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大學OOOO學院OOOO學系 

2021/2022學年度境外雙聯學位計畫甄選簡章 

壹、雙聯計畫簡介及學位授予 

本校/院/系與境外大學簽訂協議，互相採認授課學分，同學於本系修業滿

至少2學期後， 前往境外大學修課學習，滿足兩校要求之修業年限、學分數並

符合畢業規定後，可同時取得兩校學位。同學可兼顧語言、學業、文化交流等

優點，同時獲得北市大及境外優秀大學學位，提升國際競爭力。 

貳、修習雙聯學位期間 

於 111學年度第1學期開始出國修習；實際學習期間依合作學校之學期起訖

或依合約計算。 

參、甄選方式 

一、本系甄選程序含書面審核與口試。本系先就所繳書面資料加以審核，

書面審核通過後，將通知申請者進行口試。評分將依書面資料與口

試表現綜合評量，擇優推薦。 

二、本系提名後，合作學校仍保有安排其他審核程序之權利。 

三、與合作學校另約定甄選方式之合約，將優先於本簡章適用。 

肆、申請資格 

一、具本校學籍之學士班一年級(含)以上、研究生一年級(含)以上，符合各合作

學校學業成績、語言能力證明及其他入學規定者(詳見附錄)。 

二、以下同學不具申請資格： 

(一)同一教育階段內，曾參加本校、院、系級雙聯學位計畫者。 

(二)在職專班學生。 

伍、申請文件、說明及繳件注意事項以下文件請附英文資料 

一、申請表，未經簽章之申請案不予受理。 

二、英文版歷年成績單。 

三、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一)須檢附符合合作學校語言能力要求之正式檢定證明影本。 

(二)申請學校主要使用語言為申請人母語者，得免附。 

(三)如申請期間內尚無法提供正式語言證明，請自行書寫親筆簽名聲明

書，敘明之後將於口試前補交正式語言能力證明。 



 

四、護照影本。 

五、個人履歷。 

六、讀書計畫。請敘明在北市大及合作學校學習期間之修課計畫，研究生

並附研究規劃及論文進度安排。 

繳件注意事項：書面資料不全或逾期繳交者，概不受理。 

陸、申請時程 

依系所規定申請時間送件。 

柒、修讀境外雙聯計畫之繳費相關規定 

依本校學生繳費標準規定，出國修讀境外雙聯學位學生，於境外就讀期間，

每學期依合約規定繳交本校學費或雜費。 

捌、獎助學金 

一、可申請教育部學海計畫獎學金一學年新臺幣15萬元整，請洽國際處承

辦人柯小姐(Email: ut8665@go.utaipei.edu.tw)。 

二、依教育部規定同一人同一教育階段，補助以一次為限。 

玖、本系承辦人 

姓名：OOOO 

電話：02-2311-3040分機XXXX 

Email: XXXX@utaipei.edu.tw 

壹拾、錄取後相關注意事項，請詳閱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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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OOOO系同學目前可參與之境外雙聯計畫 

編號 學位授予 學校 申請資格 名額/年 學費 備註 

1 雙學士 
美國西南奧克拉荷馬州立大

學 

1. 至少在本校就讀2學期以上 

2. TOFEL 75 或 ELTS 6.0 
4 依合約規定  

2 雙碩士 英國艾賽克斯大學 
1. 至少在本校就讀2學期以上 

2. TOFEL 75 或 ELTS 6.0 
2 依合約規定  

 

 

 



 

附則 

壹、錄取注意事項 

一、本次甄選名額限2019/2020年度入學，若無法按時入學，錄取資格隨即

取消，無法保留。 

二、錄取學生，僅代表獲得本系雙聯學位計畫推薦資格，尚需再經合作學校

審核，若未通過審核或無法取得學生簽證，其錄取資格即取消，本系不

負爭取改申請或協助簽證取得之責任與義務。 

三、錄取學生須以參加甄選時之身分進行雙聯計畫。學士生若之後錄取本校

研究所，不得要求改以研究生身分出國；以碩士生身分申請者，限以碩

士生身分出國進行雙聯計畫。 

四、各校申請資料及條件若因該校規定變動而更改，學生必須接受，不得有

異議。 

五、若合作學校要求與本系修改合約內容，得由本系與錄取學生協商變更計

畫內容。 

六、除學生平安保險外，學生應於出國前自行另購買足額之保險（含醫療、

意外、海外急難救助等）。若合作學校另提供保險，則學生可選擇抵達當

地後再購買。若學生未購買保險，本系有權取消其錄取資格。 

七、錄取學生須自行負責住宿、簽證、機票、機場接送、選課、成績單、學分採

計及保險等個人事宜。 

八、自獲得雙聯計畫提名資格起至境外修讀學期結束前辦理畢業或休學者，

其雙聯學位學生身分資格同時取消。經本系核可，方可完成教務處畢業/

休學手續。若有具體理由或不可抗力情事，本系可另案處理。 

九、具役男身分學生須依法完成役男出國申請手續，並於完成雙聯學位後準

時返國，不得有滯留境外之情形；如有違反情況，須自負一切法律責任

並按校規處置。 

十、若有具體理由或不可抗力情事，欲提前結束雙聯計畫者，須取得兩校同

意，不得自行中止及返國。 

 
  



 

貳、選課、學分及成績採計規定 

一、經核准修讀境外雙聯學位之學生，其在本校與合作學校修業期間之

修課學分，累計應各達獲頒學位所需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以上。除此

之外，若合約尚有其他規定，亦需從之。 

二、經核准修讀之學生，於合作學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得依本校學則

規定辦理學分採計。 

三、修讀境外雙聯學位學生，如因故無法於境外學校完成學業，且於本

校及合作學校修業時間合計仍未逾本校規定之修業年限，得於每學期

本校行事曆規定上課開始日二週前，檢具報告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

本校教務處承辦單位申請返回本系適當年級肄業。 

四、其他未盡事宜依教務處規定辦理。 

參、修習雙聯學位學生的責任與義務 

一、於合作學校完成註冊手續後，即視同該校學生，應遵守該校一切規定，

不得做出有損兩校校譽情事，如有違反情況須同時接受兩校校規處置，

例如提報學生獎懲委員會。 

二、於研修期間，須與本系保持密切連繫，並留意自身安全問題。 

三、於研修期間，學生有責任與義務協助推廣本系，積極參加研修學校舉辦之相

關活動，例如：雙聯計畫學生教育展或說明會等。 

四、學生需於計畫結束後兩個月內繳交並同意公開雙聯計畫心得，本系

有權使用於各種相關活動文宣用品上，不需另取得學生同意。 

五、返國畢業前，應盡義務協助及輔導本系學生，並提供相關諮詢及必要資

訊。 
  



 

臺北市立大學OOOOO學系雙聯學位申請表 
Department of OOOO 

Application Form for Dual Degree Program 
欲申請學校 Interested Dual Degree Program 

申請學校 
Host University 

□ 美國西南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 

□ 英國艾賽克斯大學 

出國起始學年 
Starting Academic 

Year for Study 
Abroad 

OOOO學年度 
OOOO Fall 
semester 

預計出國期間 
Study Term 

OOO學期 
            Semesters 

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as shown in Passport) 

 

性別 Gender 
□ 男 Male 

□ 女 Female 
役男 Draftee 

□ 是 Yes 

□ 否 No 

國籍 
Nationality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身分證或居留證 
ID Number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西元  
yyyy/mm/dd 

學號 
Student ID 

 
手機 

Mobile Phone 
 

Email  

戶籍地址 
Permanent Address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緊急聯絡人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緊急聯絡人姓名 
Name 

 與緊急聯絡人關係 
Relationship 

 

緊急聯絡人手機 
Mobile Phone  

 緊急聯絡人電話 
Phone Number 

 

 

  



 

臺北市立大學OOOOO學系雙聯學位申請表 
Department of OOOO 

Application Form for Dual Degree Program 

學業成績及語言成績 Transcript Record & Language Proficiency 

上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GAP of Last semester 

 

語言成績 
Language Proficiency 

□ TOEFL 
□ IELTS 

□ 其他  

申請文件 Required Documents  

1. □ 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2. □ 英文版歷年成績單 English official academic transcript 

3. □ 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Certificate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4. □ 護照影本 Applicant's passport 

5. □ 個人履歷 Curriculum Vitae 

6. □ 讀書計畫 A study plan written in English 

申請人簽章/日期 
Applicant’s Signature/Date 
 
 
 
 
 
 
 

導師/指導教授簽章 
Advisor’s Signa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