin)等校被譽為「公立常春藤名校」

◆ 美國重要學術聯盟-美國大學協會（AAU）的14個

發起者之一

◆ 傑出校友: 1位美國總統、22位諾貝爾獎得主、8位

NASA太空人、18位普利茲獎得主、25名羅茲學術

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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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9名，其中大學生約7,141名，

研究生約2,198名；教師則約600名，職員

約508名。

◆ 全美地區性大學最佳公立大學排名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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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U x UMD
學位合作計畫

◆ 商學院(College of Business): MS degrees in Business Analytic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Finance, Accounting, 以及

MBA 。以上各學位均歡迎非商學背景學生申請。

◆ 工程資訊學院(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s): MS 

degrees in Computer Information Scienc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Technology, Program and Project Management, 

以及Software Engineering. 另有工程碩士MSE degrees in Automotive 

Systems Engineering, Computer Engineer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nergy Systems Engineering, Industri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Manufacturing System Engineering, 以及Mechanical Engineering. 

◆ 人文暨理學院(College of Arts, Sciences, and Letters): MS degrees in 

Applied and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Environmental Science, 

Criminology, Criminal Justice, Psychology, 以及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M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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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3,000

1+1 
Program

約21,278
(24學分為例)

1,300 1,000 8,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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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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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連結:https://www.niu.edu.tw/files/14-1000-27537,r43-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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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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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合作計畫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介紹UBC

說明NIU-UBC合作計畫



◆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簡稱UBC），是一所位於加

拿大卑斯省的公立大學，截至目前，英屬哥倫比

亞大學共培養了8位諾貝爾獎得主，2021QS世界

大學排名第45名。

◆ 學校主校區位於緊鄰溫哥華市西端的大學保留地，

於1908年創校，為卑斯省最古老的大學。

◆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被譽為西海岸的明珠，素有

「北美最美校園」之譽。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BC



◆ 學士班:

【對象】需為本校森林暨自然資源系學生。

【內容】在學成績必須達到標準及符合英語入學許

可(ELAS)的成績標準。

一、在NIU的兩年中，修畢並獲得NIU所開與本學程

相關的所有課程與學分，在課程中沒有任何科目的

考核未通過。

NIU x UBC
教育合作計畫



二、達到ELAS要求標準

◆ 依目前的托福測驗須達到總分90分，其中閱讀和

聽力項目均不得低於22分，寫作和口語不得低於

21分。

◆ 雅思測驗(IELTS)的成績須達到6.5分，並不得有項

目低於6.0分。或其等同水準的英文能力測驗的成

績。

NIU x UBC
教育合作計畫



◆ 一、本學程教學規畫採”2 + 2”模式，亦即學生

在前兩年中於NIU修課學習，接著再到UBC進行

後兩年的學習課程。在本學程前兩年課程修畢後，

學生即可向UBC提出入學許可申請。

◆ 二、UBC同意在森林資源管理學程中保留五個名

額，提供NIU的學生在通過UBC入學審查後就讀。

如NIU有超過五名的申請學生通過審查，則擇優

錄取前五名進入本學程就讀，其餘未錄取但符合

UBC入學審查的學生，UBC則考量以一般國際學

生身分，允許入學。

NIU x UBC
教育合作計畫



◆ 三、未能達到UBC入學審查標準的學生（包括已

獲得學生簽證的學生），仍保有其在NIU繼續修

讀相關科系的機會。

◆ 四、NIU將提供課表中前兩年之課程(69學分)，

UBC將提供第三年與第四年之課程(64學分)。成

功完成所有規定的要求後，學生將可獲得UBC所

頒授的森林資源管理專業下的森林科學學士學位

及NIU所頒授的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學位證書。

◆ https://reurl.cc/EZ1YEa (本校森資系介紹網站)

NIU x UBC
教育合作計畫

https://reurl.cc/EZ1YEa


教育合作計畫

瑞士酒店管理大學
Swiss Hotel 
Management School

介紹SHMS

說明NIU-SHMS合作計畫



瑞士酒店管理大學(SHMS)為全瑞士設施最齊全及規

模最大的英語教授酒店管理大學。大學分別位於法

語區的 Caux 和 Leysin，兩地均為景色優美的旅遊

渡假勝地。Leysin校區，前身也是一個著名的星級

度假酒店，設備新穎完善，設有 spa、體育運動設

施及游泳池。SHMS瑞士酒店管理大學的大學課程涵

蓋酒店各部門的運作及行政管理知識和實務知識，

結合理論與實踐。同時包括工商管理和新興的會展

項目管理及宴會策劃等學科，學生必須選讀法語、

西班牙文或德語以強化外語能力。

瑞士酒店管理大學
SHMS



◆ 學士班:

【對象】需為本校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學生。

【內容】選項一:3+1、選項二:2+1+1、選項三:3+2

選項一:前三年在NIU的休健系就讀，並且達到托福

55分或雅思5.5分。

在NIU就讀期間必須修讀以下課程:

Wine and Coffee

Activitie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Cost control on the Leisur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Industry

NIU x SHMS
教育合作計畫



Restaurant Management

Housekeeping and Front Office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the Leisur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Industry

Accounting

Internship

English

NIU x SHMS
教育合作計畫



審核通過赴瑞士就讀18週(一學期)後開始4-6個月的

有薪實習，結束後獲得 Higher Diploma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and Events 

Management(高級文憑)以及宜蘭大學學位。

選項二:2+1+1

前2年在NIU的休健系就讀，並且達到托福55分或雅

思5.5分。

必須修讀以下課程:

NIU x SHMS
教育合作計畫



Wine and Coffee

Activitie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Cost control on the Leisur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Industry

Restaurant Management

Accounting

Internship

English

NIU x SHMS
教育合作計畫



審核通過大三赴瑞士就讀18週(一學期)後開始4-6個

月的有薪實習

大四返回NIU就讀，畢業時將獲得SHMS頒發Higher 

Diploma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and 

Events Management(高級文憑)及宜蘭大學學位

選項三:3+2計畫

前三年在NIU的休健系就讀，並且達到托福55分或雅

思5.5分。

必須修讀以下課程:

NIU x SHMS
教育合作計畫



Wine and Coffee

Activitie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Cost control on the Leisur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Industry

Restaurant Management

Housekeeping and Front Office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the Leisur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Industry

Accounting

Internship、English

NIU x SHMS
教育合作計畫



審核通過大四赴瑞士SHMS就讀18週(一學期)

後開始4-6個月有薪實習，實習結束後返回

SHMS就讀18週(一學期)結束後獲得SHMS頒發

Bachelor of Arts(Honours) in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and Events Management以及

獲得NIU學士學位。

NIU x SHMS
教育合作計畫



Swiss Diploma瑞士文憑：學生在完成第二年，也就是大二學期結束後，
可先取得這份文憑，表示自己已完成相關產業的基礎訓練課程。

Swiss Higher Diploma瑞士高級文憑：在完成大三學程後，（只需6個
月，通常根據所選細項科系決定專攻的管理或相關部門的課程，較偏學
術與Case Study）可再取得瑞士高級文憑憑證。

Swiss BA (Hons) Degree：最後6個月完成BA或是BBA，也就是大學學
位最後的課程Project（可能是論文或是商業競賽報告），即可取得大學
學位。

NIU x SHMS
教育合作計畫



雙聯學制
福州大學
Fuzhou University 介紹福州大學

說明NIU x FZU雙聯學制



福州大學是中國“雙一流”建設高校、中國“211工程”

重點建設大學、福建省人民政府與國家教育部共建高校。

學校創建於1958年，現已發展成為一所以工為主、理工

結合，理、工、經、管、文、法、藝等多學科協調发展

的重點大學。建校以來，一代代福大人秉承“明德至誠，

博學遠志”校訓學校設有23個學院（含1個獨立學院和1

個中外合作辦學學院）；現有在校學生24421人。

THE世界大學排名中2021年排名801-1000，亞洲地區排

名182。

NIU x FZU
雙聯學制

圖片來源:https://kknews.cc/news/4p6el23.html https://kknews.cc/education/3z2xeq8.html



研究生:需在本校至少就讀兩學期。

雙聯學制計畫，修畢並滿足二校畢業規定者，可分別獲得本校學位及福州大學(以

下簡稱福大)學位。

合作院：
本校：人文及管理學院
福大：經濟與管理學院

入學準則:

是否獲取進入本雙聯學制，取決於包括學業成績及研究成果等學術資格。

修課內容：
課程設計：應修科目及學分數，須符合本雙聯學制修業規定及課程規劃所在專業
培養要求。
學分抵免：所修學分之承認與抵免，依兩校相關辦法辦理。
選課、學分、成績等依對方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畢業論文：參與「碩、博士雙學位」者，學位論文需兩校教授共同指導下完成。

費用:

赴福大修習期間，學雜費按福大規定收取，住宿費按當年住宿費標準收取。

NIU x FZU
雙聯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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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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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內繳交至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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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事務處網站
學生專區 > 本校生

http://oia2.niu.edu.tw/files/13-1014-9618.php


至國際事務處FB粉專追蹤按讚
讓你隨時隨地掌握第一手消息！



充分準備
踏實追夢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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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秋季班)

項目 甄選時程 備註說明

申請截止日
4月底

(其他較早收件依網路公告各校交換截止日)

簡章公告 2月初至4月中旬

校內初審 5月中

公布初審名單 5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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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日本

韓國

印度

中國

俄羅斯
莫斯科市立大學
Moscow City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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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eddit.com/r/architecture/comments/c451m5/moscow_state_university_the_tallest_edu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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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FEL至少500或是IELTS 5.0，

或是校內英文老師的推薦函 (有線上面試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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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6E9X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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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門檻：在校英文成績需達80分以上、

多益600分以上

泰國蒙庫國王科技大學
KMUTT

http://www.mafengwo.cn/poi/5423942.html
https://www.cmu.ac.th/index.php
https://free-apply.com/en/university/1076400090


● Indian Inst. of Technology Guwahati

語言門檻：在校英文成績需達80分以上

圖片來源: https://mehtafamilyfoundation.org/collaborative-programs/the-mehta-family-school-of-data-science-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

歐洲

日本

韓國

印度

中國

馬來西亞

泰國



●吉林大學珠海學院
●華僑大學化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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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大學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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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赴國外研修
獎補助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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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國際事務處FB粉專追蹤按讚
讓你隨時隨地掌握第一手消息！



國際事務處
聯繫方式

行政大樓5樓
彭思穎

03-9317182

sypeng@niu.edu.tw



溫馨提醒
申請截止

111年

日本-西九州大學:3月16日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4月13日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4月13日

波蘭-馬祖里大學:4月13日

學海飛颺申請截止:3月11日



交換心得影片分享



交換心得分享



離場時請同學出示問卷填畢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