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傳大學海外留學計畫
MCU Study Abroad Program
【2022-2023】
英國 布里斯托
國家/地點
Country/ Location U.K. - Bristol
西英格蘭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學校/網站
https://www.uwe.ac.uk/
School/ Website
https://www.uwe.ac.uk/courses/international-study
一學年 學士雙學位 不限名額
1 Year: 3+1 undergraduate bachelor dual degrees – no quota limit
BA (Hons) Business Management with Marketing
BA (Hons) Business and Events Management
BA (Hons) Business Management with Accounting
BA (Hon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內容/名額
BA (Hons) Accounting & Finance
Program/ Quota BA (Hons) Banking & Finance
一學年 碩士學位 不限名額
1 Year: 4+1 postgraduate master level degree – no quota limit
MSc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MSc Marketing
申請截止日
Application
Deadline
出國時間
Study Abroad
Time Period

英語能力要求
English
requirement

請洽國教處 Please contact ivy@mail.mcu.edu.tw
2022 年 9 月至順利完成學位
2022 September until degree completed
學士雙學位：雅思 IELTS 6.0 以上，IELTS 考試測驗內容涵蓋聽、說、
讀、寫四個項目，個別項目分數不得低於 5.5 // 托福 iBT 總分 90 分
以上，單項聽&寫 17、讀 18、說 20 以上。
3+1 undergraduate bachelor dual degrees: IELTS 6.0 above (with
no band under 5.5) // TOEFL iBT Overall score of 90 or above,
including a minimum of 17 in Listening and Writing, 18 in Reading
and 20 in Speaking.
碩士學位：雅思 IELTS 6.5 以上，IELTS 考試測驗內容涵蓋聽、說、
讀、寫四個項目，個別項目分數不得低於 5.5 // 托福 iBT 總分 90 分
以上，單項聽&寫 17、讀 18、說 20 以上。
4+1 postgraduate master level degree: IELTS 6.5 above (with no
band under 5.5) // TOEFL iBT Overall score of 90 or above, including
a minimum of 17 in Listening and Writing, 18 in Reading and 20 in
Speaking.
如果沒有提供合格的英語成績，申請者應參加西英格蘭大學免費線上
英語測驗
If failing to get passing scores on IELTS or TOEFL, applicants must
receive a pass in the online UWE English Placement Test (free).

學士雙學位：本校相關科系大三升大四學生。
碩士學位：本校相關科系應屆畢業生。
Management 管理學院：會計系、財金系、國企系、企管系
International College 國際學院：國際企業與貿易學程

開放對象
Eligible Major

3+1 undergraduate bachelor dual degrees: junior year from the
following majors
4+1 postgraduate master level degree: graduating students from the
following majors
Majors: Dept. of Accounting, Finan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IC IBT
※請自行上網查詢西英格蘭大學相關科系資料。
※Students are recommended to check on the sister school website
for detailed course information.

歷屆成果
Achievement

備註
Remarks

無 (新的合作項目)
 學生出國留學期間需完成本校註冊、繳交學雜費(實習費免繳)，應
在本校完成 6 個學期學業後赴英就讀學士雙學位。
 學士雙學位學生應繳交西英格蘭大學學費約英鎊￡14,250/一年，
學費如有異動，依對方學校最新公告為準。
 本校與西英格蘭大學 3+1 學士雙學位合作計畫，學生應支付台灣
與英國兩校學費，分別獲得台灣與英國兩校學位，如放棄本校學位，
英國學位則無法回臺接受認證。
 申 請 4+1 碩 士 學 位 應 繳 交 西 英 格 蘭 大 學 碩 士 學 費 約 英 鎊 ￡
14,000~16,700/一年，學費如有異動，依對方學校最新公告為準。
西英格蘭大學提供 4+1 碩士學位英鎊￡2000 獎學金(姊妹校獎學
金 partnership scholarship)，此條件適用 2022 秋季、2023 春季
入學，如有調整，依對方學校最新公告為準。
 學生需自行負擔出國期間個人生活支出、住宿費、書籍、交通等費
用；約英鎊￡9,480~11,080/一年
 學生英語能力未達規定標準，西英格蘭大學可能給予有條件式入學
(Conditional Offer)，要求學生提前於暑假赴英國該校自費就讀語
言課程 Pre-sessional English course，暑期語言課程(5 週、10 週、
12 週)學費依對方學校最新公告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