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雙聯學制締約學校 本院簽約單位 簽署學位

學士 碩士 博士

美國

德拉瓦大學 環工系/土木系  

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 ＊土木系碩士修課約(非雙聯)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 化工系 

辛辛那提大學
1.全院系所(化工洽談中)

2.全院系所3+X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土木系/環工系  

捷克 捷克科技大學 機械系  

澳洲 迪肯大學 土木系/機械系/材料系 

日本
豐田工業大學 機械系/材料系 

東京理科大學 機械系(洽談中) 

印尼

泗水理工學院 化工系 

萬隆理工學院 化工系 

迪波內戈羅大學 化工系  

越南 胡志明國家大學-理科大學 醫工所 



★日本
豐田工業大學
東京理科大學

★捷克
捷克科技大學

★澳洲
迪肯大學

★印尼
泗水理工學院
萬隆理工大學
迪波內戈羅大學

★越南
胡志明國家大學-理科大學

★美國
• 德拉瓦大學
• 凱斯西儲大學
• 辛辛那提大學
•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申請資格

✓本院全職碩士生，先於中興大學修業滿一學年，需經系主任推薦。

✓語文能力要求
1.英語能力(TOEIC L&R 550/ TOEFL  iBT 57/ TOEFL  ITP 487)
2.日語能力(可理解上課內容程度為佳)

◆申請時程

✓約為每年9月公告，11月初截止收件

◆修課規定

✓學生必須在對方學校至少修業兩學期。

✓學生需於雙邊學校各完成一篇論文，對方論文須以英文撰寫。符合兩校之畢業條件後，
可取得兩校的碩士學位。

◆相關費用
✓支付原就讀學校學費



◆申請資格

✓本院碩士生，先於中興大學修業滿一學年並取得至少15學分的課程(學科成績需達B以上)

✓學業及語文能力要求
1.學士學業成績(a minimum GPA of 3.0 or QPA of 75 or equivalent)
2.英語能力(TOEFL of 85 or better/IELTS 6.5/Pearson Test of English of 47)

✓免GRE

◆修課規定

✓辛辛那提畢業學分為30學分(最高可抵免本校申請系所5門課共15學分，學科成績需達B以上)，
含capstone 3學分(可採專題或實習形式，實習可於台灣完成)。

✓學生需符合雙邊之畢業條件，並通過辛辛那提大學碩士課程要求(無須撰寫論文)及中興大學碩士學位
論文口試，即可取得兩校的碩士學位。

◆相關費用

✓學費/學期 : US$15,131       獎學金/學期 : US$5000            食宿/月 : US$1000

▪ 備註:學費為對方學校2020年度最新公布數字，生活費為平均估計值，實際花費視學生生活型態而定。



◆修業時程

中興第一學年

•中興大學碩一

•修滿15學分

中興第二學年
第一學期

•辛辛那提第一學期

•修滿12學分+ 
Capstone3學分

•Capstone執行方式:
1.專題→在UC找教
授，可於該學期完
成。
2.實習→

(1) 在美實習
(2) 回台實習

中興第二學年
第二學期

•辛辛那提第二學期

•在美實習(支薪):
需繳交學費
USD15000-10000(
獎學金)=USD5000

•回台實習:為保留
學籍，需繳交1學分
費用(USD1500)

學費:繳交本校學費
學費:繳交本校學費+

對方學費

獎學金:USD5000+
本校NTD30萬元(最高)

學費:繳交本校學費+
對方學費或1學分費
(依實習地點而定)



◆申請時程

✓Spring Semester Admission Application Timeline

✓Fall Semester Admission Application Timeline

Application Deadline Late-October 

List of recommended candidates to UC * As apply, by early November

Offer letters from UC to students Within 10 days or sooner

• NCHU approved students apply online at UC CEAS. NCHU forwards to UC CEAS a list

of applicants with their names, date of birth, and email contact information.

• 上表為UC提供時程，僅供參考，確切申請時程請以工學院官網公告為準。

Application Deadline Late April, the earlier the better

List of recommended candidates to UC * As apply, by mid April

Offer letters from UC to students Within 10 days or sooner



◆申請資格

✓本院學士生，先於中興大學修業滿三學年

✓學業及語文能力要求
1.學士學業成績(a minimum GPA of 3.0)
2.英語能力(TOEFL of 80 or better/IELTS 6.0/Pearson Test of English of 47)

✓免GRE

◆修課特色

✓於本校修業滿三學年，大四起至辛辛那提修業一學年(每學期至少需12學分課程，含專題)。符
合本校畢業條件後，可取得本校學士學位。

✓續於辛辛那提修習碩士班滿一學年，滿足對方碩士課程要求(30學分，含capstone 3學分)，可
取得該校碩士ME學位。

◆相關費用

✓大一至大三付本校學費，大四付對方學費。

✓學費/學期 : 約US$15,000      碩士班獎學金/學期 : US$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