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 110 學年度新生親師座談會 

家長關心議題及意見回覆彙總 

國際交流、交換生議題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1 營隊/交換生相關議題。 電機系 

國際處回覆： 

國際處每年暑假都會邀請姐妹校同學在校內舉辦國際營隊。無疫情期間，也有赴姊妹校的

短期營隊可以參加。交換生每學期招募，依姊妹校作業時間辦理，建議有興趣交換的同學，

事先可以先增進自己語言能力，提前備妥有國際認證之語言成績證明。 

電機處回覆： 

電機系於每年八月份皆會舉辦營隊活動，邀請日本、菲律賓、越南、印尼等校之學生來中

原一起上課，並完成專題實作。近兩年雖因疫情停辦，未來疫情趨緩後，將持續推動國際

化業務。 

國際處 

電機系 

 

 

 

 

 

 

 

 

 

 

 



中原大學 109 學年度新生親師座談會 

家長關心議題及意見回覆彙總 

國際交流、交換生議題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1 國際交流與交換生。 
企管系 

應外系 

國際處回覆： 

1. 本校每學期都辦理本校學生至境外姊妹校交換申請。其中春季班出國交換之召募時間約

為 8月至 10月、秋季班出國交換之召募時間約為 12月至隔年 2月。 

2. 交換資訊可查詢國際處網站： 

https://oia.cycu.edu.tw或本校網站 https://www.cycu.edu.tw 行政公告。 

3. 國際處每學期舉辦姊妹校博覽會、多場次之交換生分享會，同時利用系主任導師時間或

學系新生座談時間宣導出國交換資訊，提供學生出國交換訊息。 

4. 本校同學可參加由大陸姊妹校舉辦之營隊或國際姊妹校主辧之遊學團、赴海外移地教學

及青年海外壯遊等，相關活動資訊，可查詢國際處網站 https://oia.cycu.edu.tw或參

看資料袋內交換生寶典。 

企管系回覆： 

中原大學與國際上許多大學都有簽訂姊妹校，提供許多機會讓本校學生出國交換。本系每

學期約有 10名學生出國交換，包含日本、韓國、德國、法國、荷蘭、中國等國家。 

應外系回覆： 

除了鼓勵學生積極培養專業知識與語文能力外，為增強本校師生在國際學術與研究及文化

交流與合作等，積極與各國簽訂姐妹校及合作協定，提供本校學生至姐妹校進行交換，本

系每年皆有至少 15位以上的同學獲得出國擔任交換學生的機會，交換學校為美國、德國、

法國、荷蘭、日本、韓國及中國等大學。 

國際處                        

企管系 

應外系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2 

1. 大學需幾年級就可以當教

授小幫手或當工讀生。 

2. 之前看過美國德州大學申

請至台灣教授美語，而學校

有提供本國學生提供自己

所學到海外的機會嗎？ 

心理系 

國際處回覆： 

請參考第 3題的答覆。 

職涯發展處回覆： 

本校於 109年度起將優先推薦有意到境外發展的菁英學子至日本、馬來西亞、上海、深圳、

蘇州等本校合作之企業實習，讓傑出學生發揮所長，亦讓企業透過學期實習預先留任具國

際移動力的優質人才。 

生輔組回覆： 

學生若有工讀的需求，不管幾年級，均可至本校工讀登記系統查詢、登記。 

路徑：登入 i-touch學生 1網通生活工讀/實習天地校內工讀登記。 

心理系回覆： 

學系並沒有特別規定須要到幾年級才能當教授的工讀生，同學若有想擔任相關職位都可以

主動向老師詢問。 

國際處 

職涯發展處                                      

生輔組                                

心理系 

3 

針對學校送同學到海外進修

有幾個問題，教育部有提供學

海專案，學海專案的經費是要

由學校提出計畫，學校的學海

專案是由各個老師提出計畫

來完成，請問中原大學這些年

推動學海專案的情況？ 

電子系 

1. 為鼓勵本校學生赴國外姊妹校研修或至國外企業、機構實習，擴展學生參與國際交流與

合作之機會，培養國際觀，提升國際視野，本校積極申請教育部學海系列經費補助，藉

此提供學生出國交換研修及海外實習之所需相關費用。 

2. 本校近 3年執行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其中出國交換研修，補助經費共 11,044,800元，

獲補助學生計 96名；出國實習，補助經費共 6,706,690 元，獲補助學生計 78名，詳細

補助經費及選送出國人數如下表： 

(1)學海飛颺(出國交換研修)：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教育部款 校配合款 教育部款 校配合款 教育部款 校配合款 

1,240,000 248,000 2,240,000 448,000 4,480,000 896,000 

1,488,000 2,688,000 5,736,000 

14名 28名 51名 

國際處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2)學海惜珠(出國交換研修)：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教育部款 校配合款 教育部款 校配合款 教育部款 校配合款 

644,000 128,800 0 0 300,000 60,000 

772,800 0 360,000 

2名 0 1名 

(3)學海築夢(出國實習)：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教育部款 校配合款 教育部款 校配合款 教育部款 校配合款 

660,000 132,000 1,650,000 330,000 0 0 

792,000 1,980,000 0 

21名 6名 0 

(4)新南向學海築夢(出國實習)：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教育部款 校配合款 教育部款 校配合款 教育部款 校配合款 

106,800 21,360 1,132,107 226,423 2,040,000 408,000 

128,160 1,358,530 2,448,000 

3名 18名 30名 
 

 

 

 

 

 



中原大學 108 學年度新生親師座談會 

家長關心議題及意見回覆彙總 

國際交流、交換生議題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1 

土木系是否有與日本、美國、

紐西蘭、歐洲國家的大學建立

姊妹校？交換學生？申請資

格？交換期間有算學分嗎？

費用大概多少？語言能力是

否有需求日文？謝謝。 

土木系 

土木系回覆： 

1. 可供交換學生之姊妹校：每學期提供交換學生之學校有所不同，以下為 2020 春季交換

學校(赴外交換)─舊金山州立大學、加州州立大學溪口分校、夏威夷州立大學希羅校

區、美國天主教大學、近畿大學、拉曼大學、東洋大學、Maranatha 大學，德島文理大

學、琉球大學、中央大學、慶一大學、濟州大學、淑明女子大學、韓世大學、韓國外國

語大學、香港恆生大學、珠海學院、Binus University、Shoolini University、雷恩

商學院、SKEMA商學院、蒙彼利埃高等商學院、拜羅伊特大學、德根朵夫大學、方提斯

應用科技大學、托木斯克國立大學、漢陽大學、慕尼黑國防大學、Shoolini University、

Mapua University、濟州大學、托木斯克國立大學密西根科技大學 (Michig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萊特州立大學(Wright State University)、威斯康辛大

學密爾瓦基校區(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ilwaukee)、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 

2. 何謂交換生：「交換學生」為在學期間，以本校學生身分(即完成中原大學註冊及繳交

學費手續)，至有學生交換協定之姐妹校修習一學期或一學年的課程，課程結束後，可

獲得姐妹校所核發之正式成績單或修課證明。 

3. 交換生申請資格：本校學生除大一新生、未就讀滿一年之轉學生及在校學分已修畢申請

當學期可順利畢業者外，皆可參加交換生甄選。本校境外學位生(含國際學生、僑生、

陸生)亦可進行國際交換，交換辦法比照一般生。交換生申請及出國研修需為同一學制。 

4. 交換生相關費用：國際處為鼓勵學生提升國際移動能力，積極與各姊妹校簽訂交換生合

約，並爭取以繳納中原大學全額學雜費就可赴外國修習半年或一年之機會，希望能降低

學生之負擔，提高學生出國研修之意願；而在國外的住宿費、書本費、保險費、生活開

銷等其他費用則由學生自行負擔。 

土木系 

國際處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5. 語言要求：依申請學校不同所需相關語言各有不同，以日本東洋大學(Toyo University)

為例，要求如下： 

(1) JLPT N2或英語相關能力證明或相關活動者。 

(2) GPA 3.0(含)以上。 

國際處回覆： 

1. 同學們於姊妹校交換期間，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及學生平安保險費。部分美國學校需繳

該校學雜費。 

2. 本校目前與美國、德國、法國、荷蘭、日本、韓國等多所姊妹校簽訂學生交換計畫，正

持續開發歐洲其他國家之合作機會，學生出國交換進修機會高。 

3. 有意願至日本姊妹校交換的同學，建議具備基礎日語能力，部分姊妹校要求高，規定日

語檢定 JLP N3以上。 

2 
如何更提升學生國際觀?特別

是工學院學生的表達能力。 
化工系 

化工系回覆： 

1. 本系配合學校政策大學部每學期開設至少 3門全英語授課課程。 

2. 本系設立交換學生獎助學金，鼓勵學生至國外學校交換。 

3. 精進學生專業課程英文，本系每學年舉辦「英語競試」。 

國際處回覆： 

1. 建議鼓勵孩子英文能力的加強，才能有基本英文能力。 

2. 在家長資料袋中，已有<交換生寶典>提供詳細相關學校、申請條件等參考資訊，可提

早規劃。 

3. 暑假學校會辦理國際營隊(今年暑假即有 6 個營隊)，是在地的國際營隊，提升學生國

際化的能力。此外，學校每年都有許多赴境外營隊供學生參加。 

4. 學校每年約有 900人次國際移動的機會提供給學生參加。 

5. 中原四年前為提升學生國際化能力，已將學生英文能力設為畢業之門檻。 

 

化工系 

國際處 

3 

建議對新生開個座談針對國

際移動計劃作詳盡的介紹，並

深入提供讓學生了解學校可

機械系 

機械系回覆： 

 本系為使學生達成「國際觀及生活化素養」的系教育目標，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學術交

流，擴展學生的國際移動能力。系上利用新生導航、系主任時間、導師時間等活動介紹國

機械系 

國際處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提供之資源。 際短期講座/暑期營隊、國外姐妹校的雙聯學制、海外短期交換等相關資源，讓學生確實

掌握最新最完整的資訊。 

 

國際處回覆： 

 國際處每學期舉辦姊妹校博覽會、多場次之交換生分享會，同時利用系主任導師時間

或學系新生座談時間宣導出國交換資訊，提供學生出國交換訊息。 

4 

麻煩請簡述交換學生要留意

的細節，現在是大一而已，相

關資訊與合格標準是否每年

都不同，現階段是否就該陸續

準備些甚麼相關資料嗎？感

謝回答 

土木系 

土木系回覆： 

1. 申請繳交文件：申請書、讀書計劃、歷年成績單(含系所排名)、TOEFL成績(正式通知

書)，推薦函等，文件不齊者，不予考慮。   

2. 註冊：交換生仍須依本校註冊程序辦理。 

3. 選課：選課學分數、學分抵免及課程內容等相關事宜，須經所屬系所、院主管同意後，

依相關行政作業流程辦理，但每學期至少 6學分。 

4. 費用：學費以本校收費標準繳交為原則，另案則依雙方學校協議辦理，其他相關費用學

生須自行負擔。 

5. 交換研習以一學期或一學年為原則。 

6. 具役男身分者，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辦理。 

7. 健康檢查：因各校需具備文件不同，建議先行在國內完成健康檢查。 

8. 雙聯學制請洽各學院辦公室。 

國際處回覆統一呈現於 4-8題末 

 

土木系 

國際處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5 
交換留學生：有或無？資格？

相關訊息等。 
機械系 

機械系回覆： 

 為培養學生具有國際觀，學校除設立相關交流辦法外，工學院亦積極與海外他校簽訂

合作計畫，使學生能有多元的交流機會。目前工學院海外短期交換的學校有： 

1. 東京電機大學。 

2. 菲律賓瑪普爾理工大學(Mapua)。 

3. 巴黎綜合理工大學創業學程(簽約中)。 

4. 蘇俄莫斯科大學交流體驗。 

以 上 相 關 交 換 資 訊 可 參 閱 工 學 院 官 網  學 術 活 動  國 際 雙 聯 及 交 換 

https://uip.cycu.edu.tw/UIPWeb/wSite/mp?mp=4000。 

國際處回覆統一呈現於 4-8題末 

 

 

電子系回覆： 

1. 本校與歐、亞、大洋以及北、中、南美洲等各大洲諸多學校均有姊妹校以及合約締結

學校。 

2. 本校國際處於寒暑假亦舉辦諸多各類型海外營隊，提供學生進行短期交流。 

3. 詳細資料可至本校國際處網頁 https://oia.cycu.edu.tw/ 查詢。 

4. 電資學院由電機系於每年暑期主辦之國際專題實作營隊，參加營隊的學生其中有一周的

時間可至日本關西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此營隊舉辦至今已第五屆，本系也已酌予補助近

三屆參加日本關西大學交流學生經費。 

國際處回覆統一呈現於 4-8題末 

機械系 

國際處 

6 交換學生 電子系 
電子系 

國際處 

https://uip.cycu.edu.tw/UIPWeb/wSite/mp?mp=4000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7 國外交換學生問題 企管系 

企管系回覆： 

 本校國際處提供許多交換機會，近年來，企管系學生出國交換之學校包含日本琉球大

學、日本新瀉大學、中國浙江大學、南京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四川

大學、美國田納西州立大學、匹茲堡州立大學、加州州立大學及韓國東國大學、中央大學、

韓國外國語大學。 

   申請資格：本校學生除大一新生、未就讀滿一年之轉學生及在校學分已修畢申請當學

期可順利畢業者外，皆可參加交換生甄選。本校境外學位生(含國際學生、僑生、陸生)

亦可進行國際交換，交換辦法比照一般生。交換生申請及出國研修需為同一學制。 

   詳 細 資 訊 可 參 閱 中 原 大 學 國 際 際 兩 岸 教 育 處 網 站 ：

https://oia.cycu.edu.tw/article/detail/sn/47 

 

 

國際處回覆： 

1. 每年春季班及秋季班召募學生赴境外姊妹校交換資訊，春季班召募時間約為九月至十

月、秋季班交換公告約為十二月至二月。 

2. 交 換 資 訊 可 於 國 際 處 官 網 https://oia.cycu.edu.tw 或 本 校 官 網

https://www.cycu.edu.tw 行政公告查詢。 

3. 國際處每學期舉辦姊妹校博覽會、多場次之交換生分享會，同時利用系主任導師時間或

學系新生座談時間宣導出國交換資訊，提供學生出國交換訊息。 

企管系 

國際處 

8 出國交換 會計系 國際處 

https://oia.cycu.edu.tw/article/detail/sn/47
https://oia.cycu.edu.tw/
https://www.cycu.edu.tw/


中原大學 107 學年度新生親師座談會 

家長關心議題及意見回覆彙總 

國際交流、交換生議題：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1 

校長、老師好!我孩子因爸爸

的身障學雜費全免請問如果

以後到國外交換學生，這樣學

費是否無法減免?(當初聽說

交換學生到國外，學費也和中

原的一樣) 

生科系 

生輔組回覆： 

 學生如果在國內就讀，父或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子女，依教育部規定符合家庭所得

條件者可辦理減免。學生如果出國交換，學雜費須視學校國際處與國外姐妹校簽訂之合作

備忘錄而定。學生如有任何問題，可與減免承辦人聯繫。 

國際處回覆： 

 學生於交換期間的學費，與平時在中原大學註冊繳款的費用相同。因此若學生為學雜

費全免的身份，則交換當學期的繳費也是學雜費全免。 

生輔組 

國際處 

2 

如何申請交換學生及申請到

國外的姐妹學校就讀,有什麼

樣的門檻限制嗎? 

化工系 

化工系回覆：  

1. 申請繳交文件：申請書、讀書計劃、歷年成績單(含系所排名)、TOEFL成績(正式通知

書)，推薦函等。 

2. 註冊：交換生仍須依本校註冊程序辦理。 

3. 選課：選課學分數、學分抵免及課程內容等相關事宜，須經所屬系所、院主管同意後，

依相關行政作業流程辦理，但每學期至少 6學分。 

4. 費用：學費以本校收費標準繳交為原則，另案則依雙方學校協議辦理，其他相關費用

學生須自行負擔。 

5. 交換研習以一學期或一學年為原則。 

6. 具役男身分者，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辦理。 

7. 健康檢查：因各校需具備文件不同，建議先行在國內完成健康檢查。 

8. 雙聯學制請洽各學院辦公室。 

化工系 

國際處 



3 國際交換生注意事項 會計系 

9. 化工系每年提供 60萬交換學生獎學金。 

國際處回覆：  

 赴外交換為中原大學在學學生，至交換姊妹校修讀一個學期或一個學年，期間不修學

位，修習之課程可抵免中原大學學分。赴外交換的申請對象為大二以上之中原大學在學

生，成績必須在 GPA3.0以上，而語言能力標準則依每一個姊妹校規定為準。 

※詳情可向化工系、工學院或國際處詢問。 

國際處 

4 交換生的資訊 室設系 

室設系回覆:  

 本校國際處提供許多交換機會，近年來，室設系學生出國交換之學校包含日本早稻田

大學、日本關西大學、中國武漢大學、中國浙江大學及韓國檀國大學。 

國際處回覆統一呈現於 4-7題末 

 

財法系回覆: 

1. 本校締結姊妹校遍及亞洲、歐洲、大洋洲、北美洲等約 270校。 

2. 交換生：本校學生除大一新生、未就讀滿一年之轉學生及在校學分已修畢申請當學期

可順利畢業者外，皆可參加交換生甄選。 

3. 雙聯學位：本校與國外大學簽訂協議，互相採認授課學分，同學於本校修業達一定期

間後，前往國外大學修課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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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處回覆統一呈現於 4-7題末 

室設系 

國際處 

5 
參與國外合作學校交流資格

與申請 
財法系 

財法系 

國際處 



6 就業與交換學生 資工系 

資工系回覆: 

1. 就業方面: 本系會安排在系課程「資工講座」時間，請廠商(如日月光股份有限公司、

IBM等等)說明公司的簡介及實習甄試方法，以供錄取學生前往實習，以使學術理論與

實務結合，學以致用．並利其畢業後就業。 

2. 交換學生方面:每年 8月初開放申請春季班，10月申請秋季班赴姐妹校交換，詳細姐

妹校清單如國際處網站。 

職涯發展處回覆: 

 除了求才說明會及就業博覽會，設立專屬中原人的就業平台~中原人生涯關懷網，協

助在校生工讀、實習及就業的安全就業媒合平台。公部門及各企業來函求才，會公告於學

校網頁、職輔中心粉絲專頁。 

國際處回覆統一呈現於 4-7題末 

 

企管系回覆: 

 企業管理實習屬於選修課程，學生於暑假期間(通常為三年級升四年級暑假)到業界實

習，與系上合作的廠商皆由指導老師初步篩選後進入系上的實習委員會作評估，委員會審

核通過後的廠商再與學生面試、媒合。歷年來與系上合作的廠商：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歐督探索旅行社有限公司、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久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自然

楓生技顧問有限公司……等。 

 全聯零售管理實習為搭配全聯就業學程的選修課程，分上下學期開設，每次開設實習

課程前，均會辦理課程說明會，介紹實習課程運作方式並就企業和學生可能會有的問題進

行說明，協助學生了解本行業未來就業相關訊息。 

職涯發展處回覆: 

1. 本校鼓勵各學系開設實習課程，並補助各學系於學生實習前辦理實習說明會、實習職

前訓練會及實習企業參訪；職涯發展處將依照公部門來函及各企業來信徵詢實習學生

公告於學校行政公告、中原人生涯關懷網及中原大學產業人才培育中心臉書專頁。 

2. 本校企管系歷年來學生至企業實習之實習機構有：全聯福利中心、博而美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歐督探索旅行社有限公司、久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等，詳細實習資訊請洽企管系。 

資工系 

職涯發展處 

國際處 

7 

想了解就讀本科系(組)之未

來校外實習安排公司行號及

交換學生相關資訊。謝謝 

企管系 

企管系 

職涯發展處 

國際處 



國際處回覆: 

 親師座談會上將發放〈交換生寶典〉供各位家長參考。每一學年（學期）公告的赴外

交換資訊，都會因與姊妹校合作情況有所不同而調整。因此同學入學之後，可以參考國際

處網站最新訊息，國際處也會於每學期交換生申請開始前舉辦說明會，請同學踴躍參加，

也歡迎直接到國際處辦公室詢問。 

8 

1. 有無一些美國, 或大陸的

大學有與貴校合作可以修

習雙學校畢業文憑？ 

2. 有無一些美國, 或大陸的

大學有與貴校合作可以直

接申請該校修習碩士學

位？ 

資工系 

資工系回覆: 

 電資學院有 1+1碩士雙聯學位，相關合約及協議如國際處網站，此外每年暑假有出國

的營隊或是外國來校的營隊可參加。 

國際處回覆:  

 國際處目前尚無於大陸大學合作雙聯的項目。中原合作的美國雙聯大學之中與資工系

學生較為相關的，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校 (UWM)，UWM 和中原大學的合作是

碩碩雙聯(1+1)，申請資格為具備本校的碩士學生身分及符合美國學校的申請標準。 

資工系 

國際處 

9 
畢業後出國唸研究所學校給

予的支援與資訊 
應數系 

應數系回覆:  

 本系老師除了教學外，皆十分願意幫忙有意進修的學生填寫推薦信，也很熱心分享國

內外的生活經驗及學習點滴，學生只要願意問老師，老師皆會不蔵私的傾囊相授。 

國際處回覆: 

 國際處鼓勵同學們於就學期間申請海外雙聯學位，同學可於前往就讀雙聯學位之前申

請校內學生獎助學金或是教育部提供之獎學金。 

應數系 

國際處 

10 

有哪些修課學習管道可以選

擇(關於交換生、雙學位、輔

系相關資訊及申請時程) 

電機系 

電機系回覆: 

1. 本系每學年暑期均辦理國際專題實務營隊，邀請日本、印尼、菲律賓、越南等國大學

生與本系學生參加，藉此課程增強學生與外籍生互動學習與國際觀。 

2. 本系與日本關西大學簽訂合作契約，鼓勵學生到關西大學短期交換。 

3. 有關課程本系除必修課程外，選修課程依電力領域、控制領域、通訊領域開設相關選

修課程。鼓勵學生依其興趣選擇該領域的課程，完成後可申請該學程證書。 

課註組回覆:  

1. 為協助學生多元學習發展，本校修課學習共有多種管道，校內部分為：學系選課、輔

系、雙主修、跨領域學程、就業學程、微型學程等。校外部分為：校際選課、優久聯

電機系 

課註組 

國際處 



盟、交換至國外學校等。 

2. 有關跨領域學習方面之輔系或雙學位請依行事曆公告日程申請；修讀輔系應修讀輔系

規定科目二十至二十五學分；修讀雙主修應修畢加修學系全部專業（門）必修科目學

分，且不得少於四十學分，相關申請資訊內容如下： 

(1) 申請資格：自一年級第二學期起可申請，申請雙主修需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六十

分(含)以上，若申請通過則於二年級開始修讀。 

(2) 申請路徑：本校首頁→在學學生（輸入帳號密碼）→進修→輔雙跨就→輔雙申請。 

(3) 修讀輔系、雙主修辦法請參閱：中原大學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單位法規。 

3. 為增廣學生之學習領域，並促進校際間之合作，本校加入優久聯盟學校(目前有 12所

「歷史悠久，辦學績優」之私立大學聯盟)。修讀校際之輔系或雙主修相關辦法、資格、

申請時程、其他學校資訊請參閱：優久大學聯盟校際教務系統

https://course.ttu.edu.tw/u9/main/listmajor.php   

國際處回覆:  

 赴外交換為中原大學在學學生，至交換姊妹校修讀一個學期獲一個學年，期間不修學

位，修習之課程可抵免中原大學學分。赴外交換的申請對象為大二以上之中原大學在學

生，成績必須在 GPA3.0以上，而語言能力標準則依每一個姊妹校規定為準。 

 中原合作的美國雙聯大學之中與電機系學生較為相關的，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密爾

瓦基分校 (UWM)，UWM和中原大學的合作是碩碩雙聯(1+1)，申請資格為具備本校的碩士

學生身分及符合美國學校的申請標準。 

  

https://course.ttu.edu.tw/u9/main/listmajor.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