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語 日本語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土木工学学科 http://www.ce.ntu.edu.tw/

文学院 外國語文學系 外国語文学学科 http://www.forex.ntu.edu.tw/?page_id=80

國立政治大學 台北 創新國際學院 創新國際學院學士班 イノベーション国際学部学士クラス https://www.ici.nccu.edu.tw/zh-hant/course/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台北 文學院 英語學系 英語学科 https://www.eng.ntnu.edu.tw/index.php/ba-courses/

電資學院 電資學院外國學生專班 電子情報処理学部留学生プログラム https://eecs.ntut.edu.tw/p/412-1016-13173.php?Lang=zh-tw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應用英文系(所) 応用英語学科 https://eng.ntut.edu.tw/p/412-1091-15281.php?Lang=zh-tw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台北 工程學院 先進科技全英語學程 先進科学技術オールイングリッシュプログラム https://www.ce.ntust.edu.tw/p/412-1024-6462.php?Lang=zh-tw

國立清華大學 新竹 清華學院 清華學院國際學士班-乙組 清華学部国際学士クラス－乙組 https://ibp.nthu.edu.tw/ertss-about02.html

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 生物醫學暨工程學系 生物医学と工学学科 https://bme.ym.edu.tw/index.php/zh-tw/

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生物医学映像とレザー科学学科 https://birs.ym.edu.tw/bin/home.php

新竹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全英語學士學程 土木工学学科オールイングリッシュ学士プログラム https://ce.nctu.edu.tw/enroll/universities

國立中興大學 台中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農業企業国際学士コース http://web.nchu.edu.tw/~impa/link/IBPA%20Q&A.pdf

国立台中科技大學 台中 商學院 休閒事業經營系外國學生專班 レジャー事業マネージメント学科留学生プログラム https://oia.nutc.edu.tw/files/14-1074-69003,r1317-1.php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雲林 管理學院 國際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国際管理学士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www.ipm.yuntech.edu.tw/

國立成功大學 台南 工学學院 能源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エネルギー国際学士コース http://admissions.oia.ncku.edu.tw/doc/view/sn/27

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観光学国際学士コース https://international.nkuht.edu.tw/var/file/45/1045/img/141504297.pdf

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 国際調理学士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s://icap.nkuht.edu.tw/

國際學院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熱帯農業国際協力学科 https://dtaic.npust.edu.tw/

管理學院 財務金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財務金融国際学士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s://ibf.npust.edu.tw/

理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情報工学学科
https://www.csie.ndhu.edu.tw/futurestudent-zh_tw/internationalundergraduate-zh_tw/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admission-information-zh/

管理學院 管理學院管理科學與財金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管理学部管理科学と財務金融国際学士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s://msf.ndhu.edu.tw/files/11-1100-6322.php

管理學院 財務金融學系 財務金融学科 https://fin.ndhu.edu.tw/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英語學位學程 国際企業イングリッシュプログラム http://www.uscetp.usc.edu.tw/Main.aspx

民生學院 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 スマートサービスマネジメント英語プログラム https://etpssm.usc.edu.tw/%E6%8B%9B%E7%94%9F%E8%B3%87%E8%A8%8A-2/

私立中国文化大學 台北 國際暨外語學院 全球商務學位學程 グローバルビジネス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s://crbgmba.pccu.edu.tw/bin/home.php

商管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國際商學全英語組
グローバルビジネス学科
オールイングリッシュ学士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www.dib.tku.edu.tw/main.php

商管學院 全球財務管理 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グローバル財務管理
オールイングリッシュ学士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www.gfm.tku.edu.tw/main.php

國際事務學院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 全英語學士班
外交国際関係学科
オールイングリッシュ学士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www.tidx.tku.edu.tw/

資訊工程學系 全英語學士班
情報イノベーションエンジニア学科
オールイングリッシュ学士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www.iit.tku.edu.tw/?locale=en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全英語學士組
国際観光管理学科
オールイングリッシュ学士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www.itm.tku.edu.tw/?locale=en

英文學系 全英語學士班
英文言語学科
オールイングリッシュ学士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www.elc.tku.edu.tw/?locale=en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 全英語學士班
グローバル政治経済学科
オールイングリッシュ学士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www.itm.tku.edu.tw/?locale=en

国際學院 國際企業與貿易學位學程 国際企業と貿易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s://ibm.mcu.edu.tw/zh-hant

国際學院 新聞與大衆傳播學程 ジャーナリズムとマスコミプログラム https://jmc.mcu.edu.tw/node/18

国際學院 時尚創意管理學位學程 ファッションとイノベーションマネジメントプログラム https://seniorhigh.mcu.edu.tw/content/25

国際學院 資訊科技應用學位學程 情報科学技術応用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s://seniorhigh.mcu.edu.tw/content/47

国際學院 旅遊與觀光學位學程 トラベルとツーリズム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s://ictourism.mcu.edu.tw/

国際學院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位學程 国際事務と外交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web.gsia.mcu.edu.tw/

私立中原大學 桃園 商學院 國際商學學士學位學程 国際ビジネス学士プログラム https://iubm.cycu.edu.tw/

管理學院 管理學院學士英語專班 管理学部学士英語プログラム http://underadmissions.yzu.edu.tw/enroll/new/bilingual_program_cht/management/

工程學院 工程學院英語學士班 工学部英語学士プログラム http://www.de.yzu.edu.tw/

資訊學院 資訊學院英語學士班 情報処理学部英語学生プログラム http://underadmissions.yzu.edu.tw/enroll/new/bilingual_program_cht/informatics/

私立逢甲大學 台中 商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英學士學位學程 国際企業管理英語学士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www.ibbiba.fcu.edu.tw/wSite/mp?mp=425103#mainPortal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外国語文学学科 http://flld.thu.edu.tw/

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 建築學系進階建築設計組 建築学科上級建築設計コース http://arch.thu.edu.tw/

国際學院 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国際学部国際経営管理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ic.thu.edu.tw/

国際學院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サステイナブル科学と工学学士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ic.thu.edu.tw/

国際學院 國際學院不分系英語學士班 国際学部教養学部オールイングリッシュ学士クラス http://ic.thu.edu.tw/

醫學暨健康學院 心理學系 心理学科 https://psy.asia.edu.tw/files/15-1026-8016,c489-1.php?Lang=zh-tw

資訊電機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情報処理工学学科 https://csie.asia.edu.tw/

管理學院 經營管理學系 経営管理学科 https://dba.asia.edu.tw/

管理學院 財務金融學系 財務金融学科 https://fn.asia.edu.tw/

管理學院 財經法律學系 財務金融法律学科 https://fel.asia.edu.tw/

管理學院 財務金融學系學士學程 財務金融学科学士プログラム https://fn3.asia.edu.tw/files/11-1022-1709.php?Lang=zh-tw

管理學院 會計與資訊學系學士學程 会計と情報学科学士プログラム https://ai.asia.edu.tw/files/13-1021-8515.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外国語文学学科 http://flts.asia.edu.tw/admissions.php?sele=list1

人工智慧學院 人工智慧研究學程 人工知能研究プログラム https://cai2.asia.edu.tw/bin/home.php?Lang=zh-tw

私立南華大學 嘉義県 管理學院 管理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管理学部国際企業学士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ib3.nhu.edu.tw/

私立南臺科技大學 台南 商管學院 國際企業系 / 國際商務學學位學程 国際起業学科/国際商学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s://ib.stust.edu.tw/tc/node/english-program

環境教育國際實驗學院 永續發展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サステイナブル発展国際学士学位プログラム https://dweb.cjcu.edu.tw/ipsd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班) 国際機牛学科(国際クラス) http://dweb.cjcu.edu.tw/ib

國際學院 國際機械工程學士學程 国際機械工学学士プログラム https://web.ksu.edu.tw/DTCEMED/page/

商業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所 企業管理学科 https://web.ksu.edu.tw/DTMABAD/page/

【私立】中信金融管理學院 台南 金融管理學院 金融管理學院(學士班) 金融管理学部(学士クラス) http://upfm.ctbc.edu.tw/files/11-1015-2403.php

英語暨國際學院 英語暨國際學院 英語と国際学部 https://c029.wzu.edu.tw/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文化教育イノベーション産業学部 https://d021.wzu.edu.tw/

智慧科技學院 智慧化自動控制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自動制御工学イングリッシュプログラム http://www.isae.isu.edu.tw/2018/homepage_v01.php?dept_mno=454

國際觀光餐旅學系 国際ツーリズム＆ホスピタリティ学科 http://www.ith.isu.edu.tw/2018/homepage_v01.php?dept_mno=611

國際傳媒與娛樂管理學系 国際メディア及びレジャー事業マネージメント学科 https://www2.isu.edu.tw/2018/homepage_v01.php?dept_mno=600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 国際企業ビジネス経営学科 https://www2.isu.edu.tw/2018/homepage_v01.php?dept_mno=618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国際財務金融学科 https://www2.isu.edu.tw/2018/homepage_v01.php?dept_mno=622

語文學院 應用英語學系 応用外国語学科 應用英語學系 - 義守大學 (isu.edu.tw)

オールイングリッシュコース 2021

國立台灣大學 台北

國立陽明交通大學

台南

私立東海大學 台中

　　　　　注意：上記の表は台湾留学JPが独自に調査し作成致しました。詳しくは各大学にお問い合わせ下さい。
中国語の”學位學程”と”學系”はともに同じ意味で、学位を取得できる学科を指します。

台中

桃園

台南私立崑山科技大學

私立元智大學

私立亞洲大學

台北

花蓮國立東華大學

私立長榮大學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台北

國際學院

私立文藻外語大學 高雄

私立義守大學 高雄

私立銘傳大學

私立實踐大學

全球發展學院

宜蘭

蘭陽
校區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高雄 觀光學院

台北

台北

桃園

学校名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網址

私立淡江大學

台北

淡水
校區

屏東

学科名称
学部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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