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9 學術交流中心更新，本表依合作單位各年度實際執行狀況滾動修正。 

 

輔仁大學教務重要法規（含雙聯、學分抵免等） 

派送交換生事宜請參考本處國際學生中心網站 

 

編號 校名 學制內容 
雙向/ 

單向 
本校執行單位 該校執行單位 

1 
美國密西根大學-弗林特 

University of Michigan-Flint 
碩士 雙向 

管理學院 

School of 
Management 

2 
德國拜羅伊特大學 

University of Bayreuth 
雙碩士 雙向 英文系 英美文學系 

3 
德國拜羅伊特大學 

University of Bayreuth 

雙學士 

(2+2)、雙學士

(3+1) 

單向 

(輔大學生) 
英文系 英美文學系 

4 
德國拜羅伊特大學 

University of Bayreuth 

(德)學士+(輔)

碩士(2+2)、雙

學士(2+1) 

單向 

(德國學生) 
英文系 英美文學系 

5 
日本廣島大學 

Hiroshima University 
雙碩士 

單向 

(輔大學生) 
日文系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grated Arts 
and Sciences 

6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 

Universite Catholique de 

Louvain 

雙碩士 雙向 法文系 

法文及羅曼斯語

言與文化研究所 

7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雙碩士 

單向 

(輔大學生) 
餐旅系 

School of Hotel 
&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http://www.fju.edu.tw/resource.jsp?labelID=13
http://isc.oie.fju.edu.tw/
http://www.management.fju.edu.tw/index_en.php
http://www.umflint.edu/som
http://www.umflint.edu/som
http://english.fju.edu.tw/
https://www.uni-bayreuth.de/en/
http://english.fju.edu.tw/
https://www.uni-bayreuth.de/en/
http://english.fju.edu.tw/
https://www.uni-bayreuth.de/en/
http://www.jp.fju.edu.tw/layout/oneblue/vvindex.jsp
https://www.hiroshima-u.ac.jp/en
https://www.hiroshima-u.ac.jp/en
https://www.hiroshima-u.ac.jp/en
https://www.hiroshima-u.ac.jp/en
http://www.fren.fju.edu.tw/
http://sites.uclouvain.be/archives-portail/ppe2012/en-380507.html
http://sites.uclouvain.be/archives-portail/ppe2012/en-380507.html
http://www.rhim.fju.edu.tw/
http://humansciences.okstate.edu/hrad/
http://humansciences.okstate.edu/hrad/
http://humansciences.okstate.edu/h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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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義大利佩魯賈大學 

University of Perugia 
雙碩士 雙向 

宗教系 

Master’s 
Degree in 

Philosophy and 
Ethics 

9 
中國人民大學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雙碩士或雙博

士 
雙向 

社科院社會系、

心理系 
社會與人口學院

社會系 

10 
法國勃艮第－第戎高等商學院 

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 
雙碩士 雙向 

管院國際經營管

理碩士學位學程 全校 

11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雙碩士 
單向 

(輔大學生) 

管院國際經營管

理碩士學位學程 
商學院 Master 

of Business 

12 

印尼威迪亞曼達拉天主教大學 

Widya Mandala Catholic 

University 

（Widya 

Mandala）學

士+（輔）碩

士(3+2) 

單向 

(印尼學生) 

管院國際經營管

理碩士學位學程 
商學院 

13 
美國天普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學士-碩士

（3+2） 

單向 

(輔大學生) 

國際及兩岸教育

處 國際事務處 

14 

美國天主教大學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學士-碩士

(4+1) 

單向 

(輔大學生) 
理工學院 工學院 

15 
美國天普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M.D.-Ph.D. 單向 醫學系 醫學系 

16 
中國人民大學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雙碩士 雙向 

管理學院統計資

訊學系 
統計學院 

http://www.rsd.fju.edu.tw/
https://www.unipg.it/en/
https://www.unipg.it/en/
https://www.unipg.it/en/
https://www.unipg.it/en/
http://www.soci.fju.edu.tw/
http://www.psy.fju.edu.tw/
http://www.ruc.edu.cn/
http://www.ruc.edu.cn/
http://www.immba.fju.edu.tw/
http://www.immba.fju.edu.tw/
http://www.bsbu.eu/
http://www.immba.fju.edu.tw/
http://www.immba.fju.edu.tw/
https://www.qut.edu.au/
https://www.qut.edu.au/
http://www.immba.fju.edu.tw/
http://www.immba.fju.edu.tw/
http://www.ukwms.ac.id/
http://isc.oie.fju.edu.tw/
http://isc.oie.fju.edu.tw/
https://www.temple.edu/
http://www.fju.edu.tw/academics.jsp?labelID=6
https://www.catholic.edu/index.html
http://www.med.fju.edu.tw/
https://www.temple.edu/
http://www.stat.fju.edu.tw/
http://www.stat.fju.edu.tw/
http://www.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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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國喬治城大學 

Georgetown University 

（輔）學士-

（喬治城）碩

士(3+2) 

單向 

(輔大學生) 

■理工學院：數學

系、資訊工程學

系、電機工程學系 

■管理學院：統計

資訊學系 

數學及電腦科學

系研究所 

18 
美國喬治城大學 

Georgetown University 
M.D.-M.S. 

單向 

(輔大學生) 
醫學系 

Georgetow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19 
美國天普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碩士-碩士 

單向 

(輔大學生) 

傳播學院大眾傳

播學研究所 

Klein College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 
愛荷華州立大學 

Iowa State University 
雙碩士 

單向 

(輔大學生) 

民生學院餐旅管

理系 

Department of 
Apparel, Events, 
and Hospitality 

21 

IQS 商學院，拉孟大學 

IQS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Ramon Llull 

學士+碩士 
單向 

(輔大學生) 
外語學院 

Industrial 
Business 

Management 

22 

IQS 商學院，拉孟大學 

IQS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Ramon Llull 

學士+碩士 
單向 

(輔大學生) 
外語學院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in a 

Digital 
Environment 

23 

IQS 商學院，拉孟大學 

IQS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Ramon Llull 

學士+碩士 
單向 

(輔大學生) 
外語學院 

Wealth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24 成均館大學 
雙碩士、雙博

士 
雙向 哲學系 儒學院 

http://www.fju.edu.tw/academics.jsp?labelID=6
http://www.fju.edu.tw/academics.jsp?labelID=10
https://www.georgetown.edu/
https://www.georgetown.edu/
http://www.med.fju.edu.tw/
https://gumc.georgetown.edu/
https://gumc.georgetown.edu/
https://gumc.georgetown.edu/
http://www.gsmc.url.tw/?lang=TW
http://www.gsmc.url.tw/?lang=TW
https://klein.temple.edu/
https://klein.temple.edu/
https://klein.temple.edu/
https://www.iastate.edu/
http://www.rhim.fju.edu.tw/
http://www.rhim.fju.edu.tw/
https://www.aeshm.hs.iastate.edu/graduate-programs/
https://www.aeshm.hs.iastate.edu/graduate-programs/
https://www.aeshm.hs.iastate.edu/graduate-programs/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www.cfl.fju.edu.tw/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www.cfl.fju.edu.tw/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www.cfl.fju.edu.tw/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philosophy.ourpower.com.tw/
https://scos.skku.edu/eng_scos/index.do


2022.9 學術交流中心更新，本表依合作單位各年度實際執行狀況滾動修正。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25 

拉孟大學 

IQS School of 
Management, Ramon 

Llull University 

羅耀拉馬里蒙大學 

Loyola University of 
Marymount 

三邊雙聯碩士 雙向 
管理學院國創碩

專班 
國際創業與經營

管理碩士學程 

26 

拉孟大學 

IQS School of Management, 
Ramon Llull University 

雙碩士 
單向 

（輔大學生） 

管院國際經營管

理碩士學位學程 

Master in 
Industrial 
Business 

Management 

27 

拉孟大學 

IQS School of Management, 
Ramon Llull University 

雙碩士 
單向 

（輔大學生） 

管院國際經營管

理碩士學位學程 

Master 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in a 
Digital 

Environment 

28 普度大學 

Purdue University 

雙碩士 
單向 

（輔大學生） 
管理學院 

College of 
Business 

29 
法國 ÉPHE 高等教育學院 

The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雙博士 

單向（EPHE

學生，限定學

生雙聯） 

宗教系 
The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30 
愛荷華州立大學 

Iowa State University 

雙碩士 
單向 

(輔大學生) 
織品服裝學院 

Department of 
Apparel, Events, 
and Hospitality 

31 
KEDGE 高等商業學院 

KEDGE Business School 

雙碩士 雙向 
管院國際經營管

理碩士學位學程 
Master in 

Management 

https://www.skku.edu/eng/International/StudySKKU/CourseInformation.do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lmu.edu/
https://www.lmu.edu/
http://www.management.fju.edu.tw/subweb/gemba/
http://www.management.fju.edu.tw/subweb/gemba/
http://www.management.fju.edu.tw/subweb/gemba/
http://www.management.fju.edu.tw/subweb/gemba/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www.immba.fju.edu.tw/
http://www.immba.fju.edu.tw/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www.immba.fju.edu.tw/
http://www.immba.fju.edu.tw/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iqs.edu/en
https://www.purdue.edu/
http://www.management.fju.edu.tw/index_en.php
https://www.pnw.edu/college-of-business/
https://www.pnw.edu/college-of-business/
https://www.ephe.psl.eu/en
https://www.ephe.psl.eu/en
http://www.rsd.fju.edu.tw/
https://www.ephe.psl.eu/en
https://www.ephe.psl.eu/en
https://www.ephe.psl.eu/en
https://www.iastate.edu/
http://www.ft.fju.edu.tw/en/home-2/
https://www.aeshm.hs.iastate.edu/graduate-programs/
https://www.aeshm.hs.iastate.edu/graduate-programs/
https://www.aeshm.hs.iastate.edu/graduate-programs/
https://kedge.edu/
http://www.immba.fju.edu.tw/
http://www.immba.fju.edu.tw/
https://student.kedge.edu/programmes/master-in-management-grande-ecole
https://student.kedge.edu/programmes/master-in-management-grande-eco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