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台 美 兩 個 學 士 學 位 ， 提 升 競 爭 力 |  



1 什麼是雙學位計畫？ 
計畫簡介。 

2 申請資格說明 
修業年限、學生輔導、申請資格、應備文件、 

申請規劃與時程、錄取分數、EPT是什麼。 

3 如何對接？ 
系所對應與修課注意事項。 

4 費用解析 
那麼好的機會，但出國讀書很貴吧？？ 



什 麼 是 雙 學 位 計 畫 ？  

PART  ON E  



為推動國際化與提昇學生國際移動能力與
就業競爭力，針對本校學生提出2＋2雙
學位方案，讓學士班學生，前兩年在南華
就讀，後兩年至國外締約之西來大學就讀，
同時滿足雙邊之畢業標準時，可以分別取
得兩校之學士學位。 

南華+西來=2 DEGREES 

計劃簡介 



在學人數 

外國語文學系、生死學系(106級以前)及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

程共11名學生攻讀中。 

已獲得學位人數 

財務金融學系、電子商務管理學系、外國語文學系、國際事

務與企業學系、企業管理學系及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共12

名學生完成學位研修。 



申 請 資 格 說 明  

PART  T WO  



修業年限 

台灣 

• 學士班各學系均為四年，得延長二年。 

• 本校採學年學分制，日間學士班及進修學
士班學生至少須修滿 128學分（含體育學
分）始得畢業。 

美國 

• 只要修滿規定的最低畢業學分，不明確規
定修業年限。 

• 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能力等安排學
習計劃，即允許學習有困難的學生延長畢
業年限，也允許學生提前畢業。通常學士
班學生在校期間必須修滿120，每學分至少
要修16周(包括課內與課外作業時間)。學
校還規定了學生每學期應修的學分數不得
少於12學分。通過以上規定，學校可將學
生在校年限基本控制為3～5年。 



學生輔導、申請資格 

前兩年修課輔導、課程超修依據 

南華大學 2+2 雙學位 
學生班實施要點 

雙學位就讀申請依據 

南華大學與美國西來大學2+2 雙學位 
計畫實施及補助辦法 

1. 英語檢定成績 
 
 
 
 
 
 
 
 
 
 
 

 
2. 2+2 雙學位班學生需選讀全英

語授課之通識或專業課程每學
期至少一門。   

• 入學第一學期申請者 

須參加本校語文教學中心舉辦之新生 TOEIC 
多益模擬測驗成績達到全校新生前40%者；
或入學前已具 2 年內有效之TOEIC 多益成績
達 387 分者；或參加其他相關測驗，成績
達到本校海外學習基本門檻者，得申請加入 
2+2 雙學位學生班。 

• 入學第二學期以後辦理申請者 

英語成績達到海外學習之基本門檻TOEIC 
387 分，並且前一學期成績達全班 50％以
內，始得申請加入雙學位方案。   

本校學士班二年級或以上之在學學生，符
合以下資格者得填具申請表提出申請： 

1. 歷年平均成績達全班 排名50％以內且操行成
績每學期平均需達 80 分或以上。 
 

2. 本地生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成績達 
69 分（含）或雅思5.5(含)以上。 
 

3. 備齊申請文件，經所屬單位院長及系（所）
主任審核同意，送交國際學院召開會議進行
終審。 

本校國企學程有開設 
「托福英語」，建議修讀。 



1 2 申請文件 

申請應備文件 

南華大學 2+2 雙學位學生班 
申請資格 

前往西來大學參加南華西來雙學位 
計畫之申請資格 

1. 申請表 

2.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3. 語言能力檢定證明 

4. 歷年成績單正本(含排名) 

申請文件 

1. 學位計畫申請表 
2. 英文自傳 
3. 英文讀書計畫 
4. 財力證明（英文版） 
5. 英文推薦信一封 
6. 歷年中、英文成績單各一份(需顯

示班級排名、 
     英文需有GPA) 
7. 護照影本 
8. 托福或雅思成績單 
9. 「雙學位」修課計劃書 
10.有助徵選之證明文件資料影本 

所有文件請於申請時備齊，恕不接受後補資料！！ 

★應考時請輸
入西來學校代

碼： ，
考試中心直接
寄給學校 

備齊申請文件於上學期 11 月底及下學期 4 月底

前向各系所提出申請→國際及兩岸學院複審通過。 

申請流程 



A B C 

 與父母討論規劃留學 

 第一學期即著手了解申請

條件、修課規劃、英語能

力及可能花費 

了解/預先規劃 

 預計須抵免72學分 

 為獲得雙學位須個別滿足

南華與西來的畢業學分，

如何修課須提早規劃 

修課規劃 

 西來大學入學門檻為托福

iBT69或雅思5.5需提早準

備外語檢定 

 可選修國企學程開設「托

福英語」 

準備托福/雅思 

 於第四個學期提出申請 

 檢視南華的修課學分數、

抵免學分數、英語成績、

申請資料及費用，向國際

學院提出申請 

申請規劃 



完成南華端課程 

取得語言檢定證明 

提出南華校內申請及 

西來線上申請 

取得西來大學 

入學許可 
辦理美國學生簽證 前往西來大學就讀 

• 申請日期：當年2月開學至3月31日 

• 托福(雅思)成績最晚繳交期限：4月15日 

秋季班(Fall Semester: August -December) 

• 申請日期：前年9月開學至10月8日(國慶假期前) 

• 托福(雅思)成績最晚繳交期限：10月25日 

春季班(Spring Semester: January -May) 

申請時程 

*日期以國際學院網頁-南華西來(2+2)雙學位公告為準 



西來大學錄取分數說明 

是否須考EPT，將由西來大學依申請時提供的正式托福/雅思成績單判斷，

請務必於申請時即提出合格檢定證明，不接受後補成績！！ 



 
請注意，國際學生無論是否達入學標準或條件式入學標準，皆須
於正式開課前完成西來大學學士班分級測驗，即寫作(WPT)與數學
(MPT)。若是EPT及寫作測驗皆須進行，則寫作測驗免考而以EPT的寫作
為主。依成績可能須加修ENGL 090A Academic Writing、ENGL 100A 
College Writing，每一門課3學分，且需自費。 

相關詳細資訊請參閱：西來大學Academic Catalog  
（http://www.uwest.edu/academics/catalog/）。 

http://www.uwest.edu/academics/catalog/


EPT 是什麼？ 

EPT測驗全名為English Placement Test，是入學西來大學是必須參加的英語能力分類測驗，自2018年授權本校遠距(remote)

執行聽、讀、寫三部分的測驗，口說測驗仍需由西來大學執行。請注意，參與EPT測驗前，應完整提交西來大學申請資料，
以利對方確認學生須參與考試項目。該測驗結果是西來大學用來輔助判定： 

 

1. 在條件式入學(condition Admit)情形下，您取得之托福／雅思成績可否直接進入雙學位。EPT成績通過，可進入學位就
讀，但可能須預先或同時加修銜接課程（Bridge Courses）；未能進入就讀學位課程者，西來大學則會先建議至語言中心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加強不足之處。 

2. 當您已取得符合最低入學標準之語言檢測證明，但部分細項未達標準的情形下，透過EPT成績再次檢測您需要接受那些學
術輔導，例如銜接課程（Bridge Courses, bridge 90 or 100）。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IEP)課程並不等於銜接課程(Bridge Courses)。銜接課程共提供兩種層級的： 
A. ENGL 090：共12學分，包含寫作、口說、文法以及閱讀。 
B. ENGL 100系列：共12學分，包含進階寫作、口說、文法、閱讀及商用英語。 

   →修讀ENGL 100的學生，在指導教授核可下，可同時修讀學位課程。 



3. 判定結果參考：以托福為例說明EPT判定情形： 

托福 閱讀 聽力 口說 寫作 

84 22 23 18 21 

托福 閱讀 聽力 口說 寫作 

69 18 18 17 16 

托福 閱讀 聽力 口說 寫作 

62 16 17 15 14 

EPT: 西來決定應試項目，不影響入學資格，但會參酌寫作
測驗判定是否需要加修寫作課程。 

EPT: 西來決定應試項目，不影響入學資格，但托福寫作成
績未達標準，若EPT寫作未達標，依照成績加修必要的銜
接課程。 

EPT:需要，且影響入學資格。因托福口說跟寫作未達標準，
若EPT口說與寫作仍未達標，依成績加修必要的銜接課程，
例如ENGL 90A和ENGL 100A，也可能分配至IEP課程。 



備註：餘未盡說明之事項將依民國
106年12月25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
第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南華大學
與美國西來大學2+2雙學位計畫實施
及補助辦法」及「南華大學2+2雙學
位學生班實施要點」辦理。  

須完成兩校畢業學分研修，方符合補助資格。 

未達其中一校畢業門檻者，將不頒予該校畢業學位，且須繳回已領取之

補助款。 

學生在西來大學學習過程中因故中途放棄而未能完成雙學位計畫者，須

回歸本校學則規範。 

申請雙學位之學生，前兩年期望能修足通識學分(西來大學至多可承認

南華大學通識課程39學分)與系必修學分，僅留48學分至西來大學完成

(每學期補助上限12學分)，超修之學分費需自行繳交給西來大學。 

雙學位生 
相關辦法重點節錄 

本國生參加雙學位計畫，於西來大學兩年期間須以私立大學學雜費全額

收費；境外生及境外專班境外生得參加雙學位計畫，但其在西來大學兩

年期間須以私立大學學雜費全額之 1.5 倍收費。若學生延後前往西來

就讀，延畢期間須自行負擔因西來大學調漲學費產生之差額。 

凡每學期修課超過 12 學分或因加修語言課程者而超過 12 學分者，額

外產生之學分費及課程費均由學生直接繳交給西來大學。 



如 何 對 接 ？  

PART  T H REE  



企管系、財金系、國企學程 

外文系 

企管系 

英語系 

其他系所 Liberal Arts(文理) 

 

 

南華大學 西來大學 

系所對接類別&學分組成 



原西來大學學分組成 

前2年在南華大學所修課程
預計可抵免72個學分 

通識 
51學分 

專業 
69學分 

畢業 
120學分 

抵免72學分 於西來修讀48學分 

南華西來雙學位計畫的西來大學學分組成 

120學分 

由南華大學補助每學期
12個學分費，共4個學期 

南華西來雙學位資訊 

(    每堂課成績請維持至少70分以上) 

http://oica2.nhu.edu.tw/page3/super_pages.php?ID=page301&Sn=45


如何選修課程？ 

您在南華所修課程要同時符合西來大學課程，才能抵免。

因此您需要以下兩個檔案。 

通識對接課程參考資料 1 全課程抵免列表 2 



資料請至國際學院官網→海外學習專區→2+2雙學位專區 

或是官網首頁圖示 

 

 

 

                                      

                                   (      可點圖至連結) 

   

   

http://iica3.nhu.edu.tw/Web/Pages?mid=1148&n=%E5%8D%97%E8%8F%AF%E8%A5%BF%E4%BE%86(2+2)%E9%9B%99%E5%AD%B8%E4%BD%8D


跨領域學分學程替代修課方案 

完成雙學位修讀 

學生可任選西來大學完成之課程共12

學分，提至各院進行認列。  

學生於大三開學前決定不出國進修

2+2，又未選跨領域學分學程者。 

 

1. 如於下屆跨領域學分學程初選前

決定者(4月)，即可參加跨領域學

分學程初選。 

2. 如大三開學前未能參加初選，則

於開學後參加跨領域加退選(9月)。 

若學生大二已修跨領域學分學程一年 

若大二已有修習一年跨領域，則回次

屆同學程上課補修剩餘未完成之課程。

若學程已停開，則經召集人同意之課

程進行補修 

 

若學生大二尚未修跨領域學分學程 

若學生從未修跨領域，可以西來大學

課程或通識之核心課程、公民素養課

程，共12學分認抵 

1 
三年級前 
放棄出國者 

2 
未完成 

雙學位修讀 

3 

(大三於西來大學修課，大四返回南華大學) 



費 用 解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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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tion and Fee Schedule per semester 
收費項目（每學期） 
Y2020-2021 

Original  Rate 
原就讀費用 

（單位：美金） 

NHU rate 
（100％tuition 

waiver） 
南華大學學生就讀費用

（單位：美金） 

Tuition$497/units x 12 units(4 courses) 
每學分收費＄522，＄522*12=＄5964 
（以每一學期12學分計算） 

＄6,264 ＄0 

Application Fe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國際學生申請費用 

＄100 ＄50 
Mandatory Fee 
雜費（電腦設備、學生服務等費用） ＄489 ＄489 
Student Association 
學生協助費用 ＄25 ＄25 
Student ID Card 
學生證 ＄25 ＄25 
Room and Board 
(Triple 三人房+200餐)食宿費用 ＄3,252 ＄3,252 
Housing Application Fee 
申請住宿手續費用 ＄50 ＄50 
Housing Security Deposit 
住宿管理保證金 ＄200 ＄150 
Mailbox Fee 
郵箱管理費 ＄20 ＄20 
International Student Health Insurance 
(5 months) 
國際學生健康保險費用預估 

＄550 ＄550 

Total per semester 
每學期總計費用 ＄10,975 ＄4,661 

Y2020-2021 
西來大學費用項目 



讀一般美國大學 
(２年) 

西來大學 
2+2 學位 

說明 

學分費 
一般美國學校：US$1,100/學分 
  西來大學  ：US$522/學分 
（1學期以12學分計） 

生活費 
一般地區：約US$1,500/月 
西來大學：約US$1,100/月 

雜費 
保險費等雜支 
 (1學期以US$1,500) 

總計台幣 
匯率以 1 : 30.5 算 

就讀南華西來雙學位計畫與一般美國大

學相差190.3萬 

美
金 

參加本校2+2雙學士學位計畫，只需繳台灣私校學費 (註冊費) 
在西來大學就讀2年，修習48學分之學分費約76萬元，由南華大學補助。 

省錢，省時，好學歷，好就業 

36,000 

6,000 6,000 

26,400 

0 52,800 

289.1萬 98.8萬 VS 



畢業 
總學分數 

1、2學年 3、4學年 1、2學年 3、4學年 每學期 

南
華 

學
分 

138 
≥99學分 
(認抵72學分
至西來) 

0 

學
費 

國立收費 
(依學年度新生入
學獎助學金辦法) 

私立大學全額收費 生
活
費
/
雜
費 

台幣15,000 

西
來 

120 0 48學分 0 

由南華大學補助每學期12
個學分費，共4個學期 
(超出的學分，須由學生自行
負擔，2020-2021年公告每
一學分費522美金) 

美金4,700 
(以2020-2021

公告為例) 

**以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為例 

統整：南華與西來對照表 



國內政府 國外政府 南華大學 資源 

申請 
類型 

學海飛颺 
學海惜珠 
學海築夢 
新南向學海築夢 
青年發展署 
外交部 
教育部 

交換生 獎學金 
外國學生獎學金 

海外學習獎學金申請管道 

海外學習獎勵金 



• 「2＋2雙學位」Q＆A方面，請先上國際學院網站2+2雙學位專區及Q＆
A專區，若有問題再洽詢國際學院（分機：1713） 

• 「2＋2雙學位」課程與學分抵免。請洽詢各學系辦公室或（大一）導師  

• 「2＋2雙學位」課程對接、出國補助申請及行前諮詢，請洽詢國際學院
（辦公室H115或分機：1713）或Lingyu@nhu.edu.tw 

• 相關網站：國際學院網頁>海外學習專區>南華西來(2+2)雙學位 

http://iica3.nhu.edu.tw/Web/Pages?mid=1148&n=%E5%8D%97%E8%8F%AF%E8%A5%BF%E4%BE%86(2+2)%E9%9B%99%E5%AD%B8%E4%BD%8D
http://iica3.nhu.edu.tw/Web/Pages?mid=1148&n=%E5%8D%97%E8%8F%AF%E8%A5%BF%E4%BE%86(2+2)%E9%9B%99%E5%AD%B8%E4%BD%8D
http://iica3.nhu.edu.tw/Web/Pages?mid=1148&n=%E5%8D%97%E8%8F%AF%E8%A5%BF%E4%BE%86(2+2)%E9%9B%99%E5%AD%B8%E4%BD%8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