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工學院 劉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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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05-3857



 為什麼參加雙聯學制？
 雙聯學制是什麼？
 雙聯學制申請資格與建議。
 美國天主教大學４＋１雙聯學制課程。
 美國喬治城大學３＋２雙聯學制課程。
 美國天普大學3+2雙聯學制課程。
 申請程序與時程。
 相關提醒與費用。
 Ｑ＆Ａ



1. 加速取得台灣學士學位 + 美國碩士學位。
2. 擴大國際視野。
3. 增進語文能力，體驗不同文化。
4. 培養成為具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全球化人才。
5. 提升國際移動力，強化就業競爭力。



 兩方締結姊妹校，簽署合約協議，建立彼此認可之
雙邊課程機制，協助所屬學生至對方學校進修，並
於符合雙方畢業資格後，共同或分別頒授各級學位
或雙學位。

 於國外修讀之學分數，可以依合約內容或校方規定，
申請抵免，縮短修業年限。

 雙聯期間，你必須具備，輔大學生在學身分，才有
申請修讀雙聯學制之資格。



 1. 輔大理工學院學生 。

 2. 申請對象: 大三或大四學生。

 3. 建議校定必修(國文、全人通識)學分與學科學習
能力檢測等相關規定，於出國前完成。

 4. 已滿足系所畢業學分數，尚未離校者，不符合資格，建議
同學保留一些系所專業選修課程之學分數。

(例:大四學生已經修完所有學分，準備四下畢業者，不符資格，
不能提申請。)

 5. 在學成績與語言成績相關標準，依照所申請美國學校方規定辦
理申請。



簡介:
理工學院學生於輔大完成4年之學士課程後，第五

學年於天主教大學進修1年碩士課程。符合雙方畢業資格
規定後，獲得本校理工學士學位和天主教大學理工碩士
學位。

欲申請者請詳閱理工學院網頁公告，於第四學年度
(大四)提出申請。 (約下學期四月底)

在輔大學業成績優異者(5%)，即有機會申請抵免
50%的美國大學學費。 (合約修改中)



申請資格:
 1. 大四在學學生，申請時專業科目，須至少修畢60

學分
 2. 歷年學業成績 GPA >3.2
 3. 語測成績: 托福TOEFL iBT>80 (單項不可低於

20); 或雅思IELTS>6.5



申請文件:
 1. CUA graduate application form (online) 申

請表
 2. SOP (personal statement) 讀書計畫
 3. $60 application fee 學校申請費
 4. Official transcript 成績單
 5. TOEFL scores and/or IELTS 語測成績單
 6. 3 recommendation letters 3封推薦信



簡介
 本校理工學院學生:
(1)於輔大完成三學年之學士課程後，
(2)第四及第五學年於喬治城大學進修學士及碩士課程。
(3)符合雙方畢業資格規定後，獲得本校理工學士學位

和喬治城大學理工碩士學位。

 欲申請者請詳閱理工學院網頁公告，於第三學年度
（大三）上學期提出申請。



申請資格: 

 理工學院數學、資工、電機系，大三在學學生。

 完成托福TOEFL與GRE考試 (申請前)

 提供名額: 4名



申請文件:
 1. Application form (online) 線上申請書
 2. Application fee $ 75 學校申請費
 3. Statement of Purpose 讀書計劃
 4.  Official transcripts 歷年成績單
 5. Official recommendations 3 三封推薦信
 6. TOEFL托福成績 600 (paper test)或 100 (iBT) 

成績以上或 IELTS雅思 7.5以上

Deadline: March 15, 2016 



申請文件:
 1. Application form (online) 線上申請書
 2. Application fee $ 75 學校申請費
 3. Statement of Purpose 讀書計劃
 4.  Official transcripts 歷年成績單
 5. Official recommendations 3 三封推薦信
 6. GRE 成績 (no required minimum score)
 6. TOEFL托福成績 550 (paper test)或 80 (iBT) 

成績以上或 IELTS雅思 7.0以上

Deadline: January 15, 2016 



 由本校國際教育處負責，欲申請者，須留意國教處
之網頁公告。

 相關
 http://www.oie.fju.edu.tw/isc/doc/view/sn/1

797/block_sn/211

 本校學生於完成三學年之學士課程後，第四學年及
第五學年於天普大學進修，並於符合雙方畢業資格
規定後，同時獲得本校學士學位和天普大學碩士學
位。



 美國天主教大學4+1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

修課(校定必修、系
上必修&選修) 專業
科目修畢60學分

語言檢定考試(托福
&GRE) 
(最晚大四上前完成)

向美國天主教大學
提出申請
(大四下學期初)
入學就讀

完成課業，取得兩
邊學位。



 喬治城3+2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

修課(校定必修、系
上必修&選修)

語言檢定考試(托福
&GRE) 
(最晚大三上前完成)

向喬治城提出申請
(大三下學期初)

入學就讀

完成課業，取得兩
邊學位。



 雙聯生，需繳交輔大學費與美國學費。

 申請美國天主教大學4+1就讀者:

第5年繳輔大學分費與雜費+ 美國天主教大學學費。

 申請美國喬治城3+2就讀者:

第4年繳輔大學雜費+美國喬治城學費
第5年繳輔大學分費+美國喬治城學費

 美國天主教大學學費1年約美金$42,000元。
 美國喬治城大學學費1年約美金$47,754元。

 財力證明。



 系所學分抵免，依照各系所規定辦理。提醒同學於出國
前，先行跟系上確認。

 申請前，請務必仔細瀏覽美國兩所學校網頁的系所簡介
與說明。

 美國天主教大學 http://www.cua.edu/
 美國天主教大學招生網頁 http://admissions.cua.edu/
 美國喬治城大學 http://www.georgetown.edu/
 美國喬治城大學招生網頁

http://www.georgetown.edu/admissions/graduate-
admissions



 GPA 成績
 GPA 就是 Grade Point Average，相當於在校平

均成績 。
 相關計算，可以參考: 

http://www.merica.com.tw/school_paper_gpa
.asp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入學條件:
TOEFL iBT 100 / IETS 7.5
GMAT 640 以上
GPA 3.5 以上

•學費：
•大四先修課程：US$10,000(12學分)
•第五年美國學費約US$32,540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4 (輔大)+1 (ND)

•位置： Indiana 

•學位：

1. MSM Program
(適資管/統資及非商管背景者)

預計11月舉辦說明會，歡迎有意願
申請管理碩士的同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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