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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EEFT關於歐洲教育展

「歐洲教育展執行委員會」成員由歐洲經

貿辦事處、法國在台協會 / 法國教育中心、
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與英國文化協會組

成之非營利組織。今年度由該委員會共同

主辦「2017 年歐洲教育展」，邁入第 16 
屆。本展為全台唯一正式由官方舉辦之歐

洲教育推廣活動。

歐 洲 教 育 展 ( European Education Fair 
Taiwan, EEFT ) 自 2002 年成立，為國內唯
一由官方單位聯合主辦之留學教育展，旨

在推廣歐洲教育及台歐文化、學術交流，

全力向台灣學生推廣赴歐留學相關資訊。

每年秋天主動邀請全歐各國參與合作展出。

．推廣優質歐洲教育

．建立台灣與歐洲各院校間之合作基礎

．提供正確的教育、簽證、旅遊及獎學金資訊

．在學生及社會新鮮人社群中，堅立歐洲教育之正面形象

．鼓勵台灣學生選擇歐洲做為留學地點

組織

宗旨

目標

主辦單位：

歐洲經貿辦事處  /  法國在台協會 _法國教育中心
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  英國文化協會
聯絡人：專案經理 王咨婷 Zoe T. T. WANG
電話：+886-2-2740-9510
信箱：contact@eef-taiwan.org.tw
網站：www.eef-taiwan.org.tw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合作夥伴：

贊助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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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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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table of
Seminar

United Kingdom

台北 10月 14日 (星期六 ) 說明會 13:00-16:30

台北 10月 15日 (星期日 ) 說明會 13:00-16:30

Seminar Room A 視聽室 A

時間 主題 主講

13:00

13:50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 & 得主分享 英國在台辦事處

14:00

14:30

Digital and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ties/Challenges for Taiwan
(數位與永續創新 : 台灣的機會與挑戰 )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14:40

15:10

Study NCUK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Year, 
International Year One and progress to a UK 
university (透過銜接課程在台灣接軌英國大學 )

NCUK

15:20

15:50

Choose a course or an institution wisely: things to 
consider apart from rankings
(排名最重要？聰明選對學校與課程 )

University of Exeter

16:00

16:30
IELTS考試高分技巧 英國文化協會考試部門

時間 主題 主講

13:00

13:50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 & 得主分享 英國在台辦事處

14:00

14:30
What is a work placement and how it enhances 
study experience (學以致用的關鍵─ 在英國實習 ) University of Kent

14:40

15:10
IELTS考試高分技巧 英國文化協會考試部門

15:20

15:50
Study UK留學英國面面觀 英國文化協會

16:00

16:30
英國校友留學經驗分享 英國文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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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10月 14日 (星期六 ) 說明會 11:00-17:00

Seminar Room B 視聽室 B Seminar Room C 視聽室 C

時間 主題

11:00

13:00
留法校友攝影展 (開放自由參觀 )

13:00

14:00
留學法國，希望無窮

14:00

14:30
學習法語為你的未來開另一扇窗

14:30

15:00
留法獎學金，等您來申請 !

15:00

17:00
一窺留法校友的豐富經驗

時間 主題

11:10

11:45

義大利高等教育制度簡介
The Italian Higher EducationSystem 
-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Sacro Cuore
義大利天主教聖心大學

11:55

12:30

醫學教育在義大利聖拉菲爾
生命與健康大學
Study Medicine in Italy@UniSR

12:40

13:15
醫學教育在匈牙利德布勒森醫學大學
Study Medicine in Hungary

13:25

14:00
醫學教育在波蘭盧布林醫學大學
Medical University of Lublin

14:30

15:30
「荷」不來留學 ? Study in Holland
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

15:40

16:15

留學就業在荷蘭 !
Study and Work in Holland!
荷蘭 TIAS商學院

16:25

17:00

就讀世界排名前 60大學及畢業後工
作機會 Studying at a top 60 world 
rankeduniversity and the post-
studyworking opportunity
阿姆斯特丹大學國際預科中心

Timtable of
Seminar

Taipei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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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table of
Seminar

Taipei 10/14

台北 10月 14日 (星期六 ) 說明會 11:00-17:00

Seminar Room D 視聽室 D Seminar Room E 視聽室 E

時間 主題

11:10

11:45
Erasmus+ 歐盟聯合碩士學程暨獎學金

11:55

12:30

Keep Watching or Making Watch 
Swiss College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Lenk
瑞士林克旅館與餐飲管理學院

12:40

13:15

以培育 "飯店專業管理人才 "為名
的瑞士飯店管理學院 Hotel Institute 
Montreux蒙特勒飯店管理大學

13:25

14:00

提升自我的旅程瑞士格裏昂高
等教育學院 Be higher - your 
journeycontinue with Glion

14:10

14:45

在瑞士的核心學習飯店管理
Study Hospitality in the heart of 
Switzerland
瑞士 IMI國際飯店管理學院

14:55

15:30
留學斯洛伐克 Study in Slovakia
斯洛伐克學術資訊機構

15:40

16:15

留學比利時 &申請資訊
Why study in Belgium (Wallonia and 
Brussels) and how to apply
瓦隆 -布魯塞爾高等教育署

16:25

17:00
Erasmus+ 歐盟聯合碩士學程暨獎學金

時間 主題

11:10

11:45
100% 錄取海外大學的捷徑
EF Education First

11:55

12:30

捷克頂尖大學英語授課 Study in 
English at top universities in the 
CzechRepublic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12:40

14:00

留學德國資格、申請流程與
獎學金申請 
DAAD 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14:10

14:45
Study at theTUM and TUM Asia
留學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或亞洲分校

14:55

15:30
留學德國 GISMA 經營與管理
國際研究所商學院介紹

15:40

16:15
歌德學院 :一起學德文 !
Let's learn German!

16:25

17:00

在德國、西班牙、瑞士
用英語修習商業課程
Study Business in English in 
Germany, Spain and Switzerland
德國歐洲大學
EU Business School



13

Seminar Room B 視聽室 B Seminar Room C 視聽室 C

台北 10月 15日 (星期日 ) 說明會 11:00-17:00

Timtable of
Seminar

Taipei 10/15

時間 主題

11:00

13:00
留法校友攝影展 (開放自由參觀 )

13:00

14:00
留學法國，希望無窮

14:00

14:30
學習法語為你的未來開另一扇窗

14:30

15:00
留法獎學金，等您來申請 !

15:00

17:00
一窺留法校友的豐富經驗

時間 主題

11:10

11:45

義大利國際教育集團介紹 &
義大利製造的關鍵要素
Cepu Group Presentation & Key 
element of Made in Italy

11:55

12:30

義大利設計與時尚系列 -
歐洲設計學院介紹 Istituto Europeo 
di Design School Presentation

12:40

13:15

義大利設計與時尚系列 -
多莫斯義大利設計學院介紹
Domus NABA School Presentation

13:25

14:00

義大利設計與時尚系列 -
義大利的服裝設計 
Making FashionIstituto Secoli 
米蘭時裝打版設計學院

14:10

14:45
義大利設計與時尚系列 -POLIMODA
義大利服裝設計暨時尚管理學院介紹

14:55

15:30

西班牙高等教育 :碩士及MBA 
Higher Education in Spain & Study 
Masters and MBA inSpain
西班牙商務辦事處 
ESERP Business School

15:40

16:15
留學西班牙武康大學
Study in UCAM Murcia, Spain

16:25

17:00
2020未來生活
Life in 2020 IE商學院 / IE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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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table of
Seminar

Taipei 10/15

台北 10月 15日 (星期日 ) 說明會 11:00-17:00

Seminar Room D 視聽室 D Seminar Room E 視聽室 E

時間 主題

11:10

12:30

留學波蘭 -波蘭學校介紹
Ready, Study, Go! Universities in Poland
華沙 (波蘭 )貿易辦事處

12:40

13:15

留學就業在荷蘭 Studying & Working 
in the Netherlands
荷蘭葛洛寧恩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13:25

14:00
在荷蘭實踐夢想Making it in the 
Netherlands韋伯斯特大學

14:10

14:45

探討世界餐旅管理及廚藝教育
Explore the world of Hospitalityand 
Culinary arts education
瑞士凱撒里茲飯店管理大學

14:55

15:30
瑞士教育的優勢 The benefits of Swiss 
Education瑞士工商飯店管理學院

15:40

16:15

超乎飯店的飯店管理 Hospitality 
Management:More Than Hotels
瑞士旅館管理大學

16:25

17:00

邁向飯店菁英之路瑞士雷赫士旅館
管理大學 Les Roches International 
Schoolof Hotel Management

時間 主題

11:10

11:45
高效率 TOEFL備考策略大公開
台灣托福資源中心

11:50

12:50
Erasmus+ 歐盟聯合碩士學程暨獎學金

13:00

13:35

留學克羅埃西亞薩格勒布經濟
與管理學院 Study in Croatia at 
the ZagrebSchool of Economics 
andManagement (ZSEM)

13:45

14:45
在德國實習與工作經驗分享
DAAD 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14:55

15:30

留學德國卓越之選：哥廷根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 An 
Excellent Choice

15:40

16:15

留學WHU卓越商學院在德國
Studying business management ata 
top business school in Germany- 
WHU - Otto Beisheim School 
ofManagement

16:25

17:00
德國留學直通車
Studying in GermanyFHM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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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教育展
現場活動說明

歐洲大平台，開展大未來！現場好康等你來！

土耳其航空歐洲來回商務艙機票 - 1 名
*已於線上報名者，現場完成QR code 掃描報到即可參加抽獎，無需再填寫現場問卷。

到主辦國攤位填寫滿意度調查，還可兌換主辦國特色小禮喔 ~

入場填問卷，就有機會抽中：

滿意度調查：

抽獎需知與注意事項

在您決定參加抽獎活動前，請您詳讀下列贈獎活動須知，以維護您的中獎資格權益：

1. 主辦單位歐洲教育展執行委員會保留活動與贈品修正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準。

2. 當您填寫問卷並同意參加抽獎時，您已同意歐洲教育展執行委員會將您的真實姓名、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地址，

提供活動執行單位做為贈品發放資料處理之用；一旦獎品經簽收受領後，如有遺失、損毀等，歐洲教育展執行委

員會不負責補發獎品。

3. 本抽獎活動因故（不可抗力因素）無法舉行，歐洲教育展執行委員會有權取消、終止、修改活動內容或暫停本

抽獎活動之進行。

4. 中獎名單將在 10 月 31 日前公佈於官方網站及官方粉絲頁，中獎者請於名單公佈當天起算 10日內主動與主辦單

位聯繫領取時間，並持身分證或有照證件，至歐洲教育展執行委員會辦公室（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 57 號 14 樓

之 3），向承辦人王小姐領取獎品；未在規定時間內領取獎品者，視同放棄中獎權利。

5. 各獎項以實物為主並僅適用於得獎者本人，不得轉讓，亦不得折算現金或更換其他物品；歐洲教育展執行委員

會保有更換獎項或修改活動辦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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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航空是全球成長最迅速的航空公司之一。全球超過 300個航點，其中歐洲航點就佔了多達 114
個。土耳其航空致力於機上服務的改善，並數度榮獲航空公司旅客體驗協會 (APEX) 獲頒「旅客首
選獎」獎項肯定。自 2011至 2016年，土耳其航空已連續六年榮獲 Skytrax 評為「歐洲最佳航空公
司」。此外，土耳其航空曾贏得「全球最佳經濟艙機上餐飲」大獎，亦於 2013、2014及 2017年榮
獲 Skytrax 頒贈「最佳商務艙餐飲」獎項。

「MAJI 集食行樂」概念源自於創造與麻吉相聚同樂的場所，希冀能在喧囂城市中打造一座大人的兒
童樂園，展現真摯純樸的自我。

由歌手哈林庾澄慶與知名設計師葉裕清聯手策劃，在大自然中運用貨櫃、原木穀倉，巧妙包覆住美食、

原創商品、音樂、藝術等元素，營造具有異國氛圍的生活市集空間。MAJI有神農市場、寰宇小吃街、
創意市集、異國美食餐廳、特色商店街、夜店 Triangle以及多功能展演空間等。

搭上捷運就能抵達的異國空間，一個結合文化、音樂、美食、好農商品、藝術表演的大型生活市集廣場。

贊助夥伴簡介

土耳其航空

集食行樂

ABOUT
SPO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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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資料中心設立於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三樓參考室，為協助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不定期辦理

留學輔導、留學講座、新生座談會以及留學各項事務之宣導推廣。包含邀請留學歸國之學長姐講解有

關出國申請程序、文件準備等資訊、國外求學的生活經驗分享、留學國別系所選讀介紹之講座等，引

導並教育讀者如何親自搜尋留學資料與辦理出國留學申請事宜。

館藏資料包含各國大學部暨研究所介紹、獎學金資料、排名、進修課程、學校目錄及視聽資料等，用

以提供計畫出國留學讀者所需的各項資訊及資源。

高雄市立圖書總館地點位於市府目前正全力打造的「亞洲新灣區」範圍內，這裡是高雄進行城市質變

的區域，而圖書總館跨出了高雄城市轉型的第一步。興建工程採國際競圖，是一座極簡設計的綠建築，

98 年開始評估規劃，100 年整體計畫通過，於 101 年 10 月 12 日由市長陳菊帶領各行各業代表約百
人舉行動土，於 103 年 11 月 13 日完工啟用試營運，104 年 1 月 1 日正式開館。總館的啟用，就是
讓所有高雄民眾朝著共同的理想，以知識作為城市永續發展的目標；這是一座屬於全體高雄市民的圖

書總館，也是一座讓高雄市引以為傲的文化新地標。

新圖書館基地位於亞洲新灣區內，鄰近高雄水岸，三多商圈，附近並有捷運紅線 R8，環狀輕軌建設推
動中；結合周邊的世貿會展中心與海洋及流行音樂中心等港灣重大國際競圖建設，加上鄰近軟體科學

園區，大型公共建設簇群中的圖書總館將以「書香文化」作為國家新門戶，城市新地標！新館基地面

積約二公頃，全館規劃共地下一層，地上八層空間，並設計有屋頂花園平台，建築物總高度約為四十

公尺，總樓地板面積達三萬七千二百三十三平方公尺，可容納近百萬冊藏書量之空間，提供高雄市民

一處可閱覽圖書藝文之優質場所。

合作夥伴簡介

臺北市立圖書館 - 留學資料中心

高雄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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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為國立級之公共圖書館及數位圖書館，除蒐集、整理、典藏各種圖書資訊、數位

資源，推廣閱讀及提供資訊服務外，並負有輔導全國各級公共圖書館之任務。總館位於臺中市南區五

權南路，於民國 101年 (西元 2012年 )落成啟用，下設黎明、精武及中興三所分館。總館為地上五層、
地下二層、總樓地板面積 41,797平方公尺之建築，提供具有圖書閱覽、資訊檢索、數位服務、展覽及
演講、訓練等場域，服務對象為全國民眾，購置全國公共圖書館共用數位資源，提供連結與資源分享，

成為全國公共圖書館之數位資源雲端中心，兼具實體與虛擬服務，虛實合一之數位公共圖書館。

歐盟為推廣全球歐盟研究，並促進與各國學術界和公民社會之交流合作，自 1998年起在全球先進工
業國家擇重要學府設立「歐洲聯盟中心」。2008 年 9 月，臺灣大學與政治大學、中興大學、輔仁大學、
淡江大學、中山大學和東華大學等六校締約結盟，成立以臺灣大學為首之「臺灣歐盟中心大學聯盟」。

2009 年 5 月「臺灣歐洲聯盟中心」正式揭幕。

臺灣歐盟中心象徵臺灣與歐盟的關係進一步加強，與歐盟提升臺灣歐盟研究的決心， 中心實肩負推廣
並深化歐盟研究、促進雙方交流、參與全球歐盟研究網絡等重任。中心期望能建構成為國內歐盟研究

社群、臺灣與歐盟公民社會往來，以及雙方政策溝通對話的平台。長期而言，中心期望能透過與東亞

暨全球歐盟中心的交流，發展成為中文世界最重要的歐盟研究和雙邊公民社會交流之據點。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臺灣歐洲聯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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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台灣歐洲影展 (Taiwan European Film Festival, TEFF)，全台每年有 16部歐洲電影免費入場觀看。歐
洲經貿辦事處以及上苑文化藝術共同舉辦第十二屆台灣歐洲影展，放映期間從 2017年 11月 -12月，
共有 16部電影在全台各地 30個場館放映（影片皆為中 /英文字幕）。台灣歐洲影展自 2005年起，
由歐洲經貿辦事處和上苑文化藝術共同舉辦。

台灣歐洲影展舉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台灣民眾藉由欣賞歐洲電影的過程中，認識歐洲國家的文化，

藝術和語言的多樣性。我們估計在過去幾年，台灣歐洲影展總觀眾人數已經超過 140,000名。並且，
經由多年來台灣歐洲影展開幕儀式和特別活動的辦理，我們已與包括台北市政府，桃園縣政府，台中

市政府，台南縣政府等多個地方政府合作交流。

台灣歐洲影展

合作夥伴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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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法國
為何選擇留學法國

高等教育之推廣在法國已行之有年，中古世紀時期法國就已設立大學。這些歷史悠久的法國高等

院校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在整個世界史的演變中，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法國一向以開放的心態

接受來自不同地區的文化，外籍學生與法國當地學生享有同樣的待遇、學校所頒授的國家文憑也

具有同等價值。再者，法國重視人權及公民權，是個福利制度完善的社會。

法國高等教育的現代化與蓬勃發展，培育出科技、管理及文化等領域的優秀人才。今日法國名列

世界前五大經濟體。法國的成就表現在各專業領域，如航太、醫學、生物科技、電訊、時尚精品

工業等。目前，近三十萬的國際學生（全球第三名，非英語系國家第一）選擇法國做短暫或長期

的進修，透過異國文化相互交流，外國學子於是能在法國體驗多國文化，開拓個人視野。

法國的高等教育講求理論與實務並重，在國際上頗負盛名。一般而言，學校多由政府把關確保

教學品質，公立學校所頒發的文憑皆經國家認可且國際通用。

法國在藝術、建築、服裝及旅館、觀光業方面的成就在

國際舞台上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大家卻常忽略法國的先

進科技發展。事實上，法國所培養的科學家或工程師在

科技方面都具有相當高的水準，其中不乏諾貝爾獎得主。

許多先進的科技，如子彈列車、空中巴士飛機、探險號

火箭、迷你終端機系統、電訊，電子錢包等高科技的發

明都是由法國的專家領先研發出來的。

法國大專院校皆相當注重專長訓練，無論是技師、工程師或科學人員，一旦步出校門都能立刻

適應職場。學校不僅師資優良且注重與業界配合，延聘專家客座授課。除此之外，在各企業機

構的實習經驗更是整個學程中重要的一環。

國際認可的文憑 

科技強國

與業界的密切配合，從實習開始累積國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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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國際化的時代，英語已成為基本溝通工具，如能擁有第二

外語能力，尤其像法語這種世界主要語言 ( 全球 2 億使用人口 )，
在國際市場上必定更有競爭力。這也是法國受外國學生青睞的

原因之一。

對學生而言，名列世界強國的法國，無疑是學習的最佳環境，

不僅有舒適的生活空間、完善之社會福利，還有平等的學費機

制，更別提舉世聞名的觀光據點，景色優美，文化氣息濃厚，

到處彌漫著「生活的藝術」。因此，巴黎更連續四年被英國高

等教育調查機構 QS 評選為「世界最佳求學城市」。

法國的高等教育系統相當多元化，依不同專業領域、學程高度和教學目標，大致可區分為下列

幾種支系：

˙ 大學（Universités）以研究為導向的教育

法國大學皆為公立性質並無排名，多為綜合型大學，涵蓋領域廣泛，一般以通過高中會考

（BAC）為申請基準。 
學士：Licence / 三年（BAC+3）

碩士：Master / 二年（BAC+5）

博士：Doctorat / 三年（BAC+8）

註：BAC 即相當於通過臺灣大學學力測驗

˙ 高等專業學院 （Grandes Ecoles）法國特有之名校系統

主要針對工程與商管領域，目前法國共有兩百五十餘所理工學院以及兩百三十餘所商管學院，

以實務為教學導向，堪稱法國菁英培育之搖籃。外國學生須先具備學士文憑，始得以申請方式，

直接銜接碩士班課程，碩士修業年限為兩年，商管學程更可採英語授課。

˙ 專業技術學院（Ecoles Spécialisées）以實務為導向的教育

全法國超過八百所高等專業技術學院，修業期限可依科系不同，分二年和三年兩種，學成獲頒

高等技師文憑或證照。值得一提的是這類學校課程的選擇都非常多樣化，包含長、短期課程，

項目可達三百種之多，如設計、服裝、烹飪等。

法國位居歐洲樞紐，每年來自世界各地數以萬計的外國學生到法國求學。法國不僅歷史悠久，

文化資產豐富且風氣開放，外籍學生與本籍學生學費收費標準一致，因此別具獨特的吸引力。

外語能力的掌握，帶您進入全球 2億人口的市場

「世界最佳求學城市」

一 .學制

法國的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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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學校通常於每年九月註冊，十月

開學至翌年六月學年結束。採學年制，

分上、下學期。每學期有期中及期末

考。另外，專科和職業學校的學生通

常必須在五月至八月間到各企業實習。

多數法國大專院校屬於公立性質，頒發國家文憑。其他私立學校則可頒發學校文憑、或其他種

類國家文憑。無論就讀學校的性質，只要是教育部頒發的文憑，全國皆有統一的標準並且符合

歐盟文憑認證系統。

法國目前提供超過七百個英語授課學程，例如商科、理工科、藝術創作以及烹飪等領域；然而，

以研究為教學導向的大學系統，原則上仍以法文傳授為主，尤其是人文學科。針對法語授課學

程，若法文程度未達學校要求標準（至少 B2），學生通常必須先花一段時間密集地學習法語，

於開學前打好法語基礎，才跟得上課程進度。除此，法國各地皆有語言學校可以提供長期或短

期的語言訓練課程。

法國高等專業學院（Grandes Ecoles）以造就理工、商管、行政、農業、藝術等專業人才為主，

是法國培育精英的搖籃，畢業文憑比一般大學學位在業界更受重視。專業學院的入學競爭激烈，

法國學生高中畢業必須先參加兩年預備課程，經嚴格之入學考試錄取後，再接受為期三年的專

業訓練，取得相當碩士的國家文憑。外籍學生則必須先具備學士文憑，以申請方式通過學校學

歷認證後，插班就讀，兩年取得碩士文憑。

法國高等商業及理工名校隸屬於法國高等專業學院系統，以培訓具有競爭力的國際高階專業人

士為目標。此類學校獨特存在於法國教育體系，以招收法國與世界菁英為目標，提供國際化專

業學程，結合企業實習，加強實務經驗，使學生能在位於歐洲樞紐的法國體驗多元文化，進而

開拓個人視野，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上提升自我競爭力。

二 .學期

三 .文憑

四 .教學語言

高等專業名校簡介

	  

教學特色如下：

1. 採用小班制教學

2. 提供全英語授課或英 / 法雙語學程

3. 課程結合理論與實務

4. 延聘富有職場經驗的專業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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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術學院簡介

法語學校簡介

5. 透過實習讓學生與業界有緊密連繫

6. 建教合作模式讓學生可至世界各地學習

7. 積極且有效率的提供職涯規劃

8. 完善活躍的全球校友網絡

法國的專業技術學院提供學生學習一技之長，畢業後

成為專精領域中的從業人士。專業技術學院的課程之

修業期限依科系有所不同：短至幾個月，長至二到三

年。領域相當多元，如設計、服裝、廚藝等。在文憑

方面，有別於一般大學（Université）和名校系統的

學校（Grande École）頒的是學位（Diplôme），技

術學院的學生在學成後通常取得的是證書或證照，以

身為世界上兩億人口使用的語言，法語在許多國家中一直很受歡迎

的外語，再加上法國政府相當重視法語的推廣，在法國境內就有將

近兩百所的法語進修機構，主要的類型分為大學附設的法語教學中

心和私立的語言進修機構，提供多元的課程，從全方位的聽說讀

寫到法語檢定，從主題式課程 (ex: 文化、商業 ) 到短期進修密集班

等，符合學生不同的需求。學會法語是讓您在法國順利求學的最佳

提醒您，大多數的法語學校的入學條件是須年滿 18 歲和高中畢業。此外，在搜尋法語學校時，

請以法國政府認可具有法語教學認證標章 [flǝ]（請找到和上面右上角圖案一樣的倒 e）的學校為

主，您可以在 www.qualitefle.fr 上找到有認證的學校。 

以我們的校友為榮 !
桂綸鎂 ( 里昂三大交換學生，金馬獎影后 )
行倫邑 ( 畢業於歐洲專業廚藝學校，現為法國總統府甜點師 )

	  認證學生取得某個特定領域的技能。相關認證可參考法國國家專業認證名冊（簡稱 RNCP），

RNCP 主要分為三級，可對照一般學士（Licence）與碩士（Master）學位：RNCP III 等同於

大二程度、RNCP II 等同於學士或碩一程度、RNCP I 等同於碩士程度。此外，專業技術學程也

都會搭配實習或建教合作，讓學生學以致用。由以上精確的制度設置可看出，法國對於專業技

術教育的嚴謹態度 ! 

	  方法，即便對全英課程的學生來說，在掌握了這項語言後，不僅可更融入當地生活與文化，也會

有效地助於學生在法國甚至歐洲找實習和工作的機會。因此，先到法國上法語學校，之後再申請

學位學程，也是不少人的選擇 !

想知道更多的留法資訊嗎 ? 讓 QR code 來告訴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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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 Français de Taipei
Campus France Taiwan
法國在台協會
法國教育中心

地址

電話

傳真

開放時間

電子信箱

網址

交通

法國教育中心（Campus France）成立宗旨

服務項目

法國教育部與外交部於一九九八年共同宣佈在巴黎成立法國教育中心總署（Agence Campus 
France），旨在推廣法國高等教育，提供外國學生赴法國留學所需之實用資訊以及相關協助，並

促進法國高等院校與外國學術交流。包含臺北辦事處，目前已設立超過 230 個代表處，分布於

全球 119 個國家。

法國教育中心設立於法國在台協會之內，是唯一駐臺官方留學推廣機構，希望提供臺灣學子更完

整的法國留學、教育等相關資訊，並進一步促進臺灣與法國之雙邊學術交流，為有意赴法進修的

學生提供最直接的協助。

鑑於法國與臺灣的教育制度相異甚遠，法國教育中心提供免費諮詢服務，依個人的學歷背景及學

習目標，協助訂定最恰當的學習方向，提高赴法求學的可能性。除此，所有欲赴法進修超過三個

月（90 天）者，出發前需先於法國教育中心線上註冊系統登錄個人基本資料，並完成法國教育

中心面試，始得送件辦理赴法簽證。

˙Campus France 臺北辦事處每周一至周五下午 2-4 點（不須預約）固定對外開放，提供免費

且公正客觀的諮詢服務。

˙Campus France 協助學生完成法國教育中心線上註冊系統及管理註冊程序，並安排申請簽證

所需之面試服務。

105 臺北市敦化北路 205 號 10 樓

（02）2712 1233

（02）3518 5193

周一至周五 下午 2 - 4 點（不須預約）

taipei@campusfrance.org

www.taiwan.campusfrance.org

公車：長庚醫院站、海基會站、 33、63、254、262、277、505、612、630、688、905、敦

化幹線、民生幹線 / 捷運：中山國中站、南京東路站、松山機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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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France 每年固定參加臺灣各大學舉行的教育推廣活動、不定期邀請法國學校代表來

臺舉行免費座談會，並主辦一年一度的歐洲教育展。

˙Campus France 出版法國留學須知及編輯課程分類目錄，提供線上課程搜尋引擎、法語學習

及留法生活等方面相關資訊，可供同學免費索取或透過網站下載參考。

˙Campus France 不遺餘力為國際學生爭取權益。例如：提供國際學生交通、用餐及旅遊各方

面超值服務之相關資訊。留法期間，學生亦可利用電子郵件隨時聯繫我們的輔導網，查詢我們最

新的活動資訊。

法國在台協會（Bureau Français de Taipei）之組織架構簡介

法國在台協會中的學術合作暨文化處下設有法國教育中心、科技與高等教育合作、法語暨出版

事物、文化、影視等部門。其使命在彰顯法國的形象：透過與臺灣的合作夥伴共同策劃大型活

動，提升法國在臺灣的能見度；其次是科技與學術交流、推展臺法雙邊高等院校建教合作，提

供獎助學金，促進科研人員互訪考察，籌辦學術研討會，推動臺法共同指導博士論文，與臺灣

科技學術合作上扮演活躍的角色。在法語推廣暨出版事物方面，臺灣是亞洲國家中法語應用成

長最快的國家之一，法語教師的培育是首要任務，每年參與多項活動，如臺北國際書展。 為
了讓民眾可以更即時掌握法國藝文訊息，學術合作暨文化處並設置官網 Voilà.tw（www.voila.
tw）提供最新資訊。

聯絡方式

˙ 法國在台協會總機：（02）3518 5151（上班時間 8H30-12H30；14H00-17H30） 
˙ 各業務聯絡人請參考法國在台協會網站：www.france-taipei.org

法國在台協會簽證組主要負責核發簽證，欲赴法進修三個月以上課程之學生，雖必須先通過法

國教育中心面試程序始得送件辦理簽證，然而，是否核發簽證，簽證種類以及簽證效期長短仍

必須由簽證組決定。因此，建議所有學生在辦理赴法簽證之前，都能先行上法國在台協會網站

了解相關規定及措施，並請務必自行確認符合在台辦理簽證資格，若有疑問，請事先透過電子

郵件與簽證組連繫。

聯絡方式

˙ 簽證網站：https://www.france-taipei.org/- 赴法簽證 - 715
˙ 電子郵件信箱：question.visas@france-taipei.org

學術合作暨文化處

簽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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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ce Française de Taïwan
台灣法國文化協會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 法語課程：高品質、注重互動與多樣性

˙DELF-DALF、TCF 法語能力測驗：全台唯一經授權主辦的單位

˙ 法國遊學：免費諮詢及協助報名法國八個城市之語言課程

˙ 多媒體圖書館：免費對所有民眾開放

˙ 法國藝文活動：不定期舉辦表演、電影、演講、音樂會和展覽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07 號 2 樓

Ms. Julie LIN

(02) 2364 8833

info@alliancefrancaise.org.tw

www.alliancefrancaise.org.tw

語言 - 文學 / 法語與文化

其他  : DELF-DALF / TCF

無

視課程而定

視課程而定

法語



France

29

France Langue
France Langue法語中心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在 France Langue，我們相信沒有比在法國學習更能精通法語的方式。

學校特色：

六個校區，位於法國最美的地區：巴黎（Paris）、波爾多（Bordeaux）、尼斯（Nice）、Biarritz （比

亞里茨，位於法國西南部海邊）、 Fort-de-France（法蘭西堡，位於加勒比海地區法屬馬丁尼克島）

˙ 41 年的對外法語教學經驗（France Langue 的第一間學校設立於 1976 年）

˙ 80 位永久聘僱的教師與教授

˙ 每年有 8,000 位學生來本校學習

˙ 接待來自 100 多個國家的學生

France Langue 的課程既多元又有彈性

˙ 語言課程、校外教學、文化交流、專業訓練 
˙ 全年每周一開課，課程長度依學生的需求而定

˙ 依學生的需要決定教學進度，以周、期、年為單位

˙ 有彈性的量身訂做課程，符合學生的程度與目標：個人、職業和學術需求

每一個 France Langue 分校都能提供住宿和休閒活動

˙ 住宿選擇多元：寄宿家庭、宿舍、飯店式公寓、旅館等

˙ 多樣性的文化與休閒活動，以期為單位讓學生選擇

51 Rue Saint-Didier, 75116 Paris, France

Mr. Stéphane VAILLANT

+33 1 8005 2092

vaillant@france-langue.fr

www.france-langue.com 

語言 - 文學 / 法語與文化

其他  : DELF-DALF / TCF

無

1 週起

105 歐元起

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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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the West
法國昂熱西部天主教大學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創立於 1875 年，法國昂熱西部天主教大學 (UCO) 是一間知名的私立大學，座落於法國昂熱市 
(Angers)。

關於 UCO：

˙ 9,000 名學生，包括每年來到昂熱的 1,700 名國際學生和教師

˙ 187 位全職教職員、1,500 名專業人士為講師

˙ 教授 12 種外語

˙ 10 間外語多媒體教室

˙ 與 170 所國外大學簽屬為合作夥伴

˙ 3 間大學圖書館，藏書約二十萬冊

UCO 的優勢：

˙ 頒發法國國家文憑：學士和碩士

˙ 保證提供學生狀況追綜、搭配個人指導的小班教學

˙ 良好的畢業率：93% 的學生在大學最後一年完成學業

3 Place André Leroy, 49000 Angers, France

Mrs. Giao DUONG

+33 2 7279 6364

gduong@uco.fr

www.uco.fr

行政 / 藝術 - 文化 / 商業 - 管理 / 教育 / 自然科學 / 人文社會科學 / 語言 - 文學 / 法律 / 媒體 -

傳播 / 觀光和飯店管理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Erasmus +)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 博士

需具備法文檢定至少 DELF B2 或 TCF 四級

學士：3 年 / 碩士：2 年

每年 6,000 至 7,000 歐元

法語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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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n+i”- Engineering Institutes
“n+i”理工學院聯網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n+i＂理工學院聯網集結了法國高等理工學院（Grandes Ecoles d' Ingénieurs）！

“n+i＂理工學院聯網課程訓練出高品質及能掌握多國語言的理工人員，且他們也可有效領導於跨

文化環境的國際專案工作。

“n+i＂理工學院聯網課程涵蓋所有科學、科技及理工領域，課程長度從 10 天一直到碩士及博士

學程，請參考網站：www.nplusi.com。

自 1998 年起，“n+i＂理工學院聯網已有 3,000 位完成碩士學程的同學，他們來自於 80 個不同

的國家，且其中 40% 為女性。課程主要以培養各公司、學術單位及研究機構國際化的最新科技的

理工人才及決策者們。

“n+i ＂理工學院聯網特色及優勢如下：

˙ 新生訓練及課程期間提供完整的協助，例如：接機、搬遷、住宿協助、保險、註冊事宜（文化

整合課程、語言整合課程 - 並特別安排教練指導），以及後續追蹤學生情形。

˙ 語言整合課程：8 週密集英語或法語課，並安排住在法國寄宿家庭。

˙ 可以多重方式選擇學校，例如：課程、學校、城市或狀況（實習安排）。

˙ 即時篩選學生（選擇題及面試）。

˙ 只需填寫一份線上申請資料。

“n+i＂理工學院聯網提供不同程度的課程，包含：碩士、碩士預備班、工程師文憑、碩士後文憑

及 FIER（博士）。

79 Avenue Denfert Rochereau, 75014 Paris, France

Mrs. Stéphanie GUERIN

+33 1 5363 3538

missions@nplusi.com

www.nplusi.com

資訊工程 / 工程科學 / 工程科學與科技

碩士 / 博士

需具備學士文憑

視課程而定

視課程而定

法語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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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HEC Business School
法國北方高等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EDHEC 法國北方高等商學院，成立于 1906 年，是法蘭西精英教育系“Grandes Ecoles＂的一員，

也是歐洲最著名的商學院之一。

其金融碩士專業於 2016 被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排名為全球第 4，管理學碩士

課程（Master in Management）在 2016 年英國《金融時報》的全球管理學碩士排名中排名第

15 位，並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的 2014 全球商學院排名中排名全法第三，

全球第 62 位。

作為法國高等商學院體系的前五大商校之一，北方高等商學院在歐洲享有業界認證的知名度和名

望，是世界上少數同時得到 EQUIS、AACSB、AMBA 三大最權威商學院認證的商學院。

393 Promenade des Anglais - BP 3116, 06202 Nice Cedex 3, France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Offfice

+33 4 9318 9966

international.admissions@edhec.edu

www.edhec.edu

行政 / 商業管理 / 法律

碩士 / 博士

需具備學士文憑，優異的學業表現 / GMAT 及 GRE 成績（需附上英文檢定（TOEFL / TOEIC / 

IELTS））

碩士（MSc）：1 年 / 碩士（MIM）：3 年

碩士（MSc）：18,000 至 21,500 歐元 / 碩士（MIM）：30,000 歐元

碩士（MIM GETT）：42,000 至 59,000 歐元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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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lyon business school
法國里昂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法國里昂商學院創建於 1872 年，至今已有 145 年歷史。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這所法國乃至

歐洲老牌一流商學院將致力於打造成全球頂尖商學院。里昂商學院目前在法國的巴黎、里昂、聖

埃蒂安（Saint-Etienne）、中國的上海和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都設有校區，還將在印度開設校區。

我們的使命是以全球化、數位化和創業精神為導向，為世界培養 Early Makers。里昂商學院的

就業力排名法國第二，全球第 26（泰晤士報高等教育 2016 年），獲得了 AACSB，EQUIS 和

EMBA 三大國際認證，提供的課程從本科到碩士和 MBA，PhD。

23 Avenue Guy de Collongue, 69134 Ecully Cedex, France

Ms. Liqing CHEN

+86 21 6260 8160

chen@em-lyon.com

www.em-lyon.com

商業 - 管理

學士 / 碩士 / 博士

碩士：需具備學士文憑、英語檢定成績、GMAT 成績

學士：需具備高中文憑、英語檢定成績、SAT 或大學入學考試成績

1 至 4 年

24,000 至 40,000 歐元

法語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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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Normandie
EM Normandie高等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EM Normandie 高等商學院創校於 1871 年，且已獲得 3 項商學院認證（AACSB，EPAS，以及

最近取得 EQUIS 認證）。

該校為法國最悠久的高等商學院之一，且歷年來一直在不斷進步與成長。同時，學校除了原本校

區外，近年來持續在法國及海外設置新校區，例如：巴黎新校區、牛津校區，以及最近成立的柏

林校區。

目前該校已於 3 個國家共設立 5 處校區；3,200 名學生且其中 730 位來自於不同國家；且和全球

超過 200 間大學已簽訂合作協議；5,000 間業界合作伙伴；以及擁有超過 15,000 名校友。

30 Rue de Richelieu, 76087 Le Havre Cedex, France

Ms. Hélène PILET

+33 2 3145 3508

hpilet@em-normandie.fr

www.ecole-management-normandie.fr

行政 / 商業管理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Erasmus +)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國際管理學士：需具備高中文憑 / 精英學程碩士（PGE）：需具備大二 / 大三同等學歷

專業碩士：需具備碩一程度

國際管理學士：3 年 / 精英學程碩士（PGE）：2 年 / 專業碩士：1 年

每年 6,400 至 13,000 歐元，視課程而定

法語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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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CA School of Management
ESSCA高等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1909 年建校，ESSCA 高等商學院提供的課程相當多元化，包含：行銷、管理、金融、人力資源

管理、供應鏈、傳播、銀行業、審計、諮詢等。

5 個法國校區：巴黎、昂熱、里昂、波爾多以及普羅旺斯

2 個國外校區：布達佩斯和上海

成為 ESSCA 的學生，即能享有個人專屬的輔導規劃，不論是學程中，協助提升您的學業表現及

學習成果，還是未來職涯發展，我們將會從尋找適合的實習機會到協助就業，一路陪伴您。

於法國歷史悠久的商管名校之列，本校畢業的學生深獲業界青睞，91% 的學生畢業順利受聘於他

們所期望加入的企業，93% 的學生相信選擇 ESSCA 是正確的，92% 的學生會推薦 ESSCA 做為

升學的目標。

1 Rue Lakanal–BP 40348, 49003 Angers Cedex 01, France

Mr. Vincent VIGOUROUX

+33 7 7982 7424

vincent.vigouroux@essca.fr

www.essca.fr/en

商業管理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Erasmus +)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 博士 / 理科碩士

視課程而定

視課程而定，從 1 至 5 年不等

每年 9,400 至 14,000 歐元

法語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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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C Business School
法國 ESSEC高等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法國 ESSEC 高等商學院創立於 1907 年，學校在法國具有相當優異的評價，且以卓越追求的精

神和培養高知識份子著稱。該校提供給所有追求卓越學習經驗的學生非常廣泛且不同領域的課

程，藉此強化學生的潛能、發揮個人的領導才能，使每位學生都可成為高階領導人才。

法國 ESSEC 高等商學院持續深耕於研究領域，並同時頂尖的學術單位合作與促進發展。該校也

希望能一直帶給學生們最前端的知識及跨領域的先進科技。

該校擁有國際知名認證：AACSB 及 EQUIS；目前 4 個校區分佈於法國（Cergy，Paris - La 
Défence）、新加坡及摩洛哥（Rabat）。

˙ 全職學士及碩士學程學生共 5,330 人， 分別來自於 96 個不同的國家

˙ 5,000 位經理人在該校學習進階課程

˙ 來自 36 個國家的 158 位全職教授

˙ 7 個卓越中心，21 間教學研究中心

˙ 全球 45 個國家中有 182 間合作大學

˙ 28 項雙聯學位學程

˙ 超過 100 個學生組織

˙ 超過 700 間合作企業提供教學或招募機會

˙ 全球 47,000 名校友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2016 - 2017 年國際排名：

管理碩士排名第 3 名 / 財務金融碩士排名第 3 名 / 進階教育課程排名第 18 名

3 Avenue Bernard Hirsch, CS 50105 - 95021 Cergy-Pontoise, France

Ms. Halimah LHUISSIER

+33 1 3443 3142

lhuissier@essec.edu

www.essec.cn

行政 / 商業管理 / 資訊工程 / 工程科學 / 人類與社會科學 / 法律 / 媒體傳播 / 旅遊與飯店管理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Erasmus +)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 博士

GMAT（需附上英文檢定）

1 至 4 年

每年 20,000 歐元

法語 / 英語

Pioneers for the future

www.esse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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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n increasingly open and technological world, ESSEC Business School 
trains bold, free-thinking, and agile professionals via a combination of high 
academic standards, involvement in business life and a commitment to society.

Does the ESSEC pioneering spirit inspire you? Join ESSEC Business School!

PARIS | SINGAPORE | RA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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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neers for the future

www.esse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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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n increasingly open and technological world, ESSEC Business School 
trains bold, free-thinking, and agile professionals via a combination of high 
academic standards, involvement in business life and a commitment to society.

Does the ESSEC pioneering spirit inspire you? Join ESSEC Business School!

PARIS | SINGAPORE | RA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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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noble Ecole de Management
格勒諾貝爾高等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三十多年來，格勒諾貝爾高等商學院（GEM）在法國與國際間已成為法國商學院之中的頂尖學校。

GEM 位於法國東南方的格勒諾貝爾（Grenoble）的市中心，該市被譽為歐洲的矽谷。GEM 成立

於 1984 年，是法國「高等專業學院聯盟（Conférence de Grandes Ecoles）」的創始成員之一。現

在 GEM 是法國前 5 名、歐洲前 17 名、世界前 50 名的商學院。此外，GEM 是全球少數幾間商學院

（1%），同時獲得歐洲管理發展基金會（EQUIS）、國際精英商學院協會（AACSB）和企業管理碩

士協會（AMBA）三項國際認證。

本校的科系設置：

學士班

˙ 國際商務學士班（BIB – Bachelor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英語授課

˙ 國際商務學士班（BIB – Bachelor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法語授課

碩士班

˙ 企業管理碩士 MBA
˙ 國際商務碩士（Master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IB）

˙ 時尚、設計與精品管理理科碩士（MSc Fashion, Design and Luxury Management）
˙ 財金理科碩士（MSc Finance）

˙ 行銷管理理科碩士（MSc Marketing Management）
˙ 創新 - 策略 - 創業理科碩士（MSc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Entrepreneurship）

˙ 商務發展理科碩士（MSc Business Development）
˙ 國際人力資源與組織發展理科碩士 
   （MSc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 數位商務理科碩士（MSc Digital Business）
˙ 創業與全球行銷理科碩士 (MSc Entrepreneurship & Global Marketing）

博士班

˙ DBA（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申請者需有碩士文憑和五年工作經驗）

˙ Ph.D.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申請者需檢附 GRE 或 GMAT 分數）

12 Rue Pierre Sémard, 38000 Grenoble, France

Ms. Amy XU

+86 21 6039 1956

amy.xu@grenoble-em.com

www.grenoble-em.com

行政 / 商業管理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Erasmus +)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 博士

碩士 : 需具備學士文憑 / 博士 : 需具備碩士文憑 ( 需附上英文檢定 )，視課程需要，可能需有五

年以上工作經驗，附上 GMAT 或 GRE 成績

1 年上課 + 1 年畢業管理專案

每年 11,000 歐元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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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C Paris School of Management
巴黎 HEC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創建於 1881 年的巴黎 HEC 商學院專注於管理學的教學和科研。作為於歐洲及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商

學院，巴黎 HEC 商學院為求學者及明天的領導者們提供獨具特色且完整的一系列教育課程：

精英學程（PGE）碩士課程：

˙ 管理學碩士 (MiM)
雙聯碩士課程：

˙ M2M 雙聯碩士，同時可取得巴西 FGV 商學院、香港科大商學院 HKUST 或耶魯大學管理學院  
管理碩士

˙ 管理與創新碩士（巴黎 HEC 商學院 – 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

˙ 管理與商業法碩士（巴黎 HEC 商學院 – 美國喬治城大學 – 巴黎第一大學）

˙ 管理與公共事務碩士（巴黎 HEC 商學院 –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 – 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

˙ 商務大數據碩士（巴黎 HEC 商學院 - 巴黎綜合理工學院）

一年制專業碩士課程 :
˙ 國際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 市場行銷（Marketing）/ 管理與金融經濟學（Managerial   
    and Financial Economics）/ 策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 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Innovation）

‧ MBA 課程（包括 MIF-MBA 雙學位）

‧ 博士課程（PhD）

‧ 在職進修課程（Executive Education Programs）
此外，巴黎 HEC 商學院在各類商學院排名中，始終維持領先地位：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公佈的排名，

該校在 2016 年歐洲商管學院排名第二，其管理學碩士在 2017 年排名世界第二。同時，該校早在

2000 年即成為法國第一所同時榮獲以下三項國際認證的管理院校：AMBA、EQUIS 及 AACSB。

1 Rue de la Libération, 78350 Jouy-en-Josas, France

Mrs. Nathalie NIESIEWICZ

+33 6 4742 6308

niesiewicz@hec.fr

www.hec.edu/Masters-programs

商業管理 / 法律 / MBA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Erasmus +) 合作學校

碩士 / 博士 / 暑期課程

需為應屆畢業生或具備學士文憑 / 線上申請（申請時段：10 月 / 1 月 / 3 月 / 4 月）/ 需附上

GMAT 或 GRE 成績 / 面試（skype）/ 無需法語基礎

1 至 3 年

視課程而定

法語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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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EG School of Management
IESEG管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IESEG 為法國前十大的商學院，以傑出的學程、國際化與高品質的研究實力聞名。該校有兩個

校區，分別位於巴黎與法國北方大城里爾（Lille）。除此之外，IESEG 更是全球 1% 同時獲得

歐洲管理發展基金 -EQUIS 與國際高等商學院協會高等管理教育認證 AACSB 雙認證的商學院。

在 2016 年，IESEG 的管理碩士（Master in Management）被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評選為世界前20名。在法國，IESEG是被譽為名校系統的高等專業學院聯盟（Conférence 
des Grandes Ecoles）之成員，成為法國最佳商學院之一。

IESEG 提供的學程有：

˙ 5 年一貫的菁英學程（Grande Ecole Program，高中畢業後進入。分為 Bachelor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和 Master in Management）
˙ 1 年制的理科（MSc）與企管 (MBA) 碩士班

˙ 3 年的國際企業學士班（Bachelor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暑期短期學分課程

˙ 高階企業管理人教育（EMBA）

˙ 特製課程（Tailored Programs）
˙ 提供外國學生從初學至進階的法語課

IESEG 有強而有力的國際教學資源，可從該校的幾項特色中窺知一二：姐妹校有 200 多所大學，

遍及 50 多國。80% 終身職的教授具有多元文化的背景和國際經驗 。該校將近 4,800 名學生中，

就有 2,090 位來自法國以外的國家。學生們享有到國外交換或實習的機會。該校也與超過 2,500
家企業建立合作關係。不論是學士或碩士班，IESEG 的學生都可從實習中獲得工作經驗。

3 Rue de la Digue, 59000 Lille, FRANCE

Mr. Marc PORTO

+86 138 1691 3699

m.porto@ieseg.fr

www.ieseg.fr

商業管理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Erasmus +)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學士 : 需具備高中文憑 / 碩士 : 需具備學士文憑

1 至 5 年

學士 : 9,500 歐元 / MBA : 24,000 歐元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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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pellier Business School 
蒙彼利埃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 排名前 5% 的商學院

˙ 擁有國際高等商學院協會 AACSB 認證

˙ 2014、2015 及 2016 年 被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評比為排名為全球前 50 名

的商學院

國際企管學士同時可取得下列文憑 :
˙ 澳洲墨爾本 La Trobe University
˙ 蒙彼利埃 IAE 管理學院

管理碩士文憑：2 年期間學生可取得國際認可的精英學程（GE）管理碩士！

如果您選擇就讀 <Alternance Track> 課程，學生可於第二年求學期間到法國企業工作，另外，學

費也可由企業贊助！

數位管理碩士 / 財務金融碩士 / 國際貿易碩士 / 行銷碩士 / 全球商務碩士：皆提供 15 個月之專業

課程，並讓您成為該行業之專業人士！

2300 Avenue des Moulins, 34185 Montpellier Cedex 4, France

Ms. Gaelle ENJALRIC

+33 6 3715 1649

g.enjalric@montpellier-bs.com

www.montpellier-bs.com

商業管理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Erasmus +)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學士 : 需具備高中文憑 / 碩士 : 需具備學士文憑

1 至 3 年

13,000 歐元起

法語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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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EC.COM

40 YEARS OF EXCELL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BACHELORS 

& MASTERS

•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  Finance

•  Marketing

•  Communication

•  Advertising

•  Media Production

Paris • Bordeaux • Lyons • Chambéry • Geneva • Monaco

London • San Francisco • Shanghai

INSEEC GROUP
高等經濟與商業研究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INSEEC 目標為提供學生一個多元文化、多元課程和校園，並讓學生去選擇他們自己的學習方式。

INSEEC 企圖在以下的學科領域成為高等教育中的頂尖學校：精品 - 時尚 - 觀光飯店管理、文化 -
藝術 - 媒體、行銷 - 傳播 - 財金、葡萄酒管理、企管碩士和博士班。

在創立 40 年後，INSEEC 給許多學生開啟了無限的機會。

14 Rue de Prony, 75017 Paris, France

Ms. Lei SHI

+ 33 6 2731 4391

lshi@inseec.com

www.inseec.com

行政 / 藝術文化 / 商業管理 / 資訊 / 人類與社會科學 / 媒體傳播 / 旅遊與飯店管理 / 財金 / 

行銷 / 葡萄酒 / 精品管理 / 時尚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Erasmus +)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 博士

需具備英文檢定 IELTS 6.0，法語檢定 TCF B2

學士 : 3 年 / 碩士 : 2 年 / 博士 : 3 年

7,000 至 12,500 歐元

法語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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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MA Business
School France
諾歐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諾歐商學院不僅歷史悠久且於法國甚至全歐洲排名成績更是有目共睹，是全球少數同時具備

EQUIS、AACSBA 與 AMBA 三項國際認證的學校。

本校課程相當多元化，涵蓋學士、碩士與 MBA 學程，且皆可採英語授課。遍佈各地的 51,500
位校友，組成了強大的全球化網絡。

1 Rue du Maréchal Juin, 76130 Mont-Saint-Aignan, France

Mrs. Pascale BAUDEMONT

+33 6 7408 8612

pascale.baudemont@neoma-bs.fr

www.neoma-bs.fr

行政 / 藝術文化 / 商業管理 / 精品管理 / 大數據 / 物流及供應鏈創業 / 市場和企業融資 / 媒體

傳播 / 旅遊與飯店管理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Erasmus +)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 博士 / MBA 課程

需具備良好英文程度 : TOEIC 800 / IELTS 6 / TOEFL 90

1 至 4 年

每年 10,000 至 45,000 歐元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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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is the ability
to translate
vision into

reality
Dare to see things differently, listen to your feelings and optimise  
your talent to succeed in a world where change is the only certainty.  
With over 140 years of expertise in the field, NEOMA Business School  
will help you develop your potential and become a responsible,  
innovative leader for tomorrow.
It’s time to redraw the lines... Are you up for the challenge?

www.neoma-bs.com
# hum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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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法國雷恩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法國最具國際化的管理學院：

˙ 91% 永久教職人員為國際人士，來自 34 個國家

˙ 4,330 位學生中，有 51% 為國際學生，擁有多元文化背景（超過 70 個不同國籍）

˙ 學士與碩士學程皆以全英語授課

˙ 提供國際學生法語及法國文化課程

˙ 雙語行政人員

˙ 與世界上 260 所大學簽締姐妹校

同時獲得法國三項商學院國際認證（AACSB, EQUIS & AMBA）的學校，同時獲得以下單位的認可：

˙ 法國高等教育部

˙ 法國 « 高等專業學院聯盟 »（Conférence des Grandes Ecoles）
˙ 台灣教育部

合作伙伴：

˙ 法國雷恩商學院與世界上許多企業建立了強而有力的合作關係，提供學生寶貴的國際職涯

發展機會

國際學生的接待服務：

˙ 協尋雷恩市（Rennes）的住宿

˙ 雷恩機場或車站接待新生

˙ 學生輔導機制

˙ 新生歡迎會和學生交流活動

˙ 協助學生完成行政與初到的安頓事宜

2 Rue Robert d' Arbrissel, 35065 Rennes Cedex, France

Ms. Shu BOURGEON

+33 2 9954 6355

+33 2 9933 0824

shu.bourgeon@esc-rennes.com

www.rennes-sb.com

行政 / 商業管理 / 媒體傳播 / 觀光與飯店管理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Erasmus +)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 博士

碩士：需具備學士文憑（需附上英文檢定成績）

1 至 2 年

16,500 歐元（2017 年理科碩士 MSc 入學）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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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MA Business School
SKEMA 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在法國政府和商會的大力支持下，SKEMA 商學院由著名的法國里爾高等商學院（ESC Lille）和尼斯

高等商學院（CERAM）於 2009 年合併成立。這是法國歷史上首次將兩間極具規模與影響力的學校

合併。SKEMA 的目標是以良好的教學資源來建立一個具有全球競爭力，且是首屈一指的商學院。

身為法國最具國際化且規模最大的商學院之一，SKEMA目前在全球已開設六大校區：法國（里爾、

巴黎和索菲亞 - 安提玻利斯），中國（蘇州），美國（北卡羅萊納—羅利 Raleigh）和巴西（貝洛

奧里藏特，Belo Horizonte）。學生可在這六大校區流動學習。這些校區均坐落於著名的商業聚

集的科技園區，為學生提供寶貴的學以致用機會和就業前景。

SKEMA 有傑出的教授提供教學，設置的學程有：學士（Bachelor）、ESDHEM 商校入學考試預

備班（學士學位）、理科碩士、專業碩士、管理碩士、博士，以及高階企業管理人學程。

以國際化教育為核心策略，SKEMA 的目標在透過讓學生發展自身在不同面像上的經濟知識，教

育出適合 21 世紀，能提出永續發展策略的決策者和國際人才。

SKEMA 的排名和國際認證：

˙ 金融市場與投資理科碩士：全球第 6 名（金融時報）

˙ 管理碩士：全球第 26 名（金融時報）

˙ 法國商學院 2017 年排名全法國第 7 名

˙ 全球 1% 同時獲得歐洲管理發展基金會（EQUIS）、國際精英商學院協會（AACSB）和企業管

理碩士協會（AMBA）三項國際認證的世界頂尖商學院之一

Pôle Universitaire Léonard De Vinci, Esplanade Mona Lisa – Courbevoie, 92916 Paris La 

Défense Cedex, France

Ms. Jade YANG

+86 512 6260 2865

jade.yang@skema.edu

www.skema.edu / www.skema-bs.cn

行政 / 商業管理 / 人文社會科學 / 觀光與飯店管理

學士 / 碩士 / 博士 / 高階企管碩士

視課程而定

碩士班 1-2 年，學士班 3-4 年

9,750 至 33,000 歐元

法語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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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louse Business School
圖盧玆高等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圖盧玆高等商學院已有超過百年的教育經驗，並旨在訓練未來商業界頂尖的領導者。

該校提供最前端的課程給學生，目前有 4,000 名學生及 2,000 名學生在該校進行進修教育。

且學校的課程也希望提供學生未來能具備分析能力、專業網絡及敏捷的反應以便適應現代創新的

工作環境。

目前 5 個校區皆位於重要城市，例如：法國土魯斯、摩洛哥卡薩布蘭加、西班牙巴塞隆納、法國

巴黎及英國倫敦；重點是該校也和全球其他頂尖商業學院或是跨國企業皆有合作關係。

該校提供許多不同學程給各個階段的學生，遍及學士、碩士、理學碩士、企業管理博士及 MBA
學程。而且這些課程可以多國語言授課，例如：法語、英語及西班牙語，同時涵蓋廣泛的課程領

域，如：商業、管理、財務金融及航空管理。

圖盧玆高等商學院同時也是法國高等專業學院聯盟（Conférence des Grandes Ecoles）的成員

之一，同時也是商業學院中，少數 1% 具有三大國際級認證：EQUIS（歐洲管理發展基金會）認

證、AACSB（國際高等商學院協會）認證及 AMBA （英國工商管理碩士協會）認證。

目前圖盧玆高等商學院已在全球具有超過 180 個合作大學，成為盧玆高等商學院學生一份子將

為您帶來卓越的學習經驗。

20 Boulevard Lascrosses BP 7010, 31068 Toulouse Cedex 7, France

Ms. Camille TRZASKA

+33 5 6129 5068

c.trzaska@tbs-education.fr

www.tbs-education.fr

商業管理 / 媒體傳播 / 旅遊與飯店管理 / 供應鍊 / 航太 / 財務金融 / 銀行 / 行銷 / 歐盟新伊拉

斯莫斯計畫 (Erasmus +)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 理學碩士 / 企業管理博士 / MBA

視課程而定

學士 : 3 年 / 碩士 : 2 年 / 理學碩士 : 1 年

視課程而定

法語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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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émie Internationale
de Coupe de Paris
AICP - 巴黎國際剪裁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擁有輝煌歷史傳統的巴黎國際剪裁學院，由數名專業手工裁縫師創立於 1830 年，一直源源不斷

為手工製衣業及成衣業培育男 / 女裝打版師、剪裁師、版型設計師等專業人士。

服裝版型師在服裝製作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主要職責是運用自身的知識及專業技術，

將服裝設計師的設計圖樣打製成紙樣，再依紙樣製作服裝原型初版。服裝原型初版經檢查後，服

裝版型師還要依據設計圖樣再三確認服裝原型初版是否忠於設計師的初衷，對其進行必要加工以

確認最終版型。

巴黎國際剪裁學院以教授其獨有的“ Vauclair - Darroux ＂幾何製版法為主。這套獨家研發的製版

系統既能滿足男 / 女裝版型師及高級定制專業人士的需求，又能迎合成衣服裝工業的要求。因此，

這套系統在向更簡潔的方向推進的同時，也在服裝版型的構造學方面，幾何學方面及數學分析方

面不斷的精益求精。

此外，該系統更可以解決在成衣業既講究精準度又兼顧效率性的特殊情況下，所衍生的棘手難題，

如 : 放碼、合體修正、變更樣式等。 

41 Boulevard du Général Martial Valin, 75015 Paris, France

Mr. Bernard LEVY

+33 1 4557 6060

b.levy@aicp.fr

www.aicp.fr

服裝剪裁

學士

需具備專業經驗或是學士文憑

9 個月

10,150 歐元

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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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 - Business School of Art, 
Culture, Luxury,Cultural
Heritage, Gemmology
EAC- 法國藝術文化管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拍賣經理、美術館館長、展覽館長、展覽製作人、藝術家經紀人、旅遊文化遺產總監、奢侈品品

牌經理人，學校具備 30 年經驗以及國家認可文憑，並為法國主要培育藝術市場、文化產業、奢侈

品與藝術市場管理的專業人才。來自全球的學生們可在該校就讀不同領域的課程；學士、碩士及

高階博士班，最後一個校區位於巴黎市中心及里昂，另一個高階 MBA 課程則可另選擇上海校區。

EAC - 法國藝術文化管理學院一直在歐洲及其它地區持續耕耘與擴展不同的合作伙伴，目前已遍

及文化機構、拍賣市場、美術館、法國奢侈品品牌，以及其他高等教育機構等產業。且該校學生

可於求學期間發掘自己的專業，且受益於 ERASMUS+ 計劃，學生們可交換到其他國家。再者，

該校也和全球許多學校簽訂姊妹校協議，所以學生於畢業時也可以取得不同學校的雙聯學位。

該校同是也是法國國立寶石學院，主要專精於寶石鑑定與分類部份。

自 2016 年該校加入 Ad Education 聯網（www.ad-education.com），此聯網集結了 7 間位於法

國及義大利的學校，其中一間位於法國的藝術學院（Ecole de Condé）主要設有環球設計、平

面設計、攝影及插畫等課程。

33 Rue de la Boétie, 75008 Paris, France

Ms. Zoé ADAM

+33 1 4770 2383

zoeadam@ecole-eac.com

www.ecole-eac.com / www.ingemmologie.com

藝術文化 / 商業管理 / 媒體傳播 / 奢侈品與藝術市場管理 / 文化遺產 / 寶石學 / 歐盟新伊拉斯

莫斯計畫 (Erasmus +)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 博士 / MBA

學士：需具備高中文憑 / 碩士：需具備學士文憑（修習 180 ECTS 學分）

MBA：需具備碩士文憑，或取得學士文憑並有 3 - 5 年相關工作經驗

一年

5,200 至 12,500 歐元

法語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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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AD / EnaMoMa Ecole 
Nationale de Mode et Matière - 
Paris Fashion School by PSL
國立裝飾藝術設計學院
國立時尚設計暨織品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由巴黎 PSL-Paris Sciences & Lettres 三位成員共同努力之下，法國第一所國立的時尚設計暨

織品學院（EnaMoMa）終於誕生。三位創始者分別包含以設計著稱的國立裝飾藝術設計學院

（EnsAD），以管理著稱的巴黎多菲納大學（Paris Dauphine），以工程、材料，生產，物流和

創新技術著稱的巴黎高科（MINES ParisTech）。得利於他們各自專業領域上的卓越成就，國立

時尚設計暨織品學院儼然已成為法國乃至全球在流行時尚設計領域的指標學府。

國立時尚設計暨織品學院提供的學程涵蓋碩士課程，暑期班與在職進修專班。未來將進而開設以

研究為導向的博士班。

該校提供高品質的訓練，所規劃的課程足以回應當代流行時尚業和紡織業可能面臨的任何生產線

或行銷上的問題。

受益於國立裝飾藝術設計學院的資源：兩世紀的歷史，獨一無二的教學模式、1 個國家認證碩士

文憑，1 間教學研究實驗室（EnsadLab），18 間專業技術工作室，1 所展覽館、1 所圖書館、1
間材料庫、121 個國際建教合作單位、50 間企業合作夥伴。

31 Rue d'Ulm, 75005 Paris, France

Mrs. Laurence PIETTE

+33 1 4234 9809

laurence.piette@univ-psl.fr

www.ensad.fr / www.enamoma.fr

藝術文化 / 時尚流行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劃（Erasmus+）合作學校

碩士 / 博士

需具備流行、服裝設計相關學士文憑

碩士 : 兩年

每年 15,000 歐元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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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ART International
巴黎國際時裝藝術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前進花都巴黎，學習時尚、設計以及管理 !!!

校區鄰近艾菲爾鐵塔，巴黎國際時裝藝術學院（MOD' ART www.modart-paris.com）與巴黎視

覺藝術學院（Paris School of Visual Arts VISART www.visart-paris.com）聯合提供時尚、設計以

及管理課程，每年接待超過 800 名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四十個不同國家。

提供以下英語或法語授課學程，文憑皆經法國政府認可 :
學士 : 流行設計、視覺傳播、管理

MBA: 時尚管理、精品管理

分校遍佈世界各主要城市，如 : 上海、利馬、布達佩斯、聖彼得堡、倫敦、雅典、柯倫波、胡志

明市等。

35 Quai André Citroën, 75015 Paris, France

Mr. Alfred MAHDAVY

+33 1 5839 3660

alfredmahdavy@gmail.com

www.mod-art.org

行政 / 藝術文化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劃（Erasmus+）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課程

需至少具備高中文憑

2 至 5 年

每年 8,000 至 9,000 歐元

法語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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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mage and Sound
3iS - 法國國際音像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擁有一萬四千平方公尺的校地，分布在巴黎和波爾多，3iS 國際音像學院不僅有良好的聲譽，也

是歐洲第一所完全專攻在創意產業的高等教育機構。

來到 3iS 學習，您可享有：

˙ 自 1988 年開始，由專業人士指導與規畫的教學

˙ 教學法是基於專業訓練和實際職場狀況來設計。學生將有許多從事專業工作的機會：工作坊、 
音像製作、與業界合作案、密集培訓課

˙ 六個學系，領域皆涉及影像和聲音：提供國際學生的法語學習班 （FFL）; 學士班有電影暨電

 視節目製作、動畫和遊戲、表演藝術暨活動規畫 ; 碩士班則是創新產業管理。

˙ 學生身處於具有專業技術配備的學習環境中。每年 3iS 投資預算在添購新的設備，讓學生可以

在最佳的環境下學習。

4 Rue Blaise Pascal, 78990 Elancourt, France

Mr. Sébastien LE BELZIC

+33 6 2108 2508

slebelzic@3is.fr

www.3is.fr

文化 - 藝術 / 媒體 - 傳播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Erasmus +)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學士 : 需具備高中文憑 / 碩士 : 需具備學士文憑

3 至 5 年

10,000 歐元

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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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e Lenôtre
雷諾特廚藝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由加斯頓 ˙雷諾特先生創立於 1971 年，雷諾特廚藝學院是世界上最負盛名的廚藝學院之一，提

供的高級甜點與烹飪訓練課程符合法國與世界專業人士的要求。

每年有超過 3,000 名來自法國本地與世界各地 100 多個國家的學生慕名前往雷諾特廚藝學院精

研專業技術，同時學習法國料理的藝術與文化；學校年年創新，提供與時俱進的專業課程，以達

食品工業專業人士的期待。

二十幾年來，為期 24 週的雷諾特「大師班」使美食愛好者可密集、快速地獲得專業技能訓練並

取得學校頒發的證書。

自 2014 年 9 月開始，本校更開發為期三個月的專業甜點學士班“Bachelor Pâtisserie＂，使餐

飲從業新手不僅可精進專業技能，更能取得相關文憑以確保未來發展。

40 Rue Pierre Curie, 78370 Plaisir, France

Mrs. Nadine LECUYER

+33 1 3081 4634

admission-chine@lenotre.fr

www.lenotre.com

甜點、烹飪與美食料理課程

學士與碩士

無

3 至 12 個月

19,800 歐元起

法語



France

56

VATE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 Hotel & Tourism 
Management
Vatel-瓦岱爾國際酒店與旅遊
管理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Vatel Bordeaux 校區於 1994 年設置在法國傳統紅酒交易的鄰近地區，且該校已累積 40 年專業

教學經驗，並與國際兩間最知名的飯店管理與旅遊產業是合作伙伴。同時該校也為學生提供量身

打造且具高水準之課程。

4 Cours du Medoc, CS70093 - 33070 Bordeaux, France

Mr. Patrick Andrew GARRIDO

+33 5 5601 7808

admissions.bordeaux@vatel.fr

www.vatel-bordeaux.com

旅遊與飯店管理

學士 / 碩士

學士 : 需具備高中文憑或是大學學力測驗 ( 需附上英語檢定 TOEFL iBT 80 / IELTS 5.5 / 劍橋

CPE B2 ) / MBA : 需具備學士文憑 ( 任何領域皆可，需附上英語檢定 TOEFL iBT 90 / IELTS 6.0 

劍橋 CPE B2 )

學士（BA）：3 年 / 碩士（MBA）：1.5 年

學士（BA）：10,500 歐元 / 碩士（MBA）：11,700 歐元

法語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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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ANDI Paris 
費杭迪高等廚藝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巴黎費杭迪高等廚藝學校在法式料理與飯店管理領域皆佔有領先的地位。

從職業證照到碩士學位，費杭迪高等廚藝學校提供的課程相當多元化，不僅受國際學生青睞，亦

深受法籍學生喜愛，大巴黎地區（涵蓋巴黎市及郊區 Jouy-en-Josas 和 Saint Gratien）以及波爾

多校區共有 2,500 名學生。

本校提供高品質的廚藝以及飯店管理課程，聘用專業師資，注重實務訓練，相當適合計畫於餐飲

業或飯店管理領域發展的學生。

學校著名科系 : 法式料理、法式甜點、法式烘焙、F&B 飯店管理，餐飲管理以及創業班

28 Rue de l'Abbé Grégoire, 75006 Paris, France

Mrs. Adrienne Burton LORITE

+33 1 4954 1845

ferrandi-international@ferrandi-paris.fr

www.ferrandi-paris.fr

藝術文化 / 旅遊與飯店管理 / 廚藝課程 / 烹飪藝術

學士 / 碩士 / 學校證書

需具備高中文憑

1 至 3 年

10,000 至 21,000 歐元

法語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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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COLE FRANÇAISE DE LA GASTRONOMIE  
 & DE MANAGEMENT HÔTE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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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 Paul Bocuse
保羅博古斯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保羅博古斯學院是在飯店和餐飲管理領域中的國際菁英學校。多虧於本校兩位具有遠見且身

賦傑出經歷的共同創辦人 – 廚藝界的國際巨星、獲得超過 50 年米其林三顆星的世紀主廚 Paul 
Bocuse 先生 ; 以及管理者與創業家典範，且全球知名飯店集團 Accord Group 的創辦人 – 
Gérard Pélisson 先生，保羅博古斯學院的名聲享譽全法國與國際間。本校的目標是將這兩位創

辦人對職業的熱情、創新能力與現代視野傳授給學生。教授的課程內容也會依產業的變遷來調

整，以訓練出未來可以面對挑戰的學生。

本校的師資為 140 位合格且跨領域專業的永久聘僱之教授與專業人士組成，由他們傳授給學生

在飯店與餐飲事業中的國際經營經驗，其中 40 位為具有博士學位，同時在學術與產業界皆有專

業知識。

本校的餐飲教育基礎是建立於超過 20 位具有永久主廚身份的專業人士之教學，包含榮獲法國最

佳工藝師（Meilleurs Ouvriers de France）的團隊。此外，本校也有超過 150 位來自世界各地的

專家是我們的夢幻教學團隊之成員。學生可藉由從這些專家豐富的專業經驗中去學習，以創造出

自己的廚藝風格 !

Château du Vivier, 69131 Ecully Cedex, France

Ms. Myriam MARESCOT

+33 4 2620 7171

myriam.marescot@institutpaulbocuse.com

www.institutpaulbocuse.com/en/

商業管理 / 觀光與飯店管理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Erasmus +)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 博士

視課程而定

視課程而定

1,100 至 27,000 歐元

法語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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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ordon Bleu Paris
藍帶國際廚藝餐旅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成立於 1895 年，藍帶國際廚藝餐旅學院教授超過 120 年歷史的法餐技巧與專業知識。藍帶在全

球 20 個國家有 35 所分校，在世界上的餐飲與飯店管理學校中扮演著領頭羊的角色，每年教授

超過一百多個國家的學生。

藍帶提供的課程有：餐飲證書課程，飯店暨觀光管理的學士、碩士和 MBA 班。

本校於世界各地的分校都座落於最繁華的城市，每間分校都扮演著推廣法國廚藝和當地國家飲食

文化的角色。

藍帶的法國巴黎校區位在艾菲爾鐵塔和塞納河旁，提供廚藝、飯店管理、品酒等領域之課程。依

據每個課程，巴黎校區每年最多有六個入學時間點。課程皆以法語和英語同步進行。

在廚藝課程之外，學生也有機會上法語課，甚至可以在課程的架構之下完成一個甚至多個實習。

我們期待在藍帶巴黎校區與您見面 !

13-15 Quai André Citroën, 75015 Paris, France

Mr. Sean LIN

+86 136 0167 0398

slin@cordonbleu.edu

www.cordonbleu.edu/paris

觀光暨飯店管理 / 餐飲管理

學士 / 學校證書

需具備高中文憑

5 個月至 3 年

視課程而定

法語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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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Kingdom

UNITED
KINGDOM
英國
英國教育制度系統簡介

英國一直是許多留學生的首選國家之一。集學術、藝術、歷史、設計、科技與現代美學於一身的

英國，無論你是學生或是在職人士，英國多元的課程及豐富的文化內涵肯定能夠滿足你的需求。

以下為你介紹英國的教育制度，希望能幫助你順利完成英國留學夢。

已就讀
學年

課程
內容

年齡
(歲)

年齡
(歲)

年級
(台灣)

年級
(英國)

普通教育

GCSE(主修八至十科目)
(英文、數學、理化、社會、歷史、音樂⋯等
 十科)

碩士學位

主修五至八科目
(英文、數學、理化、社會、歷史、音樂⋯等) 
Secondary Level

學士學位
(文學士和理學士)

A-Levels 包括
AS (第一年四至五科)
A2 (第二年三至四科)

Year 1            7            小學一            5           小學一
Year 2            8            小學二            6           小學二
Year 3            9            小學三            7           小學三
Year 4           10           小學四            8           小學四
Year 5           11           小學五            9           小學五
Year 6           12           小學六           10          小學六

Year 7           13           國中七           11          中學一 Form 1
Year 8           14           國中八           12          中學二 Form 2
Year 9           15           國中九           13          中學三 Form 3

Year 10         16           高中一           14          中學四 Form 4

Year 11         17           高中二           15          中學五 Form 5

Year 12         18           高中三           16          高學一 Lower 1

Year 13         19           大學一           17          高學二 Upper 6

Year 14         20           大學二           18          大學一

Year 15         21           大學三           19          大學二

Year 16         22           大學四           20          大學三

     23           研究所           21          研究所



United Kingdom

64

GCSE 是英國學生一般在 16 歲時完成義務教育，離校前必須參加的主要國家考試。學生在

GCSE 為期 2 年的課程中修讀 8-10 個科目。A-Levels 課程一樣為期 2 年，學生通常修讀在

GCSE 中表現優異或是符合自己興趣領域的科目。第一年主修 4-5 個 AS-Level 科目；到了第二

年（又稱為 A2）則選擇 3-4 個與學生未來想就讀大學科系的相關科目 ( 例如想申請醫學院多會

選擇數學、化學及生物 )，在完成 A-Levels 課程後參加 A-Levels 考試，並以考試成績為依據來

申請大學。

IB 課程最初是為世界各地 16 至 18 歲的學生開設的國際通用高中資格課程，包括英國在內的

絕大多數國家，都根據這項標準而訂定高等教育的入學門檻。在為期兩年的學習過程中，學生

要學習各三門相當於 A-level 和 AS-level 程度的課程，並針對其中的一個科目來撰寫一篇的論

文，此外還要參加一門知識理論課程及課外活動。

英國大學教育規劃從 1 至 4 年都有，因應不同的課程而有不同的年限

˙ 國家高等教育證書（HNC）：一年。

˙ 國家高等教育文憑（HND）、基礎學位課程（Foundation Degree）、

    高等教育證書課程（Dip HE）：二年，若含一年業界實習，則為三年。

˙ 學士學位課程：三年 ( 蘇格蘭地區則為四年 )，若含一年業界實習，則為四年。

    蘇格蘭地區大學則因其悠久傳統的關係，在學士學位授與常見使用〝  masters 〞，像是人文、 

    社會科學學科（如 MA），實際上是指學士學位。

英國中學課程 ( GCSE 和 A-levels )

國際高中畢業考試課程 (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簡稱 IB )

英國大學課程

英國的大學除了台灣熟悉的學士學位，還提供英國的高等教育文憑及證書課程（HND、

HNC）和基礎學位（Foundation Degree）等。台灣大多數高中畢業生必須先完成英國大學銜

接課程，方可就讀英國大學課程。英國大學一般多為三年，蘇格蘭地區則為四年。

英國高等教育簡介

英國中學向來以其高品質的教育水準與安全嚴謹的學習環境著稱。在英國，有超過 2,400 所的

私立寄宿中學接受 7 歲至 18 歲來自海內外學生的申請，所有的學校均提供現代化的教學方式

與最新的設備，同時不忘將傳統的英國風範教予學生。

英國中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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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銜接課程可以幫助國際學生銜接未來想要就讀的英國大學學位課程，課程設計是用來補強

英語或學術研究能力等。

研究所證書 / 文憑課程 ( PG Certificate / PG Diploma：PGCE, PG Dip, PG Cert )
以授課式課程為主，修業期間多在一年之內，具有銜接碩士課程的作用。研究所證書或文憑課

程與碩士課程兩者之主要差異在於就讀證書或文憑課程者無須繳交論文，除此之外在教學內容

及評量方式等方面大致相同。

授課式碩士學位課程 ( Taught Master's：MBA, MA, MSc, Med, LLM等 )
授課式碩士課程修業期間通常為一年，台灣學生大多就讀此一年制碩士課程。英國的學制為三

學期，授課式碩士第一和第二學期結合授課、分組討論、個人自修等上課方式，第三學期則須

進行研究，撰寫畢業論文或報告。授課式碩士課程主要是以學期考試﹑課堂作業及學位論文等

方式進行評量，各項成績皆達標準者方可取得碩士學位。

研究式碩士課程 ( Research Master's：MPhil, MRes等 )
研究式碩士修業期間通常為一至三年，學生不必修課，修業過程純係個人與指導教授間的研究

與討論，結業時亦須提交論文。研究式碩士課程較適合已具備部份研究經驗並已擬定研讀領域

之學生。

授課式博士學位課程 ( Professional / Taught doctorate: EdD, DBA, ClinPsyD, EngD等 )
修業期限視各課程性質而定，通常至少三年。課程著重專業學科領域，針對已有工作經驗的在

職人士所設計。除了研究也必須修課並撰寫學位論文。

研究式博士學位課程 ( Research doctorate：PhD, DPhil )
修業期限至少三年，一般多在三到四年內取得學位。學生在教授指導下進行研究，並利用時間

參與學術活動如研討會。註冊為 MPhil 的學生，達到系所要求後可在第 2 年轉為博士生。

新路線博士課程 ( New Route PhD )
新路線博士課程結合了研究與教學，在訓練學生的研究能力之餘也提供課程以加強其專業知識

技能，進而幫助學生順利完成博士論文，修業期間通常為四年。

國際學生大學銜接課程 ( 又稱預科 )

英國研究所課程



United Kingdom

66

目前英國語言課程主要可分為以下幾種。

一般英語課程 ( General English )
課程的教學對象是針對工作需求和日常生活而學習英語的人，課程涵蓋層面非常廣泛，涉及各

種日常生活用語，例如購物、預訂機票和在餐館點菜等。課堂上老師鼓勵學生透過角色扮演、

遊戲和課堂討論等方式練習說英語。除此之外，還有語法和辭彙課，教學方法十分生動有趣。

英語考試準備課程 ( IELTS, TOEFL, Cambridge ESOL Exams )
藉由國際認可的英語考試準備課程 ( 如：IELTS / TOEFL / CAMBRIDGE EXAM 等 )，讓想要進

入大學就讀的學生，可以取得英語能力的證明。除了加強學生學術英語，還能練習考試技巧，

增強學生信心。此外，這些考試也可獲得許多國際企業的認同。

專用英語課程 ( ESP -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
主要是教授各種工作中所需要的專用語言和辭彙，學生通常已經具有一定的英語能力，但由於

學習或工作的需要，仍須進行專門的英語訓練。這類課程的學習重點在於培養特定的職業場合

所要求的語言技能，例如：電話交談、報告撰寫、簡報技巧、談判溝通及運用複雜的技術語言等。

英語外語教學課程 ( TEFL ) 及針對非英語系國家的英語外語教學課程 ( TESOL )
這類課程是為有意從事英語教學或已經具備英語教學經驗者所設計的訓練課程。完成英語外語

教學課程（TEFL）者，具備有在英國或其他非英語系國家教授英語的資格。 

英語語言課程簡介

Study UK 留學英國官網：study-uk.britishcouncil.org
英國文化協會粉絲團：www.facebook.com/BritishCouncilTaiwanArtsEducation
英國文化協會官方網站：www.britishcouncil.org.tw
電子信箱：studyuk.taiwan@britishcounci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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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Council
英國文化協會

地址

電子信箱

網址

110 台北市松高路 9 號 26 樓

enquiries@britishcouncil.org.tw

britishcouncil.org.tw

推廣英國文化交流並創造教育機會的國際組織

英國文化協會創立於 1934 年，為英國專責推廣文化關係並創造教育機會的國際組織，在全球超

過 100 個國家及地區，藉由創意與知識的交流，促進不同族群與文化之間的信任與合作。

我們於 1996 年在台灣成立，致力於建立英國與台灣之間的互惠合作關係，服務的內容包括：

˙ 透過教育展及線上諮詢，提供免費、專業及客觀的英國留學相關資訊。

˙ 推動教育、英語學習、科技及藝術領域的合作交流。

˙ 依據國際歐洲協會學習評量分級架構，針對國際語言認證考試，提供優質英語學習課程，包

含兒童及青少年、成人、雅思考試準備課程和企業培訓。

˙ 針對不同年齡層及使用族群，提供互動式免費英語學習網站。

˙ 舉辦 IELTS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及其他英國相關考試。

更多訊息，請瀏覽英國文化協會網站 www.britishcouncil.org.tw

服務項目 備注 聯絡資訊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課程諮詢、學生事務服務、

分級測驗預約及課程註冊

信義英語教學中心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6 號 2 樓之 1、2
電話：02 8722 1000

石牌英語教學中心

地址：台北市石牌路一段 188 號 7 樓 
電話：02 2828 1277

電子郵件：

english.courses@britishcouncil.org.tw

IELTS 雅思考試和多國學

術及專業考試服務

通訊報名確認、專業團體、教育

機構及組織舉辦各類學術及專業

考試聯繫

電話：02 8722 1039
線上報名網址：www.ieltstest.org.tw
電子郵件：exams@britishcouncil.org.tw

留學英國教育諮詢
回覆時間約需 3-5 個工作天

( 不含週末及例假日 )
電子郵件：

studyuk.taiwan@britishcounci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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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文化協會致力推廣優質的英語教學及認證，與台灣教育部及教育局合作推動中小學英語教師

培訓計劃，提供高品質英語課程，並推廣 IELTS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協助大眾提升英語能力並取

得國際英語能力認證。

英國文化協會積極在台灣推廣優質英語教學，與台北縣市教育局合作舉辦英語教師及校長英語培

訓，推廣資訊科技融入英語教學，並與北高兩市教育局合辦寒暑假兒童英語體驗營，讓孩子不用

出國也能體驗海外遊學。同時於台北開設兒童與青少年英語、成人英語、IELTS 雅思考試準備課

程與商業英語課程，以國際認證外籍師資、互動式電子白板及實境溝通等創新教學，提供符合學

員需求的課程內容，建立學員使用英語的自信與能力，累積高品質的學習口碑。

IELTS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是全球認可的英語能力檢定考試，目前除了被英國、澳洲、紐西蘭、加

拿大及歐洲等國家廣泛採用之外，美國也有超過 3,700 所大學院校採納 IELTS 雅思成績，包含常

春藤聯盟及麻省理工學院、排名前 25 名的頂尖知名學府。英國文化協會為 IELTS 雅思官方考試

中心，每月在北、中、南各地定期舉辦考試，並設有 200 多個授權報名中心及 24 小時全年無休

的「IELTS 雅思線上報名系統」www.ieltstest.org.tw 方便民眾報名。凡報名英國文化協會 IELTS 
雅思考試的考生，可獲得獨家免費的 30 小時 IELTS 雅思線上模擬練習 - 「雅思之路」。

廣受國際信賴的英語教學及認證機構

英語課程

IELTS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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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ey DLD Group of 
Colleges

簡介

Abbey DLD 學院提供你絕佳的機會進入英國的頂尖大學就讀，每年有數以百計渴望追求成功的

國際學生來到英國與我們一起學習。

三個學院分別位於劍橋、Manchester、倫敦，皆提供量身制定的教育設計，讓學生開啟成功的

未來，其中包括進入英國最知名的大學就讀。

本校課程包含普通中等教育證書課程（GCSE，入學年齡為 14 歲）、提供超過 30 種學科的普通教

育高級程度證書課程（A Level）及大學先修課程（入學年齡為 17 歲）。

為何選擇本校 ?
˙ 大學升學

本校採取量身制定的小班制教學，在申請大學過程中提供個人化輔導與支援，引領本校學生取

得出色的考試成績及獲得頂尖大學的入學許可。2016 年我們有 52% 的國際學生在 A-level 得到

A*-A 的分數，並繼續進入頂尖大學就讀課程。

˙ 成功職涯所需的技能

學習如何進行批判性思考、敏銳分析及清楚地表達出來，有助於你在競爭激烈的全球環境中獲得

成功，透過一對一輔導及有教師指導的自修課程來量身制定教學方式，本校培養獨立學習以邁向

成功的職涯。

˙ 優質的設施及世界一流的地點

三個學院緊鄰世界最優秀的大學與全球企業，提供極佳的文化體驗。優質的校舍與設施，包含最

先進的設備、24 小時的保全、宿舍管理員及高速網路。對於喜歡家庭環境的學生，可選擇經驗

豐富且經過審核的寄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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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erbys College

簡介

Study Group 是一個全球領導者，透過轉化學習經驗，讓學生做好準備取得學業成功與滿意的職

涯。我們為學生量身制定高等教育、語言學習、線上學習等課程，從高中到終生學習者都很適合。

Study Group 不僅經營自己的學院，也與英國、歐洲、北美及澳洲的頂尖大學合作。我們的學院

培育多元學術背景的學生，協助他們於所選大學中順利發展，並透過與頂尖大學合作的國際學習

中心（ISC）提供校內和校外教育。我們的銜接課程提供大學生所需的語言、學術與社交技能，進

而在全球社會獲得成功，Study Group 的語言與職業課程為學生創造機會實現學術或專業目標。

每年我們的全球招生團隊招收來自 170 個國家、超過 63,000 名學生，與本校合作的大學都相信

我們能夠為該校提升國際化、招收多元學生，並讓學生順利升學發展，這些大學便能持續專注於

學術卓越。更多學校資訊請至 www.studygroup.com。

Cardiff Sixth Form College

簡介

Cardiff Sixth Form College 連續 7 年名列英國頂尖寄宿中學，並以優異學生表現在獨立第 6 級

中學（Six Form College，招收 15-16 歲學生，以升學為主）蟬聯冠軍（UK Education Advisers' 
Awards：www.best-schools.co.uk）。同時也在英國知名媒體 The Telegraph 和 The Times 發布

的英國中學 A-Levels 考試成績排行榜奪冠。

2016 年本校 93% 的學生在 A-Levels 考試取得 A*-A 級分， 近全體（99%）學生 考取 A*-B 級分。

我們的學生因此能進入頂尖大學就讀醫學、獸醫、法律和經濟等入學條件較高的科系。例如：

2016 年有 18 位學生進入劍橋大學、16 位進入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 倫敦大學學

院）、14 位入讀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LSE 倫敦政經學院）、10 位 Imperial College 
London（倫敦大學帝國學院），並有 8 位選擇位於香港及中國的大學就讀。

本校最近也加開了新的創新創業課程（A-Level Entrepreneur Programme），幫助想在未來

就讀商科的學生做準備，還有一學期的體驗課程（One-Term Taster Course）、暑期學術課程

（Academic, Oxford Preparation and Medical Preparation）以及國際進修營（international 
Study Camps），這些課程皆提供密集的英語語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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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John's College, Cardiff

簡介

St John's College Cardiff 是位於英國威爾斯首府 Cardiff 的一所頂尖私立中學，男女合校，接受

3 至 18 歲的學生，以卓越的升學考試成績和學生關懷著稱。本校資深與優秀的教職員對於學生

表現亮眼功不可沒，他們能夠帶領從兒童到青少年不同時期的學生，在各個科目學習和課外活動

發揮實力達成目標。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全方位的發展― 從智慧、品德、心靈、美感、健康到社

交等層面，而這也是做為一所教會學校所奉行的宗旨。St John's College Cardiff 的學生在課堂

及作業的付出、運動項目參與和競賽、高水準的音樂演奏，及他們在戲劇和辯論的表現等，也占

了相當重要的分量。

我們歡迎來自各地的學生加入我們，進入一所在威爾斯甚至是英格蘭也知名的私立中學。St 
John's College Cardiff 因提供孩子們最好的教育不斷精進，致力培養孩子們發展成為富有熱情、

責任心、具有能力又正直的青年世代。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簡介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UAL）是歐洲規模最大的藝術與設計專業大學，也是體現創意的

大學。UAL 由六所知名的學院所組成，每個學院皆有悠久歷史，並產出優異作品而享譽全球。

六個學院共同構成一個充滿活力的藝術社群，具專業創意的師資包括藝術家、攝影記者和遊戲設

計師。

六個學院包括：Camberwell College of Arts、Central Saint Martins、Chelsea College of Art、
Londo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Wimbledon College of Art

UAL 的課程設計在於激發創意思考，並在支持性的培養環境下培育人才。學生將會拓展視野，

受到新思維的啟發，並與不同文化傳統的人士合作。在這裡可以認識新朋友、嘗試新事物、發現

意外的才能、生活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在倫敦求學讓你對藝術與設計產生一個獨特的

觀點，這裡有著快閃店、街頭藝術與表演空間等繁榮文化，讓這座城市的面貌不斷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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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h Spa University

簡介

Bath Spa 大學是一所頂尖的教育機構，在創意產業方面特別強調創意、文化、企業經營、教育，

作為一所中型規模的大學，學生生活在關係緊密且友善的社群，並與導師保持聯繫。本校擁有來

自 80 個以上的國家、約 7,000 名學生，就讀學士學位、碩士學位與博士學位課程。

本校奠基於長期良好的聲譽，目前普遍被認為是大學和研究所的高品質、卓越教學中心，並為

英國學生和海外學生提供高品質的學習經驗。我們專注於創意、文化和企業經營，本校也是

2014/15 年“ Which ? ＂大學排名英國前六的創意大學之一。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簡介

Birmingham 大學是一所公立的研究型大學，位於英國 Birmingham 的 Edgbaston 地區。本校在

1900 年獲頒英國皇家特許狀，成為英國第一間以平民教育為宗旨而成立的大學。我們是一所紅

磚大學，也是英國羅素大學集團與國際大學組織 Universitas 21 的創始成員。

本校由五個學院所組成，包括：藝術與法律、工程與物理科學、生命與環境科學、醫學與牙醫科

學、社會科學以及文學院。

本校的教學品質與學生滿意度聲譽優良，並在 2016 年泰晤士報優良大學指南中被評為畢業生就

業最佳的年度大學。

我們是一所大型的校園大學，目前擁有超過 30,000 名學生，其中有來自將近 150 個國家、5,000
名國際學生，這些學生有不同的專長和文化影響力，形成一個多元的國際社群。



United Kingdom

74

University College 
Birmingham

簡介

University College Birmingham（UCB）為高等教育院校，提供卓越教學並培育世界各地的學生。

UCB 擁有學術專業知識、產業知識和技術，讓未來的管理者在當今瞬息萬變的市場中擔任高級

職位。

本校提供以下課程：

˙ 商學與行銷管理

˙ 餐旅與觀光管理

˙ 活動管理

˙ 機場管理

˙ 烘焙與烹飪藝術管理

˙ 教育與社區 ( 社會照護 ) 管理

˙ 運動與治療管理

˙ 美容與 Spa 管理

我們大部分的課程都是由英國頂尖大學之一的 Birmingham 大學所核可，造就本校高水準的教學

成果。

UCB 是技職導向的高等教育院校，能讓我們的學生在國際市場上脫穎而出，本校招募的教職人

員具備非常成功的業界背景，藉由授課傳達理論應用到業界實務，給予我們的學生競爭優勢。

本校許多課程提供業界實習和參與實際專案的機會，其中有很多機會位在海外地區，學生要面臨

的挑戰是將所學應用到實際情境。

我們誠摯歡迎所有到 UCB 就讀的學生，加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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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簡介

Birmingham  City 大學結合創新教學與學習，提供學術和專業的學生支援，並與一些英國主要雇

主建立合夥關係。我們致力於為學生培養雇主所需的技能與經驗，根據 2013-2014 年 DLHE 高

等教育畢業生就業去向調查，有 93% 的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後找到工作或繼續進修。

本校重視實務導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學習，提供最先進的設施與實務經驗。我們享有將近 40 個

專業認證，並與一些英國主要雇主合作，提供企業內部的訓練發展課程，獲得優良聲譽。

本校來自業界的教學人員，由於與業界保持聯繫，保證讓你能深入了解最新觀點。我們也透過首

創的學生就業機構 OpportUNIty，提供校內工作給學生，讓你有機會得到實務工作經驗。

我們以學生為中心，並提供最好的機會幫助他們在未來有成功的職涯發展。因此我們專職且獲獎

的學生服務團隊，包括創新的 Student Academic Partners 計劃，讓學生和教職員們一起為教學

找到更佳的方向。

本校目前正進行一項高達 2 億 6 千萬英鎊的校園改造計劃，已經啟用的包括我們給設計及媒體科

系學生的 Parkside 大樓，還有供商業、法律、社會科學及英語學習使用的 Curzon 大樓，座落於

市中心校園的新圖書館等設施。在 2017 年還會陸續落成的有音樂戲劇學院等，分布於市中心和

我們的 City South 校園。

本校的研究人員與學生所從事的研究，不僅充實我們的課程，更改變了世界，在 2014 年研究卓

越架構 (REF) 中，我們有 90% 的研究成果被評為具有卓越的影響力或相當重大程度的影響力。

我們也因參與並與當地社群合作而知名。我們有來字當地與附近地區約 23,500 名學生，並有超

過 2,600 名來自 80 多國的國際學生包含歐盟區學生，他們深受這個龐大學生族群多元又豐富的

特質的吸引。

本校自 1843 年成立以來，在這座城市持續推展職業教育，接著在 1992 年取得大學地位。2007
年更名為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反映了我們對這座城市的承諾，我們也以這座城市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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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簡介

星期日泰晤士報形容 UCL 為世界著名的知識巨擘，本校也是全球頂尖的跨領域大學之一，在學

術界的教學與研究品質享譽國際。UCL 一向被評為英國頂尖大學之一，也是全球排名前 10 的大

學。 

UCL 的教學是以研究為導向，本校在充滿活力與挑戰性的學習環境下，不僅提供的課程反映最

新的研究成果，也特別注重小組教學的方式。此外，在 2014 年研究卓越架構（REF）中，UCL
是研究實力排名最高的英國大學，我們提供的所有學科皆取得優異的表現，包括生物醫學、科學、

工程、建築與環境、教育、法律、社會科學、藝術與人文。另外，本校校友及曾任本校教職人員

之中，也有 29 位諾貝爾獎得主。

UCL 是倫敦的全球大學，致力於尋求解決重大的全球性挑戰。本校吸引傑出的教職人員及來自

世界各地的優秀學生， 約 40 的學生來自英國以外的 150 個不同國家。

UCL 透過培養學生的技能與就業力，支持與提高學生的未來目標，本校的職涯服務專門為國際

學生提供支援，我們的育成中心（UCL Advances）也提供各式各樣的方式讓學生了解如何創業

或擴展事業。

UCL 位於倫敦市中心，許多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及歐洲的專業機構都集中在學校附近，如

此有助於提升你的學習，在倫敦生活與求學提供絕佳的人脈、職涯、社交、休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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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ntry University

簡介

Coventry 大學是泰晤士報年度大學，也連續 2 年在英國排名第 15 名，擁有來自 130 個國家、

超過 8,000 名學生，提供各式各樣的課程如建築、物理治療等，在這裡將得到絕佳的機會發掘你

的未來。

以下是學生選擇就讀本校的一些理由：

我們認為就讀大學對未來是一項投資，並為就業做好準備，本校透過職業設計的課程、與世界級

企業合作如 Jaguar Land Rover 汽車、微軟，以及結合一流的教學與學習設施，保證讓學生在畢

業時做好準備進入業界。根據 2013-2014 年 DLHE 高等教育畢業生就業去向調查，我們有 95%
的畢業生在畢業後找到工作或繼續進修。

本校致力於確保學生能運用最佳的資源與設備以獲得實務經驗，因此我們目前投資 4 億英鎊於全

新設施，包括斥資 5,500 萬英鎊的工程、環境與計算機學院，裡面設備包含一架獵鷹式戰機、飛

行模擬器。我們也投資 6 千萬英鎊在新的健康與生命科學大樓，裡面設備包含一間先進的大型實

驗室（Super Laboratory）與一台救護車，預計明年年初開放使用。

我們最大化學生的上課時數，優先投資教學師資，讓學生獲得最好的學習經驗，我們的教職員與

學生比例為 15:1，意即學生隨時能得到所需的支援與指導。

位於英國中心的 Coventry，距離倫敦僅 1 小時的路程，在 2015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票選為全

球前 50 的學生城市。本校在這座歷史悠久與充滿活力的城市中心，Coventry 擁有豐富的藝術、

文化、歷史文物、運動及許多活動，絕對令你流連忘返，這座多元文化的城市不僅友好、安全，

並且生活消費實惠，成為最適合學生的城市之一。

De Montfort University

簡介

De Montfort 大學（DMU）是一個充滿活力、多元文化的創意與創新學習中心，DMU 也是一個

適合求學的地方，位於適合居住和生活的 Leicester。

我們的成功建立在提供非常出色的學生經驗，並結合獲獎的教學與世界級的設施，有助於學生培

養雇主所需的技能與態度。因此，本校的畢業生就業是排名前 25 的大學之一。

我們提供一個支持性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磨練自己的技能、勇於創新，挑戰困境。為了保證學

生未來的成功，本校全部 19,000 名學生皆能得到 2,700 名教職人員的全方位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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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Exeter

The Glasgow School of Art

簡介

簡介

Exeter 大學是羅素大學集團的院校之一，於 1955 年獲頒英國皇家特許狀，本校的教學、研究與

國際觀享負盛名，不僅名列世界前 100 名，也一直都是英國排名前 10 的的大學。我們擁有超過

21,000 名學生，其中有來自超過 130 個國家、約 5,000 名國際學生。本校有六個學院提供各種

大學、研究所課程，包括：商學院；工程、數學與物理科學學院；社會科學與國際研究學院；生

命與環境科學學院；醫學院；人文學院。

本校校區位於英格蘭西南部，該地區氣候溫和，伴隨美麗的海岸與歷史悠久的城鎮，深受遊客喜

愛。Streatham 主校區位於安全的學生友善城市 Exeter，Exeter 融合了歷史傳統與現代，這裡

也是本校的合作夥伴 INTO University of Exeter 所在位置，提供各種學科領域的銜接課程及英語

先修課程等語言支援。

本校另一個較小的 St Luke's 校區，同樣位在 Exeter，這裡設有醫學院、教育研究所、運動與健

康科學學院。在更往西的 Cornwall，本校 Penryn 校區位於歷史悠久的 Falmouth 市郊，這裡設

有環境永續研究所、Camborne 礦冶學院，提供商學、再生能源、地質學、海洋生物學、保育學、

環境科學、政治學等課程。歐洲環境與人類健康中心則位於 Truro 附近，提供碩士學位課程與研

究機會。

Glasgow 藝術學院（GSA）在視覺創意領域是國際上公認的歐洲頂尖大學院校之一，我們透過以工

作室的方式進行研究與教學，匯集各種學科領域來探討問題，並以新的方法尋找創新的解決方案。 
藉由工作室創造了跨領域、同儕學習、批判探究、實驗與原型設計製作的環境，有助於社會和現

代企業解決許多重大挑戰。

本校創立於 1845 年，作為第一所公立設計學院，也是一個創意中心為製造業提升良好的設計，

至今我們的角色不斷演變和重新定義，以反映社會的需求，包含美術、建築教育及今日的數位技

術。身為全球社群的一份子，我們依然透過創意教育和研究來為促進美好世界盡一份心力。

更多學校資訊請至 www.gsa.ac.uk/the-hub/ 或 www.flickr.com/photos/glasgowschool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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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Kent

簡介

Kent 大學是全球頂尖大學之一，提供超優質學術環境、頂尖研究、絕佳位置與良好的學習經驗。

本校在英國的學生滿意度調查（National Student Survey）名列前 4 強，在英國衛報大學指南

（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名列第22，來到這裡的學生會發現在Kent就讀將超乎他們的期待。

本校所有學院皆產出世界級的研究，許多領域的研究都在英國前 10 名，並在英國研究卓越架構 
（REF）排名名列 17。因為本校教師投入高水準的研究與教學，我們的學生也與各自學習領域最

具影響力的人士一起學習。

Kent 大學提供各式各樣的大學先修課程、大學學位、授課式和研究式研究所學位課程，以及有

趣的海外學習和業界實習機會、暑期學校。另外還有優渥的獎學金，獎勵學術、創意、體育等傑

出表現。

Kent 大學素有英國的歐洲大學之美名，美麗且歷史悠久的校園位於英格蘭東南部，鄰近倫敦與

歐洲，在法國巴黎、比利時布魯塞爾、希臘雅典、義大利羅馬設有專業研究生中心，皆提供安全、

有吸引力與充滿活力的學習環境。

Kingston University

簡介

Kingston 大學建立於 1899 年， 於 1992 年升格為大學，四個校園分別座落於 Kingston 和

Roehampton，距倫敦市中心只約 30 分鐘。本校五個學院提供大學學位及研究所課程，也提供

部份大學銜接課程（International Foundation）給國際學生。

為何選擇 Kingston 大學 ?
˙ 在倫敦最安全及最幸福的地區生活和學習：本校所在地 Kingston upon Thames 經常被公認為

    大倫敦區最安全也最幸福宜居的區域。

˙ 本校已連續 6 年榮獲畢業生新創公司冠軍：幫助具有商業頭腦的畢業生創業已是我們重要的

    工作之一。

˙ 豐富的資源和先進的設施：我們將在未來 10 年投入 1.23 億英鎊來提昇我們的校園設施。

˙ 實務導向的教學：我們的課程緊扣職涯發展去規劃，降低畢業後的學用落差。

˙ 熱情友好的環境：從你出發前往英國直到你至本校畢業，Kingston 大學提供學生在每個階段

    需要的支援和服務，從生活到職涯指南等。

更多資訊請見 www.kingston.ac.uk/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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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Leed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簡介

簡介

University of Leeds Leeds 大學是羅素大學集團的成員，也是世界排名前 100 名的頂尖大學，以

卓越教學與研究而聞名。本校位於充滿活力、對學生友善的 Leeds 市中心，擁有來自 146 個不

同國家、超過 31,000 名學生，也是提供學位類型最廣泛的英國大學之一。 

本校為單一校區，兼具傳統與現代特色，擁有世界級的設施，包括專門的語言中心、24 小時電

腦室、高級運動和健身中心，以及新開幕且最先進的圖書館，有超過900個學習空間與高速寬頻。

本校獲獎的學生會是英國最大且最活躍的學生會之一，擁有超過 300 個社團。

所有國際學生在就讀第一年都保證住宿，對於大學生和大學先修課程的學生，保證住宿延續到其

就讀期間。根據 2014 年 International Student Barometer Survey，國際學生對本校學習環境的

滿意度在羅素大學集團 14 間大學之中排名第一。

Leicester 大學創立於 1921 年，於 1957 年獲頒英國皇家特許狀，是一所頂尖的研究型大學，在

2015-16 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被評為全球排名前 1% 的大學。本校優美的校區靠近英格蘭中部城

市 Leicester 市中心，Leicester 是一個有 33 萬人的多元文化城市，搭火車只要 63 分鐘即可抵達

倫敦。我們擁有來自 70 個以上國家的 14,000 名全職學生，超過四分之一來自歐盟以外的國家。

本校為學生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也提供各種附餐和自炊式的大學宿舍，所有新生在指定期限前

申請皆能保證住宿。在 2013 年英國全國學生會獎項中，我們的學生會被提名為年度最佳高等教

育學生會。本校獲獎的職涯發展服務提供持續的支援，以協助學生成就理想的職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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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facts 
•  Leeds is in the top 100 universities for academic 

reputation in the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8

•  A member of the Russell Group, Leeds ranks in the Top 
10 for research power in the UK (REF 2014)

•  4th in the UK for student experience (2017 Times Higher 
Student Experience Survey) 

•  5th most targeted university in the UK by graduate 
recruiters (2017 High Fliers report) 

•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of the Year’ (Times Higher 
Education Awards 2015)

•  Top 10 in the UK for student support (2017 Times Higher 
Student Experience Survey) 

•  Our single campus is a ten-minute walk from Leeds city 
centre, the 3rd biggest city in the UK

•  Leeds’ Students’ Union is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untry 
with more than 300 clubs and societies

•  Guaranteed accommo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is one of the UK’s largest universities, world famous for  
its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a vibrant, affordable and  
student-friendly city.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leeds.ac.uk 
or email to study@leeds.ac.uk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 LEEDS
• York

• Manchester

• Birmingham

Liverpool  •

Belfast •

Newcastle •

Bradford •

London •

Cardiff •

@UniversityLeeds/universityofleeds

Leeds offers a huge range of degree programmes, for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study, as well as a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Year, Language courses with various start 
dates and study abroad opportunities



United Kingdom

82

Istituto Marangoni London

簡介

Istituto Marangoni 於 1935 年創立於義大利米蘭，一路沿革至今已成為一所超過 80 年歷史，培

育無數時尚與設計人才的專業院校。

我們相當自豪我們來自全球 5 大洲，超過 45,000 畢業生投入時尚與精品產業，像是知名的

Domenico Dolce （Dolce & Gabbana）以及 Franco Moschino 等。本校目前每年有近 4,000
名來自 106 個國家的學生，分布在米蘭、巴黎、倫敦和上海—這些城市不但是時尚之都，更

有蓬勃發展的時尚、創意與精品業，對於攻讀這些領域的學生來說提供了最適合的學習環境。

2016 年 10 月本校在佛羅倫斯的新校落成，這個城市匯集時尚、藝術與設計。更多資訊請見

istitutomarangoni.com

NCUK@銘傳大學｜英國大學銜接課程

簡介

NCUK 自 1987 建立以來已有 25 年的歷史。我們主要提供想在英國或世界各地就讀大學及研究

所的學生“ 銜接課程（pathway programmes）＂。至今 NCUK 已協助超過 25,000 學生，透過

NCUK 課程銜接進入學位課程繼續攻讀。

NCUK 是一個由英國 11 所頂尖大學成立的獨立機構。這 11 所大學分別代表英國高等教育各具

特色的大學“ 集團 ＂—包括 the Russell Group Universities 羅素集團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University of Sheffield）、the Plate Glass 
Universities 繼羅素集團後成立的大學（University of Bradford & University of Salford），以及 
the Post 92 Universities 1992 年後成立的新大學（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Leeds Beckett 
University,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我們的課程即是與這 11 所大學合作所開發設計，也由這些大學確保課程品質。除了這些課程之

外我們也提供學術英語課程，課程著重在進入大學後所需要的學術英語訓練—，幫助你進入大學

就讀前做好準備。

我們的課程目標就是要協助學生，在未來進入大學後能夠順利成功完成課業要求。選擇我們的課

程能幫你做最佳的準備。

成為 NCUK 學生，你將享有完善的學生支援與服務、申請大學過程的協助、眾多課程選擇和學

習地點，與保證入讀 NCUK 的 11 所大學（以滿足入學條件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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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簡介

Nottingham Trent 大學（NTU）是英國規模最大、最熱門的大學之一，致力於提供給學生最佳

的經驗。我們已投資 3.5 億英鎊於提升教職人員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學校設施與建築，每年吸引

全球約 35,000 名學生申請本校。 

就業能力是我們的主要重點，本校許多科系都包含專業認證、業界實習及具有符合業界標準的設

施，包括會計、建築、藝術、動物科學、生物醫學科學、商學、工程管理、時尚設計、新聞、法

律、行銷、數學、心理學、運動科學、師資培訓等多種學科。

Nottingham 是一個充滿活力、多元文化且友善的城市，向來十分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本

校擁有來自 100 多個國家、超過 25,000 名學生，提供一個真正的國際經驗。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簡介

Portsmouth 大學位於充滿活力的水岸城市中心，距離倫敦僅 90 分鐘的路程。本校在 2017 年衛

報英國大學排名前 50 名，我們致力於改變你的未來，並保證你在這裡獲得最佳的求學經驗。

本校設有五個學院，提供各種學士、碩士及研究式學位課程。我們也有各項不同申請條件的獎助

學金提供給自費就讀的國際學生。

我們相當自豪以教學為第一優先，本校課程設計皆能符合雇主的需求，並且許多課程提供完整的

帶薪工作實習機會。在此求學，將提供知識與生活技能來發展你的職涯。

我們致力於確保你在大學生活中獲得最大的收穫，本校提供各種學術與個人的支援來符合你的需

求，也提供免費的語言課程給第一年新進學生。

Portsmouth 是一個非常適合生活與學習的地方，在這個文化獨特、充滿熱情的城市，

Portsmouth 大學致力於改變你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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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Margaret University

簡介

Queen Margaret 大學（QMU）創校於 1875 年，位於蘇格蘭愛丁堡。

本校擁有約 5,000 名學生，其中有來自超過 90 個不同國家的國際學生。本校提供各種專業的學

士、研究所學位課程，包括醫療保健、商業管理、社會科學、戲劇與創意產業。上述的學科領域

也提供博士學位課程。

我們的畢業生就業率高達 98.2%，而學生在校所學的知識與技能也證實為雇主所重視。

為什麼要就讀 QMU ？

˙ 課程設計考量就業需要，許多課程都提供工作實習機會。

˙ 以學生為中心的友善校園，提供全方位學習、生活與娛樂所需的設施。

˙根據英國高等教育局（HESA）2017年統計，本校是蘇格蘭地區大學就業率最高（98.2%）的大學，

    也是全英國高等教育院校中第 3 高。

˙ 距愛丁堡市中心搭火車僅約 6 分鐘。

˙ 以實務為導向的創新教學和網路教學。

˙ 我們也是關注環境的綠色校園。

更多資訊請見 www.qmu.ac.uk/study-here/international-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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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簡介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是英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最遠可追溯至 1810 年；前身是

Queen's College，在 1845 年獲頒皇家特許狀成立為大學。本校有 15 個學科在世界排名前 200
大，包括法律、地理、歷史、英國文學、藥學、醫學和電機工程等。

超過 170 年的傳承 , 本校以學術卓越，以及難忘的學生經驗，加上創新的文化而素負盛名。本校

目前有 23,000 名來自英國、愛爾蘭及 80 多個國家的學生。

過去幾年本校宣布了 2.59 億英鎊的投資計劃，主要投入於校園設施、招聘與研究。而其中

最亮眼的成果是我們的 the McClay library 圖書館，與駐波士頓的建築師 Sheply, Bulfinch, 
Richardson & Abbott 所設計，並與 Belfast architects, Robinson Patterson Partnership 合作，

於 2009 年落成啟用。 這幢建築以本校贊助人 Allen McClay 爵士命名。隨後在 2010 年，本校與

Seagate Technologies共同宣布啟用Ansin international 研究中心，協助不同產業在材料、鍍膜、

感應器和光學的應用與研究。

本校同時也是北愛爾蘭最大的雇主之一，共有 3,903 名員工，其中 2,414 名為教職及研究相關人

員， 行政與管理職員約 1,489 人。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位於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在這個城市的生活費用約倫敦的二分

之一，和英國其他大型的學生城市相比相對廉宜。貝爾法斯特周邊更有許多知名觀光景點如鐵達

尼博物館和巨人堤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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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ley Business School,  
The University of Reading

簡介

The University of Reading 在世界排名前 1%，以教學、研究和企業享譽國際。我們於 1926 年

獲頒皇家特許狀取得大學資格，並致力於發展為英國及國際高等教育首屈一指的大學。

Reading 距倫敦約 25 分鐘，主校園 Whiteknights campus 占地 130 公頃，四周由公園綠地所環

繞，風光優美，步行即可至 Reading 鎮中心。本校提供絕佳的學生體驗、研究導向的教學和優

良的畢業生就業率。也有不少學生選擇繼續深造，比例高於全國平均。

Reading 大學在英國的學生滿意度調查持續走高，2013 年的調查顯示 89% 的大學生滿意他們的

課程、高達 92% 肯定教職員的溝通能力、90% 認為課程具啟發性，並且有 85% 認為教職員讓課

程變得更有趣。

當你入讀 Reading 大學，你絕對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潛力。我們的教學、設施與學生服務都會盡

全力幫助你達成目標，最佳化你的學習。校園氛圍也有助你適應並能得到所需的協助。

本校提供舒適又實惠的住宿選擇。住宿主要位於主校區或是步行可達的區域，提供自煮或包餐的

宿舍。新生在課程截止日前完成報名即能保障入住，費用從每周 99 英鎊 ( 自煮 ) 至 174 英鎊 ( 包

餐及套房 )。

Reading 大學持續在多變的環境不斷精進與提昇校園設施，保持在本校優勢領域的競爭力。新落

成的大樓有本校的生醫與製藥科學研究，新的學生中心和管理學院，斥資上億英鎊的新宿舍，及

重心翻修的運動中心和學生餐廳。2013 年我們的圖書館進行一項大改造計劃，學期間全日開放，

除了豐富館藏也配備最新的資訊教室、團體討論室與自修閱覽區。

 
本校致力提供學生和教職員一個高品質、完善服務也具挑戰性的學習和工作環境、維護本校為英

國最美的校園之一，與保存本校擁有的古蹟。我們也熱烈歡迎所有來到 Reading 大學的學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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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ent's University London

簡介

我們的校園位於皇家攝政公園—在喧囂繁華倫敦市中心最美又幽靜的綠地裡。Regent's 
University London 大學提供獨特的學生經驗。Marylebone 校區由獨立企業負責，符合本校秉持

的創業及企業家精神，並維持其獨立性。

Regent's University London 大學僅有不到 5,000 學生，學校教職員和學生都知道彼此的名字，

學生更因此受惠於一對一的導師指導。我們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 140 多個國家。

我們的小班教學確保教學是雙向的，著重學生的專業和就業能力。我們的畢業生在不同領域發

展，有些自行創業擁有自己的公司，或是回到家族企業服務。畢業生有不少順利進入研究所程度

的工作，起薪和其他英國大學畢業生相比也毫不遜色。

本校提供商業和管理、戲劇、電影和媒體、時尚和設計、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的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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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簡介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is one of the UK´s leading universities, with over 27,000 Sheffield
大學是英國頂尖大學之一，擁有來自超過 140 個國家、27,000 名以上的優秀學生，與超過 1,200
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教師一起學習。

本校為知名的英國羅素大學集團頂尖研究型大學的成員，我們以世界級的卓越教學和研究而聞

名。本校提供各式各樣的學科課程，包括商學、管理、政治、法律、建築、工程、科學、醫學、牙醫。

我們的國際學院也提供高品質的大學先修課程與碩士先修課程，並且修課完成保證銜接升學。

我們是世界前 100 名的大學，在全球排名第 80、英國排名第 16，也是全球前 100 名最國際化的

大學之一。本校有 5 位諾貝爾醫學獎和化學獎的得主，許多校友已經在全球擔負起重大責任且佔

有相當影響力的地位。

本校站在世界頂尖研究的前端，根據最近的英國研究評鑑，我們在所有英國大學排名前 10%，

在 2014 年研究卓越架構（REF）的結果顯示，本校各種學科領域皆產出卓越研究。每項學科領

域有最新的進展都會放入教學之中，結合研究與教學的力量，教職人員與學生一同致力於尋求新

的方法來改變我們的世界。

本校於 2014 年被票選為學生體驗最佳的英國頂尖大學，過去五年也皆名列前三名。我們的學生

會被票選為英國第一，本校的宿舍被泰晤士報高等教育評為英國最佳，85% 的學生宿舍位於這

座城市最熱門的地區。

本校已經與多家英國與海外的大學和大型企業建立良好的合夥關係，我們的全球研究合作夥伴包

括波音、勞斯萊斯、聯合利華、AstraZeneca、葛蘭素史克（GSK）、西門子、Airbus 等企業，

以及英國和國際政府機構與慈善基金會。 

我們的校園融合傳統與現代，校區從市中心延伸到 Sheffield 綠色近郊。本校已投入 2.5 億英鎊

於校區建築與設施—包括 8.1 千萬英鎊的跨領域教學設施 the Diamond ，2.3 千萬英鎊的資源中

心 Information Commons，和數千英鎊建造的工程研究所、管理學院大樓及學生服務大樓。

Sheffield 是英格蘭第四大城市，總共有 5 萬多名學生在此求學，是英國最受學生歡迎的城市之

一。這座城市不僅友善、安全，並且生活消費實惠、適合居住，當地生活費大約是英國全國平均

的 90%。Sheffield 是一個多元文化城市，伴隨著國際化氛圍，在這裡可以享受體育、文化、娛樂、

購物、夜生活等。



United Kingdom

89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簡介

Sheffield Hallam 大學是一所多元文化的院校，擁有充滿活力且多元的學生社群，其中有來自

100 多個國家、超過 4,000 名國際學生。本校提供專門的國際學生支援，以及特別制定的課程以

提高學生在全球職場的就業能力。

本校提供超過 740 種大學、研究所課程，涵蓋各式各樣的學科領域，許多課程皆得到專業機構

的認證，保證符合業界標準。研究所課程提供九月和 一月入學兩種選擇。

本校學生有機會一邊修課一邊完成工作實習，我們的學生先前已經到大型企業如勞斯萊斯、

Sony 娛樂等企業完成實習。

根據 2015 年 International Student Barometer，本校的教學空間、圖書館、學習科技及校園建

築的設計與品質，在 49 所英國大學之中獲得最高的滿意度。

˙ 2016 年泰晤士報優良大學指南評比本校在 7 種學科領域所提供的課程排名英國前 20 名。

˙ 2015 年國際學生調查結果顯示，在 19 所參與調查的英國大學之中，本校專門的國際體驗團隊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eam）所提供的支援獲得最高的學生滿意度。

˙ 根據 2013-2014 年 DLHE 高等教育畢業生就業去向調查，我們有 93% 的畢業生在畢業後六個

    月內找到工作或繼續進修。

˙ 2014 年研究卓越架構（REF）評比本校的研究課程，在英國全部的現代化大學之中排名前 5。

˙ 我們有 2 個校園位於城市中心，皆提供極佳且現代化的校園設施

˙ 我們在過去 10 年來斥資上億英鎊，擁有英格蘭最尖端的教學和 IT 設備

˙ 學生擁有多樣化的餐飲選擇，包括清真食品、公平交易食品和蔬食等。

˙ 當然也有學生重視的休閒設施，及活躍的學生社團

˙ 我們還有一個多元宗教中心，提供有需要的學生關於宗教團體和活動的資訊。

Sheffield 是一個安全且友善的城市，超過 5 萬名學生在此求學，是英國最受學生歡迎的城市之

一，這裡的交通也非常便利，搭火車到倫敦僅需 2 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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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簡介

SOAS 學院是享譽國際的倫敦大學其中一個學院，也是歐洲唯一的大學專精於非洲、亞洲與中東

區域研究。本校提供超過 400 種學士、研究所學位課程，學科包括法律、政治與國際研究、經

濟學、國際管理學、人文與語言。所有課程都具有獨特的區域與全球關聯性，並由世界著名的專

業教師授課。我們提供高品質的資源、設備，本校的學生來自全球 130 多個國家，位於人文薈

萃的倫敦提供學生一個國際化、多元性又充滿活力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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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簡介

英國羅素大學集團是由 24 所頂尖的研究型大學所組成，Southampton 大學是其中的創始成員，

也經常名列英國前 20 名的院校及全球前 1% 的大學，2014 年研究卓越架構 (REF) 評比本校的研

究數量與品質排名英國第 11 名。

我們的學術實力涵蓋科學、工程、電腦科學、醫學、法律、管理、教育、藝術、人文與社會科學。

我們專注於跨領域研究，使得教職人員和學生在全球關注的議題如食品安全、生物燃料技術、碳

排放及網路科學等協力合作。

本校提供一個國際化、多元文化的環境讓學生在此學習，我們擁有超過 23,000 名學生，其中有

來自超過 135 個英國以外的國家、6,500 名以上的國際學生。

本校是一所校園大學，在Southampton和Winchester共有五個校區，在馬來西亞也有一個校區。

除了學術設施與支援服務，我們還有各式各樣學生主導的社交活動及運動和休閒設施；國際學生

保證住宿最多至兩年；職涯服務提供職涯規劃與提升就業技能的諮詢與機會。

本校位於英格蘭南部海岸，距離倫敦僅 1 個多小時的路程。Southampton 是一個繁榮的現代化

城市，也擁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並且交通便利，到英國其他地區和歐洲地區十分方便。

就讀 Southampton 大學是最佳選擇，我們有

˙ 耗資近千萬英鎊的運動中心包括 25 米游泳池、160 多個運動場所、8 個球場供羽球、排球和    
    籃球場；76 英畝的曲棍球和足球場、20 個美式足球場、棒球及網球場。

˙ 學生專屬服務中心為你解惑或協助學生解決問題。

˙ 260 多萬藏書、期刊、雜誌和論文的圖書館。

    The John Hansard Gallery 畫廊供英國藝術家和學生展出作品。

    The Nuffield Theatre 劇院演出知名作品，這些作品也巡迴世界演出。

    The Turner Sims Concert Hall 是英國最佳音樂廳之一。

    有 330 個座位的電影院、校內 200 多個社團和學生組織。

˙ 生涯規劃中心提供工作坊、講座、面試模擬練習和職涯博覽會。

˙ 保證住宿至多 2 年，提供住校生第一年免費校內巴士乘車票卡。

˙ 國際學生專屬顧問與國際處協助學生處理住宿、簽證等問題。

˙ 新生免費接機服務與迎新周。

˙ 註冊生皆可使用免費英語課程。

˙ 獎學金機會、2016 年入學生適用學年為單位的固定費率課程費用 ( 部份臨床課程不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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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Surrey

簡介

Surrey 大學是英國頂尖的科技大學之一，以卓越的教學與研究聞名於世。

過去幾年，本校在 3 個主要的英國大學排名中穩居前 10 大，在 2015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名列全球

前 1% 的大學。我們也入圍 2016 年泰晤士報優良大學指南的年度大學與學生體驗最佳的年度大學。

我們提供的許多課程皆排名英國前 10：餐旅與觀光課程一直都位居首位，也在 2016 年衛報大學

指南的排名榮登榜首；動物健康與食品科學課程在 2016 年泰晤士報優良大學指南排名第一；本

校的電子工程學系在這些備受重視的排名中被評為英國次佳；其他排名前 10 的學科還包括戲劇

與舞蹈、音樂、經濟學、數學、心理學、商學、計算機學、物理學、土木工程、航空工程及醫學

相關科系。

本校景色優美的校區共 700 英畝，座落在歷史悠久的 Guildford 市中心邊緣，僅需一小段步行即

可抵達火車站，距離倫敦約 34 分鐘的路程，前往 Heathrow 與 Gatwick 國際機場也十分便利。

Surrey 大學是英國最安全的求學與生活地點之一。根據英國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的生活

費用評比，Surrey 是前 20 名生活消費較低廉的大學之一。

The Ivy Arts Centre 藝文中心、the Manor Park 學生宿舍及 圖書館暨學習中心是校園設施的部

份代表作，全新的 5G 創新中心和獸醫學院則傳承本校持續投資在教學環境的努力。

Surrey 大學也享有鄰近的國家級設施如 Surrey 運動園區— 這個有數千英鎊價值的園區進駐許多

專業運動員、選手還舉辦各種賽事。園區內有 50 米游泳池、攀岩區、網球及羽球場、120 多個

運動場所、3 個多功能體育館、壁球場、10 個戶外球場、健身房和餐廳等。國際學生第一年保

障住宿。校區宿舍以住宿需求規劃，如 A 區是經濟型、E 區是套房型有房內小冰箱等。

本校提供專業培訓的實習課程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實習課程之一，我們在英國與海外地區有超過

2,300 個合作夥伴。藉由實習經驗讓學生有機會將技能應用於實務，並體驗實際的工作環境。

英國高等教育統計局（HESA）的最新數據顯示，在獲頒特許狀的英格蘭大學之中，本校的畢業

生就業能力排名第二，在 2014 年有 96.9% 的畢業生在畢業後六個月內找到工作或繼續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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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nsea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Warwick

簡介

簡介

Swansea 大學創立於 1920 年，近期的研究卓越架構 (REF) 評比本校為英國第 26 名，我們也榮

獲 2014 年 WhatUni 學生選擇獎，並在 2015 年英國全國學生調查中，學生滿意度並列英國第 8。

斥資 4.5 億英鎊的海灣校區已於 2015 年 9 月開幕，做為商學、經濟學與工程學科學生的校區。

這項發展提供學生最先進的設施，業界專家也會進駐校園為學生解惑。

本校校區鄰近海濱，步行可至 Swansea。Swansea 是一個國際性城市，並富有海洋氣息。得利

於便利的交通網絡，Swansea 距離 Wales 首府 Cardiff 不到 1 小時的路程，搭火車到倫敦也僅需

3 小時。

全方位支持學生發展就業力

˙ 創業支援和就業技能培養。

˙ 完善的海外學習和實習課程。

˙ 特定主題的就業週，包含與業界專家、特邀講者的交流活動，以及有機會參與實際專案。

˙ 暑期和短期課程 ( 包括文化、學習和就業導向課程 )，讓你的履歷更加突出。

想就讀一所接軌全球的大學？ 

Warwick 大學是一所世界頂尖的大學，與企業和業界有密切的合作關係。本校被泰晤士報高等

教育評選入圍 2015 年度大學，我們首重學術與研究卓越，也極力支持獨立思考。本校於 2014-
15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在全球的雇主評比排名第 15。本校是一所校園大學，我們營造一

個支持國際化的生活環境，為來自超過 140 個國家、23,000 名學生創造無限的機會。歡迎來到

Warwick 大學成為我們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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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
德國
德國教育制度

為什麼要留學德國？ 一定要留學德國的五個理由！

德國大學院校提供多樣性的學科選擇，提供最佳的機會發展個人的潛能，達到最大的學習發展

效益。

德國大學院校提供最完善的設備與經費致力於學術研究。來自全世界頂尖的研究人才、年輕學

者齊聚，共同執行尖端的學術研究計畫。學術研究與教學緊密結合是德國優秀教育的基礎。

由德國多項尖端科技的成就可以得知，基礎科學的研究與實務應用是密不可分的。德國大學院

校與經濟密切結合發展合作，這對在學的學生當然是很有益處的。

德國大學院校的活動項目沒有地域的分界，皆是國際化導向。吸引最好的人才、最優秀的創意，

提供眾多的計畫項目，盡可能結合研究與課程，提供國際學生的交流。德國大學也提供以英語

授課的學士、碩士以及博士的進修課程，更利於國際學生在德國的學習。

德國大學提供完整的諮詢以及相關的協助，使國際學生能很快的進入大學學習，融入德國當地

的生活。且德國大學收取較低的學費，也有些聯邦的大學是不收學費的，相較留學其他國家所

需的費用相對少很多。

提供多元化學科項目的選擇

最優秀的研究與教學

理論與實務的緊密結合

貫徹國際化

較少的花費、最完善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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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高等學校根據其任務性質可分為三種類型：

˙綜合大學（Universität ）
˙應用科學大學（Fachhochschule = FH /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音樂、藝術、電影學院（Kunst-, Film-und Musikhochschulen）
˙綜合大學：這是一種學科較多、專業齊全、特別強調系統理論知識、教學科研並重的高等學

校。有些學校特別專精於某個特定學科領域的研究，例如理工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ät = 
TU） 或是教育大學（Pädagogische Universität / Hochschule = PU / PH）等。在德國只有在
大學才可以頒發博士學位。

˙應用科學大學：這類學校的規劃特別是以實務應用為導向。以基礎科學為基本，並以職場

需求為主要的導向，實習屬於學校課程的一部份，教學與實際應用密切結合，這樣學生有機

會可以將所學的知識，在企業實習時實際的應用與體驗。自 2009年起大部分的 FH改名為
Hochschule。
˙音樂、藝術、電影學院：此類學校相對來說數量不多，規模不大，以培養和發展學生的個性

和藝術才能為主。這類學校提供像繪畫、設計類科、器樂演奏或聲樂等科系。有關媒體的課程

包含了導演、攝影、編劇等有關電影電視相關的科系。申請音樂藝術或電影等這類的學校，最

重要的是具有這方面的藝術天賦，所以在入學前都必須要經過專業能力測驗。但除此之外，學

校還會要求要提出作品集等其他的條件。

德國的教育不是由中央統一規範，全國 16邦有各自的大學法與系統。此外，在德國的大學院
校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很多部分並沒有統一的標準，因此，在您選擇學校時，多向學

校詢問，有哪些條件與規定，這是非常重要的。

學士（Bachelor）：學士是大學教育的第一個學位，也是在國際就業市場上普遍被承認的。學
士課程為6 - 8學期的專業基礎課程。取得學士學位後，有兩種未來的選擇：繼續就讀碩士學位，
或是進入職場工作。

碩士（Master）：碩士為德國大學頒發的第二個學位。先決條件是學士畢業，在 2 - 4個學期
的碩士課程中，以具備專業的基礎，然後學習更高階的專業知識，然後取得碩士學位。之後可

以投入就業市場，或是繼續更高階的學術研究：修讀博士學位。

德國高等教育學校有哪些類型？

德國大學院校的介紹

在德國留學畢業後可以獲得那些學位文憑

大學院校 數量

各類學校總數 399
綜合大學 121
音樂藝術學院 58
應用科學大學 220 資料來源：德國大學校長會議 (HKK)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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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試（Staatsexamen）：國家考試不是一個學位，而是一個由國家所頒發的一個畢業考試
證明。這表示：考試相關規則不是由大學院校來規定，而是由各邦政府來制訂。此外，這項畢

業考試是在國家監督下完成。如果要在德國從事醫生、獸醫、律師、老師或是藥劑師等職業，

則需要參加國家考試。國家考試分為二次，在通過第一次考試後則可以開始與職業相關的訓練

或實習，為第二次國家考試作準備，或是開始做博士研究。但是通過國家考試不代表就會馬上

有一個職位。外國留學生也可以參加國家考試，但如果要在台灣開業的話，首先需將在德國取

得的國家考試經教育部的認證，是否可以開業則需依台灣當地規定取得執業執照。

博士學位（PhD）：攻讀博士學位，各校有個別的博士學位頒發規定，依各學科的規定，依
各校的規定，學校會要求撰寫一部擁有學術新內涵的科研著作（博士論文 Dissertation），以
及參加博士學位口試（Rigorosum）或者參加論文答辯（Disputation）。之後獲頒博士學位
（Doktortitel）。不同的專業攻讀博士學位需要的時間也不同，大約是 2至 5年。

自 1997年以來，德國越來越多的院校開設了國際學位課程（International Programmes），目
前大約有近1,900項此類課程。授課語言為英語；可分別攻讀學士 （Bachelor）、碩士（Master）
和博士 （PhD）學位。

詳情見網頁：www.daad.de/internationalprogrammes/

以英語授課的國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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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AD Information
Center Taipei
DAAD 德國
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諮詢時間

特色

台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為德國學術交流總署駐台單位，於 2000年成立。德國學術交流資訊
中心與台北歌德學院德國文化中心、德國在台協會合作，提供德國學術和教育等相關資訊。

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的主要工作內容如下︰

˙ 提供德國留學相關資訊與免費諮詢服務。
˙ 提供台灣與德國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學術交流或合作等諮詢。
˙ DAAD 獎學金資訊的公佈、申請諮詢並舉辦初選。
˙ 提供留學德國歸國學人諮詢服務，並舉辦座談聚會活動。
˙ 與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家於每年秋季共同舉辦歐洲教育展。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 1 段 20 號 11 樓

主任 / 金郁夫博士 Dr. Josef Goldberger

諮詢顧問 / 董佩蘭 Tung Peilan

02-2367-7871

02-2367-5299

info@daad.org.tw

www.daad.org.tw

星期一 16:00 - 19:00 /星期四 14:00 -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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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Business School
歐洲大學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歐洲大學是一所獲國際認證，擁有多處校區的商學院。課程以英文為授課語言，採密集小班制，

來自超過 100個不同國家的學生讓學習環境十分國際化。

歐洲大學主校區分布在日內瓦、蒙特勒、慕尼黑與巴塞隆納，四個校區皆採用相同的課綱，學校

十分鼓勵學生參與不同校區間的交換計畫。

商業行政基礎學程 (BF)、學士 (BBA)、碩士 (MBA)、博士學位 (DBA)，與遠端學程包括傳播及公
共關係、休閒旅遊管理、財金、運動管理、創業、網路商務、國際關係、設計管理、永續管理、

家庭企業等主修以供選擇。

QS世界頂尖MBA排名將本校列為全歐前 40名的商學院，中國經濟評論讚譽為全世界排名前
20名的商學院，證明歐洲大學提供優質商學教育。

Theresienhoehe 28, 80339 Munich, Germany

Kenneth Quah

+49 8955029595

+49 8955029504

k.quah@euruni.edu

www.euruni.edu

商務管理 /傳播及公共關係 /休閒旅遊管理 /財金 /運動管理 /創業 /網路商務 /國際關係 /設

計管理 /永續管理 /家庭企業等

基礎學程（BF）、學士（BBA）、碩士（MBA / MSc）、博士學位（DBA）

基礎學程 : IELTS 5.0 / 學士：IELTS 6.0 / 碩士：IELTS 6.5

基礎學程 : 0.5 年 / 學士：3 年 / 碩士：1-1.5 年

基礎學程 : 共 6,150 歐元 / 學士：每年 12,300 歐元 / 碩士：19,950 歐元

僅提供英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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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MA
BUSINESS SCHOOL
德國經營與管理
國際研究所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本學院位於德國，開設經官方認證的學位學程、高階主管教育課程及語言學程。所有課程均以全

球商業溝通交流最為重要的語言—英語授課。

碩士學程：

葡萄牙波多商學院的麥哲倫企業管理碩士 (MBA) /格勒諾布爾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 (MBA)
格勒諾布爾管理學院國際商務碩士 /格勒諾布爾管理學院行銷管理碩士
格勒諾布爾管理學院創新、策略及創業碩士 /國際行銷 /公司財務管理 /領導與人力資源管理
策略管理 /專案管理 /資訊科技安全管理 /數據分析與行銷

本學院透過此專業人員的升學諮詢服務，以提供語言教學的方式來幫助學生申請德國公立大學學士

或碩士學程。學生也會在申請過程及需求文件方面獲得全方位的指導及支持，直到取得入學許可。

Potsdamer Straße 180-182 10783 Berlin Germany

Jade Pearson

+6596265023

+490511546090

jpearson@gisma.com

www.gisma.com

行政 /語言文學 /商業管理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 Erasmus + ) 合作學校

碩士、其他：大學先修預備課程

學士學位、雅思 (IELTS) 6.0分

1年

15,000歐元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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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ethe-Institut Taipei
歌德學院 (台北 )
德國文化中心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為歐洲在台成立的第一所文化機構（1963），目的在介紹當代德
國的各項文化活動，並提供德國近況資訊，更在設備齊全的學習環境中，以有趣活潑的教學方式，

提供初級至進階的德語課程，以及國際承認的各級德語檢定考試。德國歌德學院除了提供德國大

學預備語言班，讓學生在德國文化環境下學習語言，更是與德國大專院校及企業聯繫的平台。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20號 12樓

語言部主任 /柯麗芬博士 Frau Dr. Li-Fen Ke

+886 2 2365 7294 # 111

+886 2 2368 7542

li-fen.ke@goethe.de

www.goethe.de/taipei

其他：德語語言課程

其他：Zertifikat Deutsch

青少年班：12-16歲 /成人班：16歲以上。非初學者必須參加分級測驗。

48 堂

新台幣七千元

德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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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udies Program/
Fachhochschule
des Mittelstands
德國 FHM科技大學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留學德國是許多人的夢想，擁有德國大學文憑也是就業一大保障，問題在申請入學不易，順利畢

業亦不簡單。德國 FHM科技大學預科即在省時、省力、省錢等理念下，協助同學準備德語檢定
考試、大學預科課程及大學入學資格檢定 !使您順利入學，實踐夢想 !

Ravensberger Str. 10G, 33602 Bielefeld, Germany

Tobias Zrowotke

+49 030 259 236 – 324

N/A

zrowotke@fh-mittelstand.de

www.fh-mittelstand.de/

行政 /自然科學 /建築及都市計畫 /藝術文化 /語言文學 /商業管理 / 法律 /媒體傳播 / 教育 /

醫療衛生

學士 / 碩士 /其他：Foundation Year

須具備 A1德語程度

1年 - 3年

1萬歐元 - 1萬 8千歐元

德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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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
慕尼黑工業大學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慕尼黑工業大學是德國最頂尖的工業大學之一，因其卓越的創新精神和優異的教學質量被兩度授

予「精英大學」的稱號，是德國政府「未來計劃」中重點資助和扶持的對象。在自然科學、機械

電子、環境科學等多個專業，慕尼黑工大均位於德國大學首位。

Arcisstrasse 21, 80333 Munich, Germany

Zhenshan JIN

+86 10 6590 6676

+86 10 6590 6393

beijing@tum.de

www.tum.de

行政 /自然科學 /建築及都市計畫 /商業管理 / 教育 /醫療衛生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 Erasmus + ) 合作學校 /其他：工程科學，生命科學等

學士 / 碩士 /博士 / 其他：國家考試

各專業申請要求不同，請參閱專業連結

學士 3年 /碩士 2年 /博士 3-5年

無

德語或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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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Goettingen
哥廷根大學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哥廷根大學成立於 1737年，是一所蜚聲國際的研究型大學，學科門類豐富，注重跨學科教育，
學術氛圍濃厚。46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名字與大學緊密相連。
哥廷根大學下設 13個學院，4個大博士研究生院，涵蓋自然科學、農學林學、社會科學和人文
科學，並設有多個跨學科研究中心。所有學科均設置碩士課程及博士點，其中有超過 50個為英
語授課的國際化課程。哥廷根大學與包括五家馬普所在內的眾多一流校外科研機構共建“哥廷根

科研社區＂，保持密切的合作。

University of Goettingen, Wilhelmsplatz 1, 37073 Goettingen, Germany

Dr. Frank Stiller

+49 (0)551 - 39 21346

+49 (0)551 - 39 1821346

frank.stiller@zvw.uni-goettingen.de

www.uni-goettingen.de

自然科學 /人類與社會科學 /語言文學 /商業管理 /法律 /資訊工程 / 教育 /醫療衛生 /歐盟新

伊拉斯莫斯計畫 ( Erasmus + ) 合作學校 /其他：農學 /林學 /神學

學士 / 碩士 /博士 / 其他：國家考試

請見大學官網 www.uni-goettingen.de

請見大學官網 www.uni-goettingen.de

免學費

德語和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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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U - Otto Beisheim School 
of Management
奧托貝森商業管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Burgplatz 2, 56179 Vallendar

Julia Stark

+49 261 6509 515

+49 261 6509 519

michele.kwiotek@whu.edu

www.whu.edu

行政 /自然科學 /建築及都市計畫 /商業管理 / 教育 /醫療衛生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 Erasmus + )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博士 / 其他：企業管理碩士（MBA）/高階企業管理碩士（EMBA）

理科學士：˙中等學校文憑（德國高中畢業資格（Abitur）、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畢業（IB）、

高中畢業）˙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至少 100分（95 bilingual track）/雅思（IELTS）7.0

（6.5）分以上 /劍橋國際英語認證 （CAE）A（C）級。母語為英語、或以英語為主要語言之

學校的畢業生，得免上述英語檢定門檻˙具 6週以上相關實務經驗，如：實習或學徒。

理科碩士：˙學士學位，或於受認證之學院、大學或職業技術學校的企業管理、經濟領域取得

相當於學士的學位；或曾於商業相關領域取得 180歐洲學分互認體系（ECTS）學分。

˙至少 5個月商業相關領域的實務經驗˙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至少 100分、雅思

（IELTS）7.0分以上、取得劍橋 CPE英語認證、GMAT至少 600分、GRE語文（Verbal）與計

量（Quantitative）各至少155分、或TM-BASE測驗取得至少103分˙具海外留學或實習經驗。

理科學士：3年。理科碩士：歐洲學分互認體系（ECTS）90學分—17個月；ECTS 120學分—

21個月

理科學士：歐盟成員及冰島、列支敦斯登、挪威、瑞士等國公民—2017 / 2018每學年 12,000

歐元；非前述國家公民 21,000歐元。理科碩士：90學分 19,500歐元（含國際見習指導費用）；

120學分 24,000歐元（含國際學期費用）

英語

特色

奧托貝森商業管理學院位於杜塞爾多夫和法倫達爾，是一所經邦政府認證的私立商業學院。成立

於 1984年，學院如今已是德國最為知名、享譽國際的商業學院。奧托貝森商業管理學院代表「卓
越的管理教育」，並於三個核心領域持續精進：學院課程、研究、高階管理教育及與企業的連結。

「品質」、「國際化」、「與實務接軌」是本學院所有領域的基本方針。國內與國際排名名列前

茅證明了教育品質的優異。本學院於綜合管理領域開設了各種頂尖課程：學士、金融碩士、管理

碩士、專職與在職企業管理碩士 (MBA) 、高階企業管理碩士 (EMBA) 、客製化企業課程、開放式
申請計畫，以及攻讀博士學位、取得德國特許任教資格 (Habilitation)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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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UNION
歐盟
歐洲經貿辦事處

Erasmus+ 歐盟聯合碩士學程暨獎學金

˙ Erasmus+ 歐盟聯合碩士學程是 Erasmus Mundus 聯合碩士學程的延續計畫。由三個以上歐
洲國家的大學組成學程聯盟，經過歐盟執委會審核通過後，一同開授聯合碩士學程。學程的修

業期間可能為 12、18 或 24 個月，申請上的學生必須至少在學程大學聯盟中的兩所大學學習。
˙在修完學程後學生可獲頒雙重、多重或是聯合碩士學位，其碩士學位受所有參與國家的承

認。歐盟計劃在 2014 至 2020 年間提供 350 個聯合碩士學程，並預計在計畫期間招募兩萬
五千名碩士生。

歐盟提供獎學金給非歐盟國家的國際學生（包括台灣）前往歐洲攻讀碩士學位，申請經甄選核

准後每位學生每一學年最多可獲得 25,000 歐元（約新台幣 90 萬元）的獎學金補助。

什麼是 Erasmus+ 歐盟聯合碩士學程？

獎學金

˙過去未拿過 Erasmus Mundus 同類獎學金者
˙過去五年內未曾在歐洲居留過超過一年以上

˙已完成高等教育課程的研究生、或擁有學士學位以上的學生（除非學科有其它特殊入學條件）

˙申請人獲得入學許可，但未獲得獎學金資助者仍可自費就讀

˙檢視現有聯合碩士學程的列表：

     eacea.ec.europa.eu/erasmus-plus/library/scholarships-catalogue_en
˙在列表上選擇有興趣就讀的學程，直接造訪該學程的網站。

˙依照該學程網站指示，直接向該學程的聯絡窗口申請入學及獎學金。

Erasmus+ 申請資格

如何申請 Erasmus+ 聯合碩士學程 ?

European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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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及歐洲經貿辦事處恕不接受申請。

˙申請條件及申請截止日期依學程而異，請參考各聯合學程專屬網站。

˙一人最多可申請三個不同學程。

歐洲經貿辦事處網站：eeas.europa.eu/delegations/taiwan_en
歐盟總部 Erasmus+ 聯合碩士學程獎學金學程列表 ( 英文 )：
eacea.ec.europa.eu/erasmus-plus/library/scholarships-catalogue_en

Facebook：www.facebook.com/euintaiwan
Email：delegation-taiwan@eeas.europa.eu（中英文皆可）
電話：(02) 2757-7211

注意事項

更多訊息請參考

還有其它問題 ? 請與歐洲經貿辦事處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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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歐洲經貿辦事處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特色

歐洲經貿辦事處為歐盟駐台代表處，於 2003 年成立，一開始單從經濟貿易為基石到歷年來因為
共同面臨各式各樣的挑戰及轉機而更加茁壯。這些議題包括因全球供應鏈所衍生的互賴、環境保

護、對抗全球暖化、科技研究發展、資訊社會，以及教育文化。

歐盟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歐盟在世界各地負起維持和平與協助發

展的責任，也是提供人道救援的主要貢獻者。目前歐盟有 16 個會員國在台設有辦事處。

歡迎您來按讚追蹤我們辦事處的臉書專頁：www.facebook.com/euintaiwan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6 樓 1603 室

02 2757 7211

02 2757 7209

delegation-taiwan@eeas.europa.eu

eeas.europa.eu/delegations/taiwan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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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GIUM
比利時

Belgium

比利時教育制度簡介

由上海交通大學所發佈的前 100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內，比利時大學就佔了其中兩所。不僅如此，
由英國時報所評鑑的前 200大世界大學排行榜內，也有三所比利時大學。這些比利時大學獲獎
的其中ㄧ個重要因素是，他們皆提供英語授課，受到國際間學子的歡迎。

比利時有八個大學城，四所位於法語區，如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 UCL、法語區布魯塞爾自由
大學 ULB、比利時烈日大學以及比利時南默大學；而另外四所則位荷語區，如荷語區布魯塞爾
自由大學 VUB、魯汶大學 KUL、根特大學以及安特衛普大學。

這些大學機構，尤其是位於布魯塞爾的學校，皆提供英語授課，不因語言造成學習差距。例如比

利時最好的商管學校如 Vlerick Leuven-Gent 商管學校、Solvay Brussels商管學校以及魯汶商管
等，這三所管理學校不僅是比利時歷史最悠久的學校，也名列世界最頂尖的商管學校之中。還需

特別ㄧ提的，是安特衛普管理學校，其以專精國際企業管理及物流聞名。

不僅大學才屬高等教育機構，在比利時，還有許多的高等學校、專科等提供大學類型的高等教育，

經過三年的學習獲取學士學位後，也可繼續深造以取得碩士（兩年）及博士（約需兩至三年）學

位。ㄧ般來說，高等學校的規模較大學小（如學生人數較少），主要以專業執行應用為導向。而

無論是大學或是高等學校，都提供多種進修推廣課程，方便已經就業的學生們利用晚間或是週末

繼續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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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onia-Brussels Campus
瓦隆 -布魯塞爾高等教育署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瓦隆 -布魯塞爾教育服務中心 (WBCampus)，瓦隆 -布魯塞爾聯邦高等教育海外推廣機構。

選擇瓦隆 -布魯塞爾留學的絕佳理由

1. 留學在“歐洲心臟”
作為歐共體總部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總部，並有其它 1,000多個國際性組織，布魯塞爾
是真正的的歐洲首都。

瓦隆 -布魯塞爾聯邦地處歐洲主要交通路線的十字路口。擁有發達的鐵路系統，巴黎、阿姆斯特
丹、倫敦甚至柏林等重要歐洲城市火車可達。

2. 多樣化便利培訓
學生可在瓦隆 -布魯塞爾大區選擇接受長期或短期培訓。

此外，瓦隆 -布魯塞爾當局負擔了高等教育的大部分實際成本，外國留學生與當地學生享有同樣
的權益。高等教育機構註冊費用極為合理。

2 Place Sainctelette 1080 Brussels

Nicolas Dufays

003222254573

N/A

n.dufays@wbi.be

www.studyinbelgium.be

行政 /自然科學 /建築及都市計畫 /人類與社會科學 /藝術文化 /語言文學 /商業管理 / 法律 /

IT資訊 /媒體傳播 /教育 /醫療衛生 /工程科學 /旅遊與飯店管理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 Erasmus + )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博士

N/A

本科 3年 / 碩士：1年或 2年 / 博士：3年

835 - 4,175 歐元

英語 / 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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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ATIA
克羅埃西亞

Croa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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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gre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薩格勒布經濟與管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薩格勒布經濟與管理學院在過去八年中被評為克羅地亞最佳商學院。 由國際 AACSB認證。在全
球有 130多個國際學術合作夥伴，學生可以花一個學期或一年的時間，無需額外費用。

克羅地亞的地理位置是獨一無二的。它在中歐，與其他歐洲城市有很好的聯繫。

薩格勒布經濟與管理學院擁有一支具有國際背景的優秀教授隊伍。

Jordanovac 110

Javier Aguayo

+385 1 2354154

+385 1 2354155

jaguayo@zsem.hr

www.zsem.hr/en/

商業管理

學士 /碩士

對於本科學習，候選人必須具有高中證書。對於碩士課程，候選人需要擁有本科學位流利的

英語是必需的。

4年學士學位課程 / 1年碩士課程

每年 7,000學士學位課程。主程序 10,400歐元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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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ECH
REPUBLIC
捷克
捷克教育制度簡介

在捷克教育體系中，高等教育管理機構為 " 捷克教育青年體育部 "。高等教育機構為一獨立自主
機構。

捷克教育系統由軍警學校，公立，私立和教會體系學校 / 機構等組成。其中以就讀公立學校 / 機
構之學生數居多。高等教育系統包括公私立大學，技術學院及音樂藝術專門學校等機構。進入大

學及其它高教機構就讀之必要條件，除須具備中學畢業程度外，尚須符合各校自定之入學資格條

件及考試等要求。

˙學士學位學程 : 3-4 學年。
˙碩士學位學程 : 1-3 學年，或 4-6 年學士，碩士同時進修之學程 ( 非制式同修學程 ) 。
˙博士學位學程 : 3-4 學年。
每學年以 12 個月為週期，通常在 9 月或 10 月開學。在學研習以學期制劃分，教學內容涵蓋
了教研授課，考試和假期。一般而言，學期制包含 14周的教學活動及隨後的學期考試。7月
和 8 月為暑假期間，待 9月開學時，為學生補考的時段 ( 期末考試未通過或缺考者 )。學生的學
習成果由具公信力的評鑑制度來檢定。所有公立及多數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都已實施歐洲學分互

認系統（ECTS）或是與 ECTS相容的考核系統。在完成學士及碩士的學位課程後，學生須參加
畢業考試及論文答辯。學士學位畢業生授予學士學位（Bc），碩士學位畢業生則授予碩士學位
（Mgr : 文科碩士 Ing : 理科碩士）。博士生在通過畢業考及論文答辯後即授予博士學位（Ph.D 
或 Th.D）。除了上述學歷銜名之外，在捷克也認可其他特定類型的考試認證或學歷銜名。
相關資訊請參考下列網址 : www.studyin.cz/higher-education-system/
                                            www.studyin.cz/products/information-materials 1/
捷克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名單 : www.studyin.cz/universities/

高等教育區分為三個學程

Czech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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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政府獎學金 / 維謝格拉基金會獎學金 / 南摩拉維亞國際聯通中心獎學金 / 歐洲及其他獎學
金方案及各大學獎學金方案。

獎學金相關資訊請參考下列網址 : www.studyin.cz/scholarships/

捷克獎學金

在捷克，雖然只有一個超過百萬及五個超過十萬人口的大城市，然而，高教系統發展成熟，有

多達 26所公立大學，2所軍警大學及 46所私立大學。您可從豐富多元的學科領域中，選讀您
有興趣的科系。科別如下列 :
˙人文及社會學科 : 經濟，法律，公關及市場行銷，新聞，社會，心理，哲學，教育人類，考古，
    神學，美學，語言，語文及史學…等
˙自然學科 : 生物醫科，化學，物理，地質，地理，生態，藥劑…等
˙技研學科 : 建築，資訊，電子，土木工程，運輸物流 ，機械工程，礦業，織品…等
˙農業學科 : 林業，漁業，園藝，農業…等
˙藝術學科 : 美術，設計，音樂，劇場，電影…等
˙軍警學院

˙綜合上述等類別

綜觀捷克各大學，以位於首都布拉格的查理士大學，歷史最悠久，人文薈萃，研究領域也最多

元；其次，則是位於第二大城，布爾諾的馬薩里克大學。當然，其餘的大學院校也各有所長。

相關資訊 請參考下列網址 : www.czech-universities.com/
www.topuniversities.com/where-to-study/europe/czech-republic/guide

捷克高等教育學科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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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ech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機構名稱：赫拉德茨 -克拉洛韋大學 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
機構地址：Rokitanskeho 62, Hradec Kralove 50003, Czech Republic
聯絡人：Karel Kouba
電子信箱：karel.kouba@uhk.cz
網站：www.uhk.cz/en-GB/UHK
主要研究領域：資訊科技、自然科學、教育、社會科學、人文學科、藝術

開設學位：學士（3年）、碩士（2年）、博士（3-4年）
入學門檻：流利英語、於相關領域取得之受認證的前一級學位、選定學程的入學測驗或線上面試

學費：3,000-4,000美元（一年）
授課語言：英語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200 號 7 樓

Marketa Hrdouskova

+886 2 2722 5100

+886 2 2722 1270

Taipei_Ceco@mzv.cz

www.mzv.cz/taipei

行政 / 自然科學 / 人類與社會科學 / 藝術文化 / 語言文學 / 商業管理 / IT 資訊工程 / 醫療

衛生 / 工程科學 / 旅遊與飯店管理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 Erasmus + ) 合作學校 / 其他

學士 / 碩士 / 博士

申請表，經認證過之中等教育證書 ( 研讀學士學位 ) / 學士學位證書 ( 研讀碩士學位 ) /

碩士學位證書 ( 研讀博士學位 ) / 中等教育證書 ( 研讀學士學位 ) / 學士學位證書 ( 研讀

碩士學位 ) / 碩士學位證書 ( 研讀博士學位 )，個人簡歷，清晰的護照影印本，2 張護照

照片大小的白底彩照，尺寸為 3.5x4.5 厘米，入學考試，英文能力證明書及推薦函 ( 有

些情況下須備妥 )

學士學位學程三年 / 碩士學位學程兩年 / 博士學位學程四年

學費依課程及校別而有所差異，每學年從 2,000 歐元至 6,000 歐元不等

英語 / 捷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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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機構名稱：利貝雷茨理工大學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Liberec
機構地址：Studentská 1402/2, 46117 Liberec 1, Czech Republic, Europe
聯絡人：Sona JANDOVA
電子信箱：international@tul.cz
網站：www.tul.cz
主要研究領域：機械工程、紡織工程、人文學科、商業與經濟、藝術與建築、機械電子學、健康學

開設學位：學士（3年）、碩士（2年）、博士（3-4年）
入學門檻：流利英語、於相關領域取得之受認證的前一級學位、選定學程的入學測驗或線上面試

學費：學士 3,000-4,000美元、碩士 3,000-5,000美元、博士 1,200-2,000美元
授課語言：英語或捷克語

機構名稱：捷克布拉格查爾斯大學數學物理系 Charles University, Faculty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機構地址：Ke Karlovu 3, 121 16 Prague 2, Czech Republic
聯絡人：Mgr. Kristyna Kysilkova Ph.D
電子信箱：kysilkova@dekanat.mff.cuni.cz
網站：www.compsci-math.cz
主要研究領域：電腦科學、數學

開設學位：學士、碩士、博士

入學門檻：離校證明（學位）、英語語言證明

學費：5,000歐元（一年，如：兩學期）
授課語言：英語

機構名稱：帕爾杜比采大學 University of Pardubice
機構地址：Studentska 95, 53210 Pardubice
聯絡人：Jana Kubanova
電子信箱：Jana.kubanova@upce.cz
網站：www.upce.cz/english/index.html
主要研究領域：資訊學、經濟、運輸工程

開設學位：學士、碩士、博士

入學門檻：20歐元
學費：2,500歐元
授課語言：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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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Debrecen
歐盟匈牙利
國立德布勒森醫學大學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德布勒森大學醫學院的歷史必須追溯至 1896年，它是中歐歷史上第一所大學內成立的醫學院，始建
于 1912年在匈牙利擁有百年歷史是規模最大的公立大學。聯合國WHO世界衛生組織認可也是歐洲
久負盛名的老牌公立名校，在醫學教育領域享有全球聲望。

就讀匈牙利國立德布勒森醫學大學優勢 !!
1.匈牙利培養出了 18位諾貝爾獎得主，在醫學、生化和物理方面獲得偉大的成就。
2.匈牙利教育部醫學大學排名第一，完善教學及醫院醫療資源，培育很多當地及優質國際醫生。  
3.全程全英文課程屬歐盟教育體系，畢業獲碩士學位及匈牙利醫師執照，於歐盟 28申根國家通用。
4.符合衛生福利部訂定 :國外大學或學院醫學系科學歷採認原則，與我國學歷對等承認及應考醫師執照。
5.完整基礎及臨床醫學課程教育體制，畢業等同台灣醫學院學歷，可留當地或前往其他國家當醫生。 
6.與國立陽明、台北、中山醫學大學、及 700以上國際大學締結姊妹校學術交流及教育訓練合作。
7.美國（KAPLAN EUROPE USMLE）醫學教育培訓中心，附設美國醫師執照STEP 1 Live課程及考場。
8.匈牙利社會治安穩定 居民友善 氣候溫和，校區提供學生宿舍讀書環境優 寧靜 安全無虞。
9.學費為其他歐洲國家 1/3~1/4/年 比美、加及其他國家便宜很多，生活費約美金 $350~500/月。 
10.台灣畢業學生獲歐盟匈牙利、德、愛爾蘭、考取美、日及台灣醫師執照，於各國及回台當醫生。
11.為 "世界醫學院名錄 "一員，吸引 100國以上國際學生申請就讀，成績優良可申請學費 20%獎學金。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 350號 5F - 4

國立德布勒森醫學大學 -台灣辦公室代表  陳學祈 Ken Chen

0800-802-152 / 07-5566-267 / 0928-603-059  *線上諮詢 - Line：hi.ken / Skype：hello.ken

N/A

hi.ken@hotmail.com / hi.debrecen@hotmail.com

www.debrecen.com.tw / www.edu.unideb.hu / App：University of Debrecen

臨床牙醫學系 / 臨床醫學系 / 附設基礎醫學課程 - BMC（各系請參閱 www.edu.unideb.hu） 

臨床牙醫（D.M.D.）/ 臨床醫學（M.D.）畢業均獲碩士學位

˙國內、外高二 /高中自然組相關畢業或同等學歷、大學醫學相關科系畢 /肄業

˙具有流利的英文（聽 .說 .讀 .寫）能力或英文能力 IELTS / TOEFL測驗成績

˙每年 11月及隔年 3、6-7月舉行入學考試（學校國際處處長 /教授親臨面試）

申請者請檢附以下正本掃描電子檔各一份 :

1.申請書 +2吋相片 2.護照 3. 英文版高中以上畢業證書 /在學證明及畢業 /在學成績單

臨床牙醫系五年（含見 /實習）、臨床醫學系六年（含見 /實習）* 每年九月開課

臨床牙醫系 USD$16,000 /年 、 臨床醫學系 USD$16,900 /年      * 每年依學校公佈為主

全程英語授課（含暑期見習課程、牙醫系第五年及醫學系第六年學校醫院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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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義大利天主教聖心大學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天主教聖心大學是全歐最大的私立大學，擁有 12個學院和 4個校區。校區橫跨義大利境內 4個
具代表性的城市——米蘭、布雷西亞（Brescia）、皮亞琴察 –克雷莫納（Piacenza-Cremona）
和羅馬。做為一間具競爭力的大學，本校學士與碩博士學位課程均以義大利語和英語雙語開設。

課程學門的涵蓋領域也廣泛得令人印象深刻——從醫學、法律、哲學與藝術、到經濟與商業、會

計與金融、農業、心理學、語言學等。

本校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具備為國際學生打造的致勝方程式。包含了以下三個不可或缺的元素：

首先，於知名的 QS世界大學學科 2017年排名中，本校崇高的學術地位使 12個學科躋身於世
界三百強，令人讚嘆。第二，本校以與業界的深厚連結為傲，有助於人脈發展與企業實習機會。

最後，針對國際學生，提供從獎學金與護照方面協助、到專門迎新活動等全方位服務。

Via Carducci 28/30, 20123 Milano

Arianna Malavasi

008618018649977

008618018649977

info.asia@unicatt.it

www.ucscinternational.it/

行政 /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 /藝術文化 / 語言文學 / 商業管理 /法律 / 媒體傳播 /教育 / 醫

療衛生 /工程科學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Erasmus +)合作學校 /其他：Agricultural and 

Food Economics / Viticulture and Enology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夏季學程 /冬季學程 /學期學程 /實習學程

高級中學畢業 /取得學士學位 /英語具一定熟練程度

學士：3年、5或 6年，可取得歐洲學分互認體系 (ECTS) 180學分、300或 360學分

碩士：2年，120 ECTS學分 /一年制非學歷碩士：1年，60 ECTS學分 /博士：3年，180 ECTS學分

學士：一年 8,040歐元 /碩士：一年 8,540歐元 /一年制非學歷碩士：7,000 – 12,000歐元

英語或義大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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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u Education Group
義大利國際教育集團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CEPU義大利國際教育集團提供所有水平的教育服務：從中學到大學，從研究生到職業培訓。集
團設有 90家分支機構遍布義大利及位於歐洲、南美洲、亞洲與非洲的 12家海外分支機構。40
多年來，已有超過 2百萬名學生在 CEPU義大利國際教育集團的幫助下實現教育與培訓的目標。
諮詢、指導、輔導與方法：CEPU義大利國際教育集團呈現是 360°全方位服務。
無論您是想在義大利的公立高中、公立大學求學，或是想就讀時尚領域的一年密集、三年學士或

碩士課程，CEPU義大利國際教育集團都能提供相應的課程與服務。

CEPU義大利國際教育集團旗下之院校包括 :
Accademia del Lusso 時尚學院
eCampus 大學
Cepu Medical Studies 歐洲醫學院
Scuola di Cucina 烹飪學校
Accademia del Volo 飛行學校

Via Montenapoleone 5, 20121 Milano, Italia

Ciro D' Esposito

+886 2 2773 6960 / +86 (0)2123193231

+886 2 2731 6381

info@italia-oggi.com / ciro.desp@gmail.com

www.cepugroup.com

行政 / 語言文學 /商業管理 /法律 /媒體傳播 /醫療衛生 /其他：Fashion / Culinary Arts / 

Flight Academy

學士 /碩士 /其他：High School

畢業證書 / CV 履歷 / 動機信

5 年義大利公立高中 / 義大利公立大學準備課程 / 1年碩士 / 1年專業 / 3年大學課程 / 短期課程

18,900 歐元 / 13,800 - 14,900 歐元 / 15,800 歐元 / 2,490歐元 - 12,900歐元 / 29,000 歐元

英語 /義大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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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Domus Academy
多莫斯義大利設計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Domus Academy是義大利最具代表性的後現代設計學院，在全球設計教育體系中享有崇高地
位。曾兩度獲得美國商業週刊評選為全球最佳設計學校之一，是 Philippe Starck等全球知名設
計師曾親自任教的頂尖設計學院。畢業時除 Domus Academy畢業證書，亦可獲頒 NABA米蘭
藝術大學碩士學位。

Domus Academy米蘭校區碩士課程：
˙設計學院：室內與生活設計碩士 /產品設計碩士 /城市景觀與建築設計碩士

˙體驗學院：資訊設計碩士 /互動式設計碩士 /服務設計碩士 /視覺品牌設計碩士

˙時尚學院：服裝設計碩士 /時尚管理碩士 /時尚造型與視覺行銷碩士

˙商業學院：商業設計管理碩士 /奢侈品牌管理碩士

Domus Academy柏林校區碩士課程：創新設計管理碩士 /視覺與體驗設計碩士。
NABA米蘭藝術大學隸屬義大利藝術與音樂高等教育學院體系，是義大利規模最大的私立藝術教
育學院。多年來，NABA與設計界一線品牌合作，學生來自全球 60多個國家，畢業後多任職於
跨國企業。

NABA 米蘭藝術大學三年學士課程：
˙設計 - 英文 /義大利文授課˙時裝設計 - 英文 /義大利文授課
˙平面設計與藝術指導 - 英文 /義大利文授課˙繪畫與視覺藝術 - 英文 /義大利文授課
˙媒體設計與多媒體藝術 - 義大利文授課˙劇場與展覽設計 - 義大利文授課
˙應用美術新科技 -數位製作 - 英文 /義大利文授課
NABA 米蘭藝術大學一年學術碩士課程 ：
˙攝影與視覺設計 - 義大利文授課˙當代藝術市場 - 英文 /義大利文授課˙創意廣告 - 英文授課
NABA 米蘭藝術大學兩年藝術碩士課程：
˙產品設計 - 英文 /義大利文授課˙室內設計 - 英文 /義大利文授課
˙時尚與織品設計 - 英文 /義大利文授課˙傳播設計 - 義大利文授課
˙視覺藝術與策展研究 - 義大利文授課

Via C. Darwin, 20 - 20143 Milano, Italy

Alan Brivio / Vicky Sun

+886 (0)2 27736960 / +39 3386986072

+886 (0)2 27316381

info@italia-oggi.com

www.domus-academy.tw

環境與都市計畫 /藝術文化 /商業管理 / 媒體傳播 /設計 / 時尚

學士 /碩士 /其他：Pre-Master / Summer

作品集 / 學歷證明 / 語言程度證明 / 動機信 / 個人簡歷

一年碩士 /兩年碩士 /三年學士 /兩週暑期課程 / Pre-Master四個月

一年碩士 28,600歐元 / 兩年碩士 13,250歐元 / 三年學士 15,950歐元 /年

兩週暑期課程 1,595歐元

英語 /義大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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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D Istituto Europeo
di Design
歐洲設計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IED 即歐洲設計學院，於 1966年誕生於義大利，建立初衷是為當地創意產業培養一班年輕有為
的專業設計師。IED 是一個國際化的教育網絡，但有著純正的意大利“血統”。在逾 50年的歷
史中， IED 主要活躍於創意產業的培訓和研究領域，涵蓋的括設計， 時尚，視覺藝術，傳播和
管理。 IED 的使命是為青年才俊提供全面深入的理論與實踐培訓，向他們灌輸對事業成功至關
重要的“設計知識和思維模式”。

Via Bezzecca 5 Milano, Italy 20135

Vlad Serban

+39 02 5796951

+30 02 55012613

v.serban@ied.it

www.ied.edu

其他：Design / Fashion / Visual Arts / Communication

學士 /碩士 /其他：Semester and Year Abroad / Summer

IED申請步驟，有關申請的詳細信息請見我們的官方網站www.ied.edu/study-in-italy/how-to-apply

本科 3年 /研究生 6個月到 2年 /暑期課 3週 /學期課時長一學期 /學年課時長 1年

本科 16,000歐元 /研究生 11,900元 -18,900歐元

英語 /義大利語 /西班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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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ituto Secoli
米蘭時裝打版設計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義大利的 Istituto Carlo Secoli時尚設計學院
創立於 1934年  擁有悠久的歷史
在義大利服裝業界有極高的聲望

教導學生最新的技術與產業知識

致力為時尚產業培育能滿足客戶需求與未來趨勢的設計人才

尤其是服裝打版、縫紉、男裝與女裝設計等

創造出「made in Italy」的時尚設計

學士課程 Undergraduate Course：
女裝打版與時尚設計 /男裝打版與時尚設計

一年密集課程 Intensive Course ：
女裝打版與時尚設計 /男裝打版與時尚設計

碩士課程 Graduate Course：
女裝打版與時尚設計 /男裝打版與時尚設計 /新娘禮服與女性內衣

Viale Vittorio Veneto, 18/A 20124 Milano - IT

Fion Hsu

+886963691129

+39229000133

fion.hsu@secoli.com

www.secoli.com

其他：Fashion design

學士 /碩士 /其他：Intensive course / Summer courses

申請表 /作品集 /履歷 /動機信 /畢業證書

大學三年 /研究所，強化課程為期一年

10,000-18,000歐元

英語 /義大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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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mod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Fashion Design
& Marketing
POLIMODA義大利服裝設計
暨時尚管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POLIMODA義大利服裝設計暨時尚管理學院 1986年創立於義大利的佛羅倫斯，近年來在學術
方面與北美頗負盛名的紐約州立大學流行設計學院 FIT締結姐妹校，有著密切的交流計劃，同時
也是 IFFTI（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OF FASHION TECHNOLOGY INSTITUTES）的
會員學校之一。與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時尚設計學院（FIT）、英國倫敦藝術大學時尚學院（LCF）
和法國巴黎時尚學院（IFM）被公認為當今四大頂尖國際時尚專業學校。
POLIMODA義大利服裝設計暨時尚管理學院坐落在國際時尚創意設計與精品管理教育之都、世
界歷史文化名城義大利佛羅倫斯，是佛羅倫斯市政府投資創建的非營利教育機構。學院身處國際

一線精品品牌總部雲集之地，使學生有機會與國際頂級品牌保持零距離接觸。POLIMODA學生
中大約有 60%來自義大利本國，40%來自歐洲、美洲和亞洲地區。同時每年大約有 180位來自
美國紐約時尚理工學院（FIT）的交換學生在 POLIMODA完成兩學期的專業學習。
學校受到佛羅倫斯與普拉托兩個城市的資助，同時與托斯卡尼、佛羅倫斯、普拉托等地大型企業

集團有良好的互動與實習合作。近年來，Salvatore Ferragamo與 VERSACE集團的前執行長加
入學校的經營團隊，使得前往 POLIMODA學習，得以更貼切掌握時尚界的趨勢與人脈。

Via Curtatone 1, Firenze, Italy

Liliana Lee, Olga Kurochkina

(02)2581-3255 / + 39 055 275061

+ 39 055 2750720

info@polidesign.com.tw

www.polimoda.com / www.polidesign.com.tw

藝術文化 /媒體傳播 /其他：Fashion

學士 /碩士

作品集 /英文履歷 /申請動機信 /畢業證書 /在校成績單

1年至 4年

12,000歐元 - 30,000歐元

英語 /義大利語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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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Salute San Raffaele 
School of Medicine & 
Psychology
聖拉菲爾生命與健康大學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聖拉菲爾生命與健康大學位於義大利米蘭，是一間非營利導向的大學。本校與 1970年代創立，
以癌症、泌尿學、心血管疾病與心臟手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愛滋病、罕見疾病、臨床應用前
及人體生物學與教學醫院等方面研究廣為人知的聖拉菲爾醫院暨研究中心位於同一位址。

本校於 1996年正式啟用，由三個學院組成：醫學、心理學和哲學。每個學院均開設大學及研究
所學程。本校也開設兩門英語授課學程，尤其歡迎國際學生就讀：健康傳播領域的認知心理學碩

士學位課程（與盧加諾的瑞士義大利語區大學合作開設），和國際醫師學程。國際醫師學程是一

門修業時間六年、創新的醫師學程。高中畢業後可直接申請，後須接受著重於分析和邏輯技巧的

入學測驗。國際醫師學程是一門修業時間六年、創新的醫師學程。高中畢業後可直接申請，後須

接受著重於分析和邏輯技巧的入學測驗。本校每年都保留超過一半名額給歐洲以外國籍的學生，

因此會特別考慮國籍非歐洲國家的申請者。聖拉菲爾生命與健康大學的學生們，都有在令人興奮

的多元文化環境中求學與生活的，獨一無二的可能性。在此多元環境中，研究成果每天都有突破

性進展、也能針對急症與慢性病治療方式進行卓越交流。

Via Olgettina 58, 20132 Milano IT

Nicole Papa

+390291751543

N/A

papa.nicole@unisr.it

www.unisr.it/en

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 /醫療衛生

學士 /碩士 /博士

國際醫師學程：高級中學文憑（12年教育）、須通過入學測驗 /健康傳播領域的認知心理學

碩士：心理學學士學位

國際醫師學程：6年 /健康傳播領域的認知心理學碩士：2年

國際醫師學程：每年 20,000歐元 /健康傳播領域的認知心理學碩士：每年 8,000歐元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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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in UniSR, one of the top-ranking universities in Italy for research 
and teaching, affiliated with the San Raffaele Hospital, now part of the 

largest hospital group in Italy, the Gruppo San Donato
In UniSR you will have the unique possibility of studying and living in 
an exciting environment where breakthroughs are made every day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and chronic conditions. All this takes place 
in state-of-the-art facilities located on the same premises, allowing 
for unsurpassed interaction and a unique learning experience. 
Students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coming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easily become part of the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in San Raffaele. 
The English taught courses, International MD Program and Msc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welcom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s.

Vita-Salute San Raffaele uniVeRSity

Contacts: international.office@unisr.it - Ph. +39 02.91751543.544
Address: Via Olgettina 58, 20132 Milan , Italy

your School of Medicine and Psychology in Milan,  
in the heart of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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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AND
荷蘭
荷蘭教育制度簡介

荷蘭共有十三家傳統綜合大學，其中包括三所科技大學及一所由自然管理、漁業及農業部會資助

的瓦罕寧恩農業大學。除此之外，荷蘭共有 56所專業大學提供各種不同的專業課程。目前荷蘭
各大學總計提供超過 2100個完全以英文授課的國際學程，是非英語系國家最多的。
留學荷蘭國際課程詳情請見：www.studyinholland.nl

在荷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於世界其他地方亦有傑出表現。荷蘭的高等教育在很多方面，如

商務管理，農業研究，工程學以及藝術和設計等方面都是居世界領先的。

荷蘭的科學研究和論文水平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事實上，荷蘭的國際化科學研究在歐洲大陸上都

是處於領先位置的。荷蘭高等教育學者發表論文和學術文獻的數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荷蘭的高等教育分為三階段，分別是學士、碩士及博士。高等教育另分為兩大教育體系，

並重新整合了學習時間計法為歐洲學分轉換系統（ECTS），其一是由傳統綜合大學（荷文
Universiteiten;英文 Research Universities），其二是由專業大學（荷文 hogescholen,英文
Universities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傳統綜合大學包括一般綜合大學、工程或農業專門研
究大學及空中大學，主要提供研究導向的課程（Wetenschappelijk Onderwijs，簡稱WO）。
專業大學則包括綜合專業大學及特定領域專業大學，特定領域如商業、農業、藝術及教師培育，

主要提供應用導向的課程。一般來說專業大學所提供的課程較傳統綜合大學更偏實務。

高等技職教育的學士課程修業年限為四年。完成該學業的學生可直接進入就業市場或是繼續攻

讀碩士。絕大多數的專業大學提供碩士課程。如果有意願，取得專業大學的學士後也可以直

接申請傳統綜合大學所提供的碩士課程，但是仍可能被要求修讀該校開設的轉換前置課程，

該要求端視所攻讀的領域及原先學士課程內容而定。學分數最低要求方面，專業大學要求

240學分（修業四年），取得的學位有註明專業領域，如工程學士（B.Eng.）或護理學士（B. 
Nursing）。舊制的學歷抬頭 bc.,ing.仍可使用；碩士方面，專業大學要求 60到 120個學分，
取得的學位有註明專業領域，如社會工作碩士 Master of Social Work。在專業大學完成學士課

高等教育

實務導向體系 專業大學的學士及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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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後即可取得學士學歷（Bachelor），學歷證明上通常會加註所修習的領域，如物理治療學士
（Bachelor of Physical Therapy）。完成碩士課程後即可取得碩士學歷（Master），學歷證明
上通常會加註所修習的領域，如護理碩士（Master of Nursing）。

在荷蘭新的學制下，傳統綜合大學提供學士課程及研究所課程。學生花三年取得學士學歷，畢

業後可直接就業或是繼續碩士課程。傳統綜合大學提供各領域的碩士課程。修業年限為一至二

年，入學條件及學費也有所不同。若有興趣請進一步向校方查詢相關資訊。高等教育所頒發的

學位對於學分數有最低要求。學士方面，傳統綜合大學要求 180個學分（修業三年），取得學
位為 BA或 BSc。

碩士方面，傳統專業大學要求 60、90 或 120 個學分（修業年限分別為一年、一年半或 2年）。
工程、農業、數學、自然科學領域要求 120個學分，碩士畢業取得學位 MA/MSc。舊制的學
位抬頭 drs., mr., ir. 仍可使用。博士方面，只有傳統綜合大學有提供，學位取得方式與 2002年
之前相同。完成大學主修課程後，依所修讀的領域取得學士學歷，學歷證明可註明所修讀的領

域，如：Bachelor of Science（BSc）指修讀工程學、科學及農業學領域；Bachelor of Arts（BA）
指修讀其他學科領域。完成碩士課程後，依所修讀的領域取得以下碩士學歷，如：Master of 
Science（MSc）指修讀工程學、科學及農業學；Master of Arts（MA）指修讀其他學科領域。

碩士之後可以繼續攻讀博士，攻讀博士過程稱為 promoveren。完成研究後取得博士學位
（Doctor）。攻讀博士首先尋找博士研究生（assistant in opleiding, aio；onderzoeker 
inopleiding,oio）的空缺後進行申請。在這四年期間將在指導教授 promoter下對專題論文進
行研究。

若是想要留學荷蘭，最簡單和便宜的方式是透過交換學生計畫。許多荷蘭高等學府和世界各地

的姊妹學校都有簽署交換學生計畫合作書。交換學生計畫通常只限於特定領域或科系。如欲瞭

解是否具備資格申請到荷蘭當交換學生，請向您所就讀的學校查詢。

荷蘭Grantfinder獎學金搜索引擎收集了許多提供給外國學生申請的獎學金資訊，請上網 www.
grantfinder.nl查詢，以瞭解是否有適合您申請的獎學金補助。

詳情請至台達電文教基金會網站查詢。網址 www.delta-foundation.org.tw

學術研究體系 傳統綜合大學的學士及碩士課程

博士研究

交換學生計畫

獎學金搜索引擎

台達荷蘭環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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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herlands Trade & 
Investment Office
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非選擇荷蘭留學不可的八大原因

1、2100多個英文課程：荷蘭大學提供歐陸最多的英文教學課程，95%的荷蘭人都可以英語交談，
留學荷蘭日常生活溝通無慮。

2、高教育品質、低學費：荷蘭有 4所大學在 ARWU2017(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世界大學排名前 100大，共有 12所大學名列前 400大。學費和生活費用遠低於其
他英語國家，並提供許多獎學金機會。

3、成為國際社會的一部分：荷蘭的許多國際學生來自 160多個國家。荷蘭社會與其他文化、商
界和世界有著密切相關聯。荷蘭人是開明直接的，所以很容易與他們交朋友交換想法。

4、荷蘭的教學風格是以學生為中心的互動式教學。在荷蘭學習意味著發展自己的意見，開闊心
胸，增加國際觀。你將會開發寶貴的技能，如分析，解決實際問題和創造性思維。

5、荷蘭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快樂國家之一：根據 2016 Global Peace Index 荷蘭為全球最安全
國家之一，也名列十大最快樂國家之一。更多荷蘭優質生活，連結 : OECD's Better Life:Index.
6、位於歐洲樞紐：短短三個小時內您可以到巴黎；五或六小時的火車車程，你可以到倫敦和柏林。
荷蘭是進入歐洲的門戶！

7、獲得充足的國際職場機會：荷蘭是世界第 17大經濟體。世界上最大的跨國公司，包括飛利浦，
海尼根，荷航，殼牌，ING和聯合利華，都是荷蘭公司。荷蘭企業在各專業領域具世界領先地位，
包括農業，水管理，藝術與設計，物流和可持續能源。

8、畢業後在荷蘭開始職業生涯：荷蘭政府希望吸引知識和留住人才，國際畢業生可以在畢業三
年內申請一年的居留許可在荷蘭找工作，增加你在海外就業市場上的機會。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1 號 13 樓之 2 ( 遠雄金融中心 )

Tiffany Kuo

0928-850-046

02-2720-5005

tiffanykuo@ntio.org.tw

www.ntio.org.tw

行政 / 自然科學 / 建築及都市計畫 / 藝術文化 / 語言文學 /商業管理 / 法律 / 媒體傳播 / 教育 / 

醫療衛生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Erasmus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 博士

請參閱：www.studyinholland.nl

請參閱：www.studyinholland.nl

請參閱：www.studyinholland.nl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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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z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Groningen
荷蘭葛洛寧恩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葛洛寧恩漢斯應用科技大學建校於 1798 年，是荷蘭北部最大的一所應用技術類大學，坐落於富
有活力的葛洛寧恩市，是荷蘭著名的大學城，距離德國不萊梅也僅僅 2小時車程。本校與多所台
灣的大學有姊妹校合作，例如國立中央大學、東吳大學等，每年進行學生交換。這裡還擁有許多

世界著名的企業，如荷蘭皇家殼牌集團、飛利浦電子公司、尤尼萊佛公司、阿克諾貝爾公司等。

葛洛寧恩漢斯應用科技大學是荷蘭學科設置最全面、規模最大的應用型科技大學之一，共有2,700
多名教職員和 25,000多名荷蘭和國際學生，來自 90多個不同的國家。共有 18個學院並開設 70
多個學位課程，包括商業、科技、醫療、教育、行為與生命科學、音樂和設計美術等專業，提供

應用導向型教育。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單能夠學到知識，還能參與解決商務實際問題的專案工作

和實習。葛洛寧恩漢斯應用科技大學所授予的學位為國際承認。荷蘭留學費用較低，文化氛圍也

很濃厚，安全方面也更有保障，更適合國際學生學習和生活。本校於 U-Multirank 2016年排名
中針對應用研究類（Applied research）列入世界前 25名。

Zernikeplein 7, Room A 0.19, 9747 AS Groningen

Mr. Dual Wu

+886 978631966

+886 2 25461688

hollandeducationtaiwan@gmail.com

www.hanze.nl/eng

行政 / 建築及都市計畫 / 藝術文化 / 語言文學 / 商業管理 / 媒體傳播 / 醫療衛生

學士 / 碩士

詳情請見：www.hanze.nl/eng

學士課程 2至 4年、碩士課程 1至 2年。詳情請見：www.hanze.nl/eng

學士及碩士課程每年 7,500歐元起。詳情請見：www.hanze.nl/eng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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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S Business School - 
Tilburg University
荷蘭 TIAS 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荷蘭 TIAS商學院為歐洲排名前 20的頂尖商學院（英國金融時報 2013），提供荷蘭排名第一的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我們的一年制全英語授課工商管理碩士（MScBA）是專為有企圖心的畢業
生及專業人士量身打造，為進軍全球企業，培養關鍵能力。我們有國際化的師資、多元化的學生

組成、海外研習與交換生項目、一對一就業輔導等，來開啟學生的職涯前景。學生畢業後可在荷

蘭延長居留一年找工作，並申請高技術移民居留證。我們有超過 92%的畢業生在畢業後 3個月
內找到工作，也有超過 80%來自非歐盟國家的畢業生順利在歐洲就業。

Warandelaan 2, 5037 AB Tilburg, The Netherlands

Mr. Ian Lai

+886 2 2349 4977

+886 2 2349 4931

Y.R.Lai@tias.edu

www.tias.edu/FTMScBA

行政 / 商業管理

碩士

(1) GMAT 550 分或參加 TIAS 免費線上測試 (2) 托福 90 分或雅思 6.5 分 (3) 大學學位，不限科系

一年

(1) MScBA 工商管理碩士 (行銷 / 財務 / 投資 / 創業 / 大數據 )：22,500 歐元

(2) MBA：37,500 歐元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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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AMPUS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大學國際預科中心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阿姆斯特丹預備課程，提供海外學生直升全球排名 58的阿姆斯特丹大學。

Room E2.30,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Roetersstraat 11, 

1018 WB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Ruby Leung

+852 9178 3080

rleung@ceg-uk.com

www.oncampus.global/europe/university-of-amsterdam.htm

商業管理 / 商業與經濟

其他：Foundation Programme

9月份入學：高中畢業証書、入學數學考試、雅思總分 5.0（單科不低於 4.5）

1月份入學：高中畢業証書、入學數學考試、雅思總分 5.5（單科不低於 5.0）

9個月

16,995歐元（2017-2018 學年）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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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ter University
韋伯斯特大學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在韋伯斯特大學認識世界

Webster University於 1915年在美國聖路易斯成立，2010年US News & World Report評選「最
優秀大學」中西部第 24名，並被評選為具有「最出色國際辦學項目」的大學。今日其校區跨越
四大洲：美洲、歐洲、非洲、亞洲，學生可自由選擇到其他校區修課，最大化國際視野，學分皆

相通。荷蘭校區於 1984年成立，至今仍是荷蘭唯一受認證的美國大學。萊頓在荷蘭的中部，15
分鐘火車即可到達海牙，阿姆斯特丹也約 30分鐘火車距離。海牙為聯合國組織重鎮，國際企業、
人才比比皆是；阿姆斯特丹更是全球最國際化的城市之一。萊頓這般策略性的地點，吸引世界等

級的教授群，大部分皆現職於國際企業及組織，兼顧專業及學術，提供給學生獨特的學習經驗。

Boommarkt 1 2311 EA Leiden

Jamie Wu

+31639872649

+31712040379

wu@webster.nl

www.webster.nl

商業管理 / 媒體傳播 / 其他：心理學 / 國際關係

學士 / 碩士

托福 /雅思

4年

16,100歐元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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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ND
波蘭
波蘭學制介紹

波蘭學制中，高等教育機構有全日制、在職班、夜校及校外學習等形式的課程，其中全日制為其

最基本的學習模式。波蘭奉行歐洲高等教育一體化方針，即博洛尼亞進程的各項準則。這套以三

週期為主的學位體系已經與歐洲學分轉換和累積制度 ( ETCS ) 相融合並執行良好。歐洲高等教育
統一標準使得學生獲得的學位更容易得到其它國家的認可。

˙第一週期的學業（3-4 年）的目標是獲得 bachelor 或 engineer（頒發給工程、農業或經濟學
等專業的學生，稱之為工程師）專業頭銜，相當於波蘭學士學位。該階段著重於為學生畢業後就

業或碩士階段的深造進行準備。要獲取這個學位，學生需要修得 180-240 ECTS 的學分。

˙第二週期的學業緊隨第一週期的碩士學位課程（1.5 或 2 年），目標是獲得專業碩士
（magister，或者依據具體課程等同於magister）學位。該階段著重於理論知識以及創造力的應
用和開發。在藝術學科方面，重點是發掘創造力和天賦。獲得碩士學位者可以繼續進修博士課程

（第三週期學業）。學生需要修得 90-120 ECTS 的學分才能獲得碩士學位。

˙除了一般體系外，表演、藝術保護和修復、教會法、牙醫、法律、醫學分析、醫學、製片和攝影、

藥學、心理學和獸醫等 11 個專業僅提供長週期課程。

˙長週期學業 碩士學位課程（4.5 至 6 年）的目標是獲得專業碩士（magister 或依據具體課程
等同於magister）的學位。要獲得該學位，學生需要修得 270-360 個 ECTS 學分。這種單一性
長週期學科課程採用綜合學習方案，將基礎學習課程和深入專業學習的課程相結合。完成該學位

後，相當於獲得第二週期碩士學位的合格資質。

˙第三週期學業 碩士畢業生可以申請博士學位的課程（通常 3-4 年），目標是獲得由大學或某
些研究機構（波蘭科學院的分部及各其他研究開發機構）頒發的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申請人在向

論文委員會提交論文、答辯成功且通過博士考試才可取得博士學位。

Poland

˙詳細波蘭留學資訊，請參考：

留學波蘭 www.studyinpoland.pl / www.go-poland.cn/zh-hans

˙華沙貿易辦事處

www.poland.tw/en/
www.facebook.com/PLinTaiwan
+886-2-7729 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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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saw Trade Office in Taipei
華沙（波蘭）貿易辦事處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特色

華沙（波蘭）貿易辦事處自 1995年 7月起設立，致力於讓臺、波雙方在文化、教育、經濟、商
務上的交流更加密切，負責波蘭國家簽證、申根簽證、資料認證等的申請，以及舉辦或協辦波蘭

相關活動，並提供諮詢服務。

Uniwersytet Medyczny we Wroclawiu. Wroclaw Medical University
弗羅茨瓦夫醫學大學

網址：www.en.umed.wroc.pl/
特色：羅茨瓦夫為十分活躍的醫學教育中心，由足以勝任的專家組成團隊擔綱教學。本校同時進行廣範圍的科學活動，

並為全下西利西亞省提供高度專業化的醫療照護。本醫學大學由五個學院組成：醫學、牙醫、藥學、大眾健康和研究生

教育，與境外大學簽有 22個國際合作協議。近期興建了嶄新的醫學中心，以作為大學醫院、實驗室診斷中心和一最先進
手術室的位址。本校於 2002年曾獲 ISO 9001認證，是波蘭首所獲此認證的醫學大學。

網址：www.ump.edu.pl/en
特色：波茲南醫學大學是波蘭最頂尖、最大的醫學大學之一，具有超過 95年的優良學術經驗和豐沛的成長動能。本校於
波蘭醫學院界居領頭羊地位，目前被認為是波蘭最大的教育、研究及醫學中心。本大學具有最多門專業領域可供學生選

擇，也與 6所醫院緊密合作，進行研究與臨床教學。

Warszawski Uniwersytet Medyczny. Medical University of Warsaw
華沙醫學大學

Uniwersytet Medyczny im. Karola Marcinkowskiego w Poznaniu. Poznan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  
波茲南醫學大學

TWTC/ITB Suite 1601-1602, No. 333, Sec. 1, Keelung Rd., Taipei, 110, Taiwan, R.O.C.

Olimpia Kot-Giletycz

+886-2-7729-9320

+886-2-7718-3309

taipei.warsaw.office@msz.gov.pl

poland.tw

行政 /自然科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 /藝術文化 /商業管理 /法律 /媒體傳播 /教育 /醫療衛生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 Erasmus + ) 合作學校

學士 / 碩士 / 博士

網址：www.wum.edu.pl/en/english
特色：華沙醫學大學是波蘭歷史最悠久的醫學院之一，200年來持續於醫學與藥學方面進行大學與研究所等級的教育及
訓練。本校學程均符合大學教育的最高國際水準、並奠基於優良的臨床與製藥訓練原則；教員於科學與實務方面的貢獻

享譽海內外。華沙醫學大學具備專科與一般門診，亦於五所緊密合作、同時肩負科學與臨床研究重任的教學醫院進行大

學與研究所教學，於華沙其他醫院也有若干臨床學術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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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olicki Uniwersytet Lubelski Jana Pawla II. John Paul II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ublin
Centrum Polsko-Chinskie Katolickiego Uniwersytetu Lubelskiego 
Jana Pawla II. The Polish-Chinese Center of the John Paul II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ublin 
盧布林若望保祿二世天主教大學（盧布林天主教大學）

網址：www.kul.pl/kul,21.htm
特色：盧布林若望保祿二世天主教大學是盧布林最古老的大學，也是中東歐第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學。本校學院及學門涵

蓋範圍極廣，歡迎所有宗教、本地及外籍學生前來就讀。本校課程由專精於各式科學領域、足以勝任教學的教員擔綱授課；

畢業生於業界風評良好，許多校友更於國內外知名機構擔任要職。盧布林若望保祿二世天主教大學有以下特點：確定的

法律體系、與教會及其教誨具有制度連結，以及於信仰、宗教、哲學、教會、倫理學、天主教社會科學、家庭科學與人

文學科方面，具有最深切與廣泛的科學洞察力。

盧布林若望保祿二世天主教大學波蘭與中國中心是一個新組織成立的單位，主要與華人地區的大學合作（廈門、煙台、

濟南、北京、上海、香港、臺灣臺北等地）；本中心計畫將合作觸角延伸到國外公司、大學與外交機構。此外，也正

籌備未來進行交換學生與教員、企業實習與中文課程等計畫。本中心的目標在於，在波蘭傳播華人文化、語言與習俗。

Uniwersytet Przyrodniczy w Poznaniu. Poznan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波茲南生命科技大學

網址：skylark.up.poznan.pl/en/
特色：波茲南生命科技大學於波蘭國內生命與生物科技類校際排行名列前茅，居領導地位。目前共有超過 12,000學生，
以及 1,500位教職員。本校教學領域範圍極廣，共有 22門研究領域、超過 30個專業——包含生物學、生物科技、景
觀學、農業學、園藝學、森林學、木材技術、環境保護、動物科學、食品科技⋯⋯等。高度專業化的科學學門反映了

本校教育方式十分具競爭力，是所發展、教育、科學進展與技術進程皆與時俱進的學校。本大學同時被稱為「綠色學

校」，緣於親近自然、於生態與環境經營方面的用心。

Uniwersytet im. Adama Mickiewicza w Poznaniu. 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in 
Poznan  
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

Politechnika Wroclawska. Wroclaw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弗羅茨瓦夫工業大學

網址：international.amu.edu.pl/
特色：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是波茲南當地主要學術機構，也是波蘭頂尖大學之一。擁有約 3,000名教師和 53,000學生，
是波蘭數一數二大的學術中心。本校成立於 1919年 5月 7日，後於 1955年以波蘭著名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命名。本
校具有 190個學門與專業領域供研修——從生物科技到哲學、從聲音工程到旅遊與休閒、從漢學到歐洲行政。本大學
崇高的聲譽，充分顯示在優良學術傳統、學院傑出的成就，和充滿吸引力的課程。

網址：pwr.edu.pl/en/
特色：弗羅茨瓦夫工業大學肩負的任務，是培養學生創造力與批判力、並確定科學與技術發展方向。本校教育與科學

研究、經濟需求緊密結合，並符合歐洲高等教育標準。弗羅茨瓦夫工業大學授予的學位經國家認可委員會和工業大學

認可委員會認證，是優質教育的象徵。弗羅茨瓦夫得以一躍成為波蘭資訊工程重鎮，得益於本校教師具國際水準的教

學與研究。他們的非凡成就，在波蘭國內外都受到廣泛認可。



Poland

142

Medical University of Lublin
盧布林醫學大學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1. 波蘭知名之國立大學，59年的建校歷史，20年以上全英語課程教學經驗，課程內容由歐盟及
美國紐約州、加州等MEDICAL BOARD醫學教育委員會認定，其學歷通過美國醫師執照後，畢
業生可直接與美國住院醫師之申請，畢業者授予MD 正式學位，畢業生超過 250位已成功申請
美國醫療機構之工作。

2. 提供 4年高階醫學系、六年制醫科、五年制牙科英語教學課程，畢業授予MD 及 DDS 之碩士
學位，可直接參與波蘭當地英文版之醫師或牙醫師執照考試，通過者可憑及格證書及學歷轉赴歐

洲其他國家換照及工作，日後返台及在美、加、紐、澳等國亦可透過考照方式執業。

3. 學生來自世界 20餘國，不同院系中，學生總數超過 4,500名，其中包括約 450名六年制的波
蘭語醫學研究的學生。大學承認不同的醫療課程下學習的學生，包括來自美國，加拿大，歐洲和

亞洲國家的 60多個學生，他們都報名參加了兩個英語語言課程。

4. 同時在英國、愛爾蘭等 27個歐盟國家，透過換照及語言考試便可執業。

5. 歐盟專業頂尖醫療人才培訓單位。

1 AL. RACTAWICKIE, LUBLIN, POLAND

Linda Chen

+886 2 2388 9345

+886 2 2375 1420

linda@liemg.com.tw

www.liemg.com.tw

醫療衛生

學士 / 碩士 / 博士

面試；筆試

4-6年

約 13,600歐元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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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IN
西班牙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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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ish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aiwan
西班牙商務辦事處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西班牙商務辦事處過去幾年皆有參與在台舉辦的歐洲高等教育展，主要業務為推廣西班牙的教育

與文化，提供對西班牙教育環境有興趣的學生完整及豐富的相關資訊。一直以來，西班牙以其高

水準的生活品質、開放心胸的民族特性、豐富的教育環境和文化及優秀的體育表現聞名全球。 
西班牙擁有許多不同的公、私立教育中心和教育學程，並構成了西班牙豐富的教育系統，也使西

班牙成為歐洲教育體系最完整的國家之一。多年來，教育中心已開始努力將公民社會和商業環境

這兩大領域與真實社會的實際需求做更多連結，期望能在這兩個領域的教育內容上能有更好的發

展。 西班牙擁有相當悠久的教育體系發展歷史，在中世紀時（1218年），西班牙境內就已成立
薩拉曼卡大學（Salamanca University）。西班牙高度發展的教育環境也造就許多讓學生追求全
球最優秀的MBA學位機會。另一方面，西班牙語已是全球超過四億人口使用的語言，我們相信，
未來的日子裡西班牙語將是國際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利器，因此，在考慮未來進修的教育環境

時，西班牙文的使用也應成為選擇時重要的考慮因素之一。 

「Study in Spain」是西班牙官方機構網站並有英西文介紹。該網站專門為有興趣學習西班牙文，
或想在西班牙念大學及想繼續在西班牙完成課程的外國人而設計，且能提供最完整的教育資訊。

網站資訊兼具活力及吸引力並不斷更新。

在「Study in Spain」的網頁中，您可從以下三種不同類別的搜尋中找到相關資訊：準備旅行、
留學西班牙和地理位置。這些資訊包括：行政程序、獎學金、住宿、大學、學校、課程等。造訪

這個網站是您留學西班牙的第一步。www.studyinspain.info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49號 10樓 B1室 Fl.10 B-1, Nº49, Ming Sheng E. Rd., Sec. 3, Taipei. Taiwan

Victoria Li

+886 2 2518 4905

+886 2 2518 4891

taipei@comercio.mineco.es

www.studyinspain.info

行政 /自然科學 /環境與都市計畫 /藝術文化 /商業管理 /法律 /媒體傳播 /教育 /醫療衛生 /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 Erasmus + ) 合作學校

學士 /碩士 /博士

請洽詢各教育單位

請洽詢各教育單位

請洽詢各教育單位

西班牙語 /英語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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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ish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aiwan
西班牙商務辦事處
2017歐洲教育展西班牙參展教育單位：

單位名稱：STUDY IN SPAIN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49號 10樓 B1室 
           Suite B1, 10F, No. 49, Minsheng E. Rd., Sec. 3, Taipei 10478
聯絡人：Victoria Li
電話：+886 2 25184905
傳真：+886 2 25184891
電子信箱：taipei@comercio.mineco.es
網址：www.studyinspain.info/es/index.html
學科領域：行政 / 自然科學 / 環境與都市計畫 / 藝術文化 / 商業管
理 / 法律 / 媒體傳播 / 教育 / 醫療衛生
學位文憑：學士 / 碩士 / 其他：Executive programmes

單位名稱：ESERP Business School
地址：CALLE COSTA RICA, 9 - Madrid - Barcelona - Palma de Mallorca
聯絡人：Ms. Marilia Mello
電話：+ 34 900 101 483
電子信箱：international@eserp.com
網址：www.eserp.com
學科領域：行政 /商業管理 /法律 /媒體傳播
學位文憑：學士 /碩士 /其他：Executive programmes
特色：ESERP是享譽西班牙國內及國際間的教育機構，在馬德里、
巴塞隆納及馬略卡島皆有校區。該校至今已有超過30年的辦學經驗，
提供學生修習西班牙學士學位、英國學士學位、西班牙官方碩士學

位及西班牙校級碩士學位，並教授各知名大學及商業學校商業課程。

© TURESPA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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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Business School / 
IE University
IE商學院 / IE 大學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IE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教育機構，致力於通過其核心支柱 - 企業家精神，社會創新，多元文化和
人文文化等知識體系培養未來領導者。

IE處於應用研究的最前沿，而且注重把這一點與綜合性多學科教育項目有效地結合起來。

IE的創新學習方法具有精準而實用的功力，專門為滿足市場要求而設計，結合了在線和面對面的
教學方式，用實踐證明了 IE是一個實至名歸的國際教育行業先鋒機構。

C / María de Molina 13, 28006, Madrid, Spain

Richard Scott / Sichao Yu

34 915689600

34 915689600

richard.scott@ie.edu / Sichao.yu@ie.edu

www.ie.edu

行政 / 建築及都市計畫 / 商業管理 /法律 / 媒體傳播

學士 / 碩士 /博士

錄取要求取決於具體課程項目，具體信息請在展台諮詢

錄取要求取決於具體課程項目，具體信息請在展台諮詢

錄取要求取決於具體課程項目，具體信息請在展台諮詢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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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M University Spain
西班牙武康大學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小班教學，有實習機會，學費低，和國際有名大學是姐妹學校：Stanford，UC Berkeley，
NUS， NTU。

頂尖學科：排名前3在西班牙私立大學：電腦，醫學，商科，心理學，多媒體，旅遊， 體育，新聞學，
建築。

穆尼西亞也是被 thegaurdian.com 選為歐州最好交換學生的城市。因為治安好和生活費低（400
歐元 /月）。

Campus de los Jerónimos, Nº 135 Guadalupe 30107（Murcia）- Spain

Paul Chan

+6597329232

N/A

pweitichan@ucam.edu

international.ucam.edu/

行政 / 建築及都市計畫 / 藝術文化 / 語言文學 /商業管理 / 法律 / 媒體傳播 / 教育 / 醫療衛生 / 

其他：Sports Management

學士 / 碩士 / 博士 /其他：Spanish and English Preparetory

本科：65% 高中成績 /研究生：3/4 CPGA

本科：4 年 /研究生：1年

平均 5,000歐元 /年

英語和西班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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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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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vakia 

SLOVAKIA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教育制度簡介

高等教育機構為第三階之教育、科學及藝術機構。高等教育機構的主要任務為提供較高等的教

育、創新科學研究或具創意的藝術活動。

依據設立機關及資金來源，共有以下三種高等教育機構 :
˙公立高等教育機構為依據法令設立之教育機構，幾乎多為政府出資，為法定及自管之機構。

目前在斯洛伐克有 20間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包含 9間較為傳統之大學，5間科技大學，3間藝
術及音樂高等機構，1間經濟大學，1間獸醫藥劑大學及 1間農業大學。
˙州立高等教育機構（3間）為軍事、警察及醫學學校。此類教育機構依據法令設立並由政府
相關部會所屬之州郡管轄。州立高等教育機構資金來源全來自州立預算。 
˙私立高等教育機構（12間）須獲得由斯洛伐克共和國政府開立之州核可方可設立。此類型教
育機構由非政府機構設立及出資。多數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提供經濟、商管、公共行政、法律、國

際關係、區域發展、醫療及社會工作領域之教育。

高等教育機構提供由斯洛伐克教育暨科技部認可之高等教育課程。主要授課語言為斯洛伐克文，

但亦有以外國語言（主要為英文）授課之學程，多替外國學生設計。

學年度計算方式為該年9月1日起至隔年8月31日止，共含2學期（冬季學期為9月至隔年1月，
夏季學期為隔年 2月至 6月）。機構之學年設定依據院所或該高等教育機構規定。

教學過程包含文學、研討、習作、實驗、計畫、實作訓練、諮詢等。學生成就評量依據歐洲學分

互認體系（ECTS），其為 2002年起適用於所有形式高等教育之體系。學生的標準工作量由學
分數來衡量 : 每學年度 60 學分及每學期 30學分。每個高等教育機構可依每階段須完成的課程來
決定應習得學分總數。分數評量則依據歐洲學分互認體系評量標準（A-FX）。

以外國語言授課之課程學費由高等教育機構 /院所個別決定。費用約為每學年度 500 歐元至
12,000歐元不等。最新的費用資訊可於相關高等教育機構 /院所國際關係辦公室查詢。
然而，若學生參與以斯洛伐克文授課之課程並於斯洛伐克全時就讀，且不超過就讀之標準長

度（時間），則無需學費。（更多以斯洛伐克文授課之課程資訊，可至以下網站查詢 www.
portalVS.sk – 網站僅以斯洛伐克文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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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inedu.sk – 斯洛伐克教育暨科技部
www.mzv.sk – 斯洛伐克外交與歐洲事務部
www.saia.sk/en - 斯洛伐克學術資訊機構提供實用的斯洛伐克學生在斯洛伐克生活的刊物、
斯洛伐克高等教育機構提供之外國語言課程、簽證及居留證相關之行政事務。

www.portalvs.sk/en/informacie-o-vysokych-skolach - 所有斯洛伐克高等教育網站連結
www.grants.saia.sk – 獎助學金資料庫

實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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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A, n. o. (Slovak Academic 
Information Agency)
斯洛伐克學術資訊機構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斯洛伐克學術資訊機構是一個非政府、非營利組織。1990年成立以來，即致力於就斯洛伐克國
內、和斯洛伐克國民至海外的就讀與研究機會，提供資訊與諮詢。同時專注於提升公民社會的公

共事業，及協助斯洛伐克教育與研究的國際化。

本機構管理若干獎學金計畫。其中「斯洛伐克共和國國家獎學金計畫」為即將離開或進入斯洛伐

克深造的學生、博士生、大學教師或研究者提供支持。

本機構同時是「歐洲服務中心網 (European Network of Services Centres) EURAXESS」一員，
對從世界各地來的大學學生（含博士生）、教師與研究者，於居留期間所必須之行政事項（例：

簽證、居留證、健康保險等）提供顧問。

除此之外，本機構使斯洛伐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於世界各地教育展的能見度提高。

Sasinkova 10, 812 20 Bratislava, Slovakia

Lukas Marcin

+421259304700

+421259304701

nsp-foreign@saia.sk

www.saia.sk/en

行政 / 自然科學 / 建築及都市計畫 / 人類與社會科學 / 藝術文化 / 語言文學 / 商業管理 / 法律 /

IT 資訊工程 / 媒體傳播 / 教育 / 醫療衛生 / 工程科學 / 旅遊與飯店管理

學士 / 碩士 / 博士 / 其他 / 交換生

依各學校之申請資格規定

學士：3-4年 / 碩士：通常 2年 / 博士：3-4年 / 交換：學生 1-2學期、博士生 1-10個月

依各大學而定。領有國家獎學金計畫之獎學金的交換學生，通常免學費

斯洛伐克語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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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DEN
瑞典

Sw
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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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Education First
EF國際文教機構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EF是全球最大的國際教育機構，1965年創立於瑞典隆德，成立逾 50年來，EF帶給來自世界各
地不同年齡的人學習新語言並融入新文化的機會。透過教育，我們希望開拓學生的世界觀，並給

予學生最佳學習經驗 。至今有超過一千五百萬的學生透過 EF前往各國學習語言並探索世界文化。
˙EF遊學團簽訂教育部定型化契約，全程投保履約保險 1,000萬；屢次榮獲教育部遊學契約查
核為優質海外遊學留學機構。

˙EF在外語學習過程，提供經驗豐富的教師群、輔助語言學習的高科技系統及多媒體資源加速
學習；另外更提供多元的線上線下教學活動促進資訊吸收；藉由全母語環境與當地人共同生活、

參加參訪活動等練習口說能力、提升聽力、了解俚語用法及熟悉當地口音等，達到「沉浸式學習」

的效果。

˙獲得英國文化協會、EAQUALS、ACCET、NEAS及其他各國教育機構認可；多次擔任奧運會
的官方語言培訓機構如首爾（1988）、北京（2008）、里約（2016），和即將來臨的 2018年
韓國平昌冬季奧運。

˙韓國首爾、澳洲伯斯、加拿大溫哥華島等全新校區即將開幕。EF不斷追求卓越，提供學生更
完整多樣的學習選擇。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200號 7樓之一

Haley Kuo

+886 2 8780-6555

+886 2 2729-1818

haley.kuo@EF.com

www.ef.com.tw

其他：視課程而定

其他：University / Master preparation（Language School）

視課程而定

視課程而定

視課程而定

視課程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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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33

10/14 11:10 - 11:45 視聽室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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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ZERLAND
瑞士

Sw
itzerland

瑞士簡介

瑞士商務辦事處代表瑞士在台的官方機構主要推廣瑞士的教育、文化、商務及投資等業務。

由於絕佳的地理位置，瑞士一向都是世人最佳的旅遊目的地之一。十九世紀期間，四千公尺高的

阿爾卑斯山吸引了第一批的現代遊客，從此之後，瑞士成了不論國籍，不拘年齡性別的旅行者心

目中最喜愛的旅遊景點，因為瑞士擁有摩登現代的旅遊設施，多元化的景觀特色，還有友善好客

的居民。擁有將近二十二萬五千人的勞工以及三萬多個公司企業的共同努力之下，瑞士飯店、餐

飲等旅遊相關產業成為瑞士經濟的重要支柱；尤其是對偏遠及山區等地方的貢獻。觀光產業在瑞

士的國內生產總額占了超過百分之六。

瑞士觀光產包含了冬季旅遊與夏季旅遊、溫泉 SPA 渡假村及會議暨商務行程等多元發展方向。

吸引眾多遊客拜訪的瑞士山峰也是主要的賣點之一：在夏季，她們是登山健行者與腳踏車騎士的

最愛，而到了冬天，則成了滑雪者的天堂。另一方面，到瑞士觀光的人不必非來滑雪或登山，喜

歡觀賞美麗的風景，喜愛購物或是熱愛藝術的人也很適合來瑞士。她有其獨特的特徵，擁有豐富

的歷史和多元的文化。

瑞士的教育體系如同多變的瑞士景觀一樣多變。瑞士有四個官方語言以及四種不同的文化，而

教育權責也分在聯邦、各州以及鄉鎮之間。瑞士的 26 個州主管義務教育，而各州與聯邦又共

同負責高等教育以及回流教育。關於公立高等教育，部份的科技學院、十所的州立大學以及二

所聯邦科技大學有著多元文化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出社會後也能適應多元化的社會。學士課程以

及大部分的碩士課程是以德語、法語或意大利語來教學，但部份碩士課程和大多數博士課程都

以英語授課。事實證明，瑞士大學名列世界前茅。

在民辦教育方面，瑞士有很多不同性質的國際認可的瑞士私人教育機構；包括寄宿學校，私立

學院，私立大學和飯店管理大學。大多數機構都與國際接軌，課程以英語授課。

瑞士學生身處於多元文化的學習環境對於未來想要在全球企業當中工作的學子是一個加乘數。

公立學校與私校所提供的課程讓學生能獲得更好的知識以及相關的技能，學生完成學業後取得

專業文憑將繼續往成功的道路上更進一步。

瑞士高等教育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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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申請學校是必須跟學校直接申請，將學校要求的文件在要求的截止日前寄出。而普遍

來說學校允許學生透過線上申請。另外，也有學校會要求學生提交高中文憑 ( 正本或是認證後

的文憑 )，以及最新的護照照片。一旦收到瑞士學校的入學許可後，學生可至瑞士商務辦事處

申辦學生簽證，提交學生簽證的相關文件。由於學生簽證需要 8 -12 週的工作時間，建議同學

儘早來辦理相關事宜。

申請學校以及簽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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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M.S. Business & Hotel 
Management School
瑞士工商飯店管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BHMS 瑞士工商飯店管理學院座落於瑞士琉森市，隸屬於瑞士歷史悠久的 Benedict 教育集團，

是其中專門教授觀光及飯店管理之學院。這所世界聞名的學校每年學生人數超過 16,000 人，旅

遊管理及飯店管理領域更屬歐洲頂尖。這兒每年有 700 至 900 名百中選一的學生攻讀飯店管理，

這門學程是當今世上成長最快的市場及職涯領域之一。

BHMS 為來自超過 40 個國家的國際學生提供多樣化且獲認證的優質學程計畫，在瑞士飯店管

理教育界，我們的課程品質及價格比是最佳的，所有文憑及學位課程都由瑞士政府官方教育品

質（EduQua）認證，並被英國布萊頓大學（University of Brighton），羅伯戈登大學（Robert 
Gordon University）及美國西雅圖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Seattle）正式認可。

Baselstrasse 57, 6003 Luzern, Switzerland

Dr. Anthony Erb

+41 7 6562 0600

+41 4 1248 7004

admission@bhms.ch

www.bhms.ch

商業管理 / 旅遊與飯店管理

學士 / 碩士

更多細節請見 BHMS 指南或 www.bhms.ch

1 至 3 年

約 25,900-29,900 法郎（包括食宿，保險及校外教學）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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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ar Ritz Colleges
Switzerland
瑞士凱撒里茲飯店管理大學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瑞士 César Ritz Colleges Switzerland 凱撒里茲大學傳承“Mr. César Ritz (1850-1918) 凱撒里茲
先生”完美辦學精神，他是豪華飯店管理先驅，他創辦王宮式酒店至今一直昂立世界各地，被

譽為“The King of Hoteliers”—飯店管理之父。他首次提出“The customer is never wrong 顧
客永遠是對的”的觀點，此金玉良言至今被奉為服務業準則。由他所創辦法國里茲 Ritz Hotel 及
Ritz Carlton 至今國際馳名。César Ritz 凱撒里茲就是品牌，瑞士百年的古今名人，也為飯店業
最高榮耀。

凱撒里茲飯店大學提供 (1) 3 年瑞士飯店管理及觀光雙學士學位 ( 瑞士 + 美國 2 張學位及雙主修 )，
與美國 Top Ranking 華盛頓州立大學 (WSU) 在瑞士分校共同辦學。(2) 1 年雙碩士全球飯店管理
及旅遊產業碩士學位 (MA ) 及 1 年雙碩士飯店管理、健康及人資福利雙碩士學位 (MA) : ( 都含支
薪實習 )，與英國國立德比大學 (University of Derby) 合作，共同頒發 2 張碩士學位。凱撒里茲
飯店管理大學也為少數飯店管理大學同校區中提供國際認可飯店管理工商學士及歐洲廚藝學士課

程。凱撒里茲飯店大學的學位是產業界所認可並獲得極高評價，學生取得 Top Ranking 雙學位將
來如果希望到美國或英國國際飯店就業，有加乘倍數的就業優勢。

凱撒里茲飯店管理大學除了為瑞士飯店管理學校協會 (AESH) 會員外，提供的飯店課程為榮獲聯
合國旅遊組織 TedQual 所教育品質認證的大學、瑞士政府官方教育品質機構認證及瑞士 Valais
省政府認證的傳統瑞士學校。

每年安排瑞士及國際飯店參加 SEG-IRF 國際招募會，與世界知名飯店業佼佼者與會。每年也皆
有國際飯店集團到本校招募學生畢業及實習工作，課程結合理論及實務操作，畢業就等於就業。

51 Route Cantonale, 1897 Le Bouveret, Switzerland

瑞士凱撒里茲飯店管理大學代表：Michelle Shih

+886 2 2781 8878

+886 2 2781 8829

michelle.shih@lincoln.com.tw

www.cesarritzcolleges.edu/en/

旅遊與飯店管理（1）飯店 -旅遊 -創業（2）健康與福祉管理（3）歐式廚藝烹飪 - 法國 - 義大利 - 瑞士

學士 / 碩士 / 其他：國家證照

（1）Higher Diploma：高中文憑 , TOFEL ibt 61 / IELTS 5（2）學士學位（BA）：高中文憑 ,

TOFEL ibt 61 / IELTS 5 （3） 碩士學位（MA）：大學畢業 , TOFEL ibt 80 / IELTS 6

（1）瑞士高等飯店專業文憑（Higher Diploma）：2 年（含支薪實習）（2）瑞士飯店管理及觀

光旅遊商學士學位 （BA）：3 年（含支薪實習）（3）全球飯店管理及旅遊產業雙碩士學位（MA ）：

1 年（含支薪實習）（4）飯店管理、健康及人資福利雙碩士學位（MA）: 1 年（含支薪實習）（5）

瑞士 CAA 廚藝學士學位（BA）：3 年（含支薪實習）（6）瑞士 CAA 廚藝碩士學位（MIB）：

1 年 ( 含支薪實習 ) （7）瑞士 CAA 廚藝甜點與巧克力證書 : 1 年（含支薪實習）

每學期 16,800 至 17,500 瑞士法郎（學費含住校食宿）

全程英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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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io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格里昂高等教育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Glion – The Best Hotel Management School in the world
格里昂全球酒店管理學院排名前三 , 2015 年又榮獲全球酒店管理最佳學校獎項。

每年，有超過 100 家公司的代表會來到學校，為學生帶來在國際酒店連鎖、活動策劃、奢侈品

業和其他服務業的實習和就業機會。

全方位認証 – 格里昂高等教育學院獲得新英格蘭學校和學院協會 (NEASC) 高等教育機構委員會

官方認證的三所瑞士酒店管理學院之一。

新英格蘭學校和學院協會是美國教育部認可的六個區域性認證機構之一，格里昂獲得了大學階段

的授課資格認證，因此可以頒發本科和研究生學位。

格里昂聲譽全球 – 格里昂擁有 1 萬名校友，這些校友為這所國際商業學校帶來了傑出的聲譽。除

了全球領先的國際酒店連鎖集團之外，我們的畢業生同樣獲得其他服務行業的認可，在那裡客戶

體驗和忠誠度是成功關鍵。活動策劃、金融、零售和奢侈品牌公司都十分重視我們畢業生在文化

認知、交流和嚴謹職業道德的軟實力。

Route de Glion 111, 1823 Glion-sur-Montreux, Suisse

Victoria Chen

0989 908 908

+886 2 2570 3158

gcvictoria68@gmail.com

www.glion.edu

旅遊與飯店管理

學士 / 碩士 / 其他：Summer Program

入學日年滿 18 歲 / 托福 550 分或雅思 5.5 / 高中職畢業學歷

工商管理學士 3.5 年 / 碩士 1.5 年

CHF28,000/ 學期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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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 Hotel Institute 
Montreux
蒙特勒飯店管理大學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1985 年創立的 HIM 蒙特勒飯店管理大學，追求創新和活力的學校，為 SEG 瑞士教育集團旗下學校之一，

是瑞士飯店管理學校組統的成員；2002 年和美國頂尖商業管理領域享譽國際的諾斯伍德大學（Northwood 
University）合作大學雙聯 BBA 學士學位，諾斯伍德大學於商業管理國際競賽聯數屆冠軍，也是培育國際企業

專業經理人與跨國企業家的搖籃；HIM 也得到（NEASC）新英格蘭學校與學院協會認證，承認瑞士高等教育

文憑；近年來開始在課程中加入財務，人力資源，精品行銷並與該專業領域之企業進行建教課程，培養學生第

二專長，另外獨家每年舉辦國際就業博覽會，提供學生實習及正式工作機會， 強化學生跨領域競爭力，未來

就業之路更加寬廣，真正培育飯店經營管理人才 !

誠摯歡迎您來參加說明會讓我們與你分享全球餐旅產業的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還有品香檳大嘗試唷！

【台中場】時間：2017.10.11(星期三 ) 19:00~21:00
地點：台中永豐棧酒店 /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 689 號

【台北場】時間：2017.10.16(星期一 ) 19:00~21:00
地點：台北老爺大酒店 /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37 之一號（捷運中山站 4 號出口）

【報名洽詢 】 

來電 : +886-2-27116630
寫信 : info@ciei.com.tw
網址 : www.ulearning.org

台北市忠孝東路 224 號 7 樓 ( 萬聯國際 & 劍橋國際教育機構）

Christian Schiering / Emily Yang

+886-2-27116630 

+886-2-27317248 

info@ciei.com.tw

www.him.ch

商業管理 / 旅遊與飯店管理

學士 / 碩士 / 其他：Post Graduate Diploma

大學部 - 高中畢業 + 雅思 5 分 / 碩士先修班 : 大學畢業 + 雅思 5 分以上 / 碩士班 : 大學相關科

系 + 6 個月相關工作經驗 + 雅思 5.5 分以上 or 大學非相關科系 + 相關主管級工作經驗 3 年以

上 + 雅思 5.5 分以上

半年至 3 年 , 依入學課程等級而定

依課程等級而定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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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Institute 
Switzerland
瑞士 IMI國際飯店管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瑞士 IMI 國際管理大學於 1991 年成立，25 年悠久校史，為頂尖瑞士飯店管理學院之一。

2008 年中國外交部指定為北京奧運 - 瑞士館代表學校。提供短期語言、大學、學士後、MBA
碩士、ICI 國際廚藝學院學士課程，每年有四個月可彈性入學。

．位於 - 琉森 Luzern 德語區，文化、交通便捷，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求學環境。

．國際雙學位制度 - 英國曼徹斯特都會大學（MMU）；英國雪菲爾德哈勒姆大學（SHU）；以

及英國旅遊飯店管理協會（CTH）的學歷認證。 
．提供「全球跨國實習」與「終身輔導就業」制度：實習就業雙重保障。

．學校提供全天候三餐以及學校宿舍。

Seeacherweg 1, Kastanienbaum

Ms. Greta Musu

+41 41 349 6400

+41 41 349 64 44

peter.reimer@imi-luzern.com

www.imi-luzern.com

旅遊與飯店管理

學士 / 碩士

雅思（國際語言能力相等）：4.0（英文課程）5.0（大學）6.0（研究所）

大學 2.5 年、研究所 1 年

20,150 ～ 24,150 瑞士法郎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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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Roches Global 
Hospitality Education
瑞士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Les Roches 為瑞士最早成立的全英文授課高等旅館管理學院，除了瑞士政府承認，也是瑞士唯三所

擁有新英格蘭高等教育協會（NEASC）認證的教育機構之一，可獨立頒發旅館管理學士與碩士學位。

˙ 學校始建於 1954 年，是瑞士最早用英文授課的專業旅館管理大學，教學歷史悠久，具有卓越的

     國際聲譽。

˙ 校區位於阿爾卑斯群山的 Bluche，臨近國際知名高爾夫球及滑雪旅遊勝地 Crans-Montana。

˙ 所有學位頒授由 NEASC 新英格蘭高等教育協會所認證（哈佛，麻省理工學院，柏克萊大學皆     
     由此單位認可）。

˙ Les Roches Gruyère 為瑞士唯一私立學院取得瑞士聯邦政府 HES-SO 的認證，同時為台灣教育     
     部認可。

˙ 全校學生近1,700位，乃瑞士單一校園規模最大的英文授課旅館大學，硬體設施一流，師資雄厚。

˙ 學生來自全世界近 100 個國家，充分國際化，有利於學生學習不同國家文化，培養國際文化溝

     通能力。

˙ 全球五星級飯店經理票選推崇為前三名最理想校園徵才學府，與世界知名頂級飯店，連鎖集團

     有最完整的合作關係。

˙ 就學期間，可以轉學至美國，西班牙，上海分校就讀，提供國際化的學習機會與不同的文化體驗。

CH-3975, Bluche, Carns-Montana, Switerland

Ryan Kuo

+886-2-2775-1176

+886-2-2751-2811

info@lesroches.tw

www.lesroches.edu

旅遊與飯店管理 / 商業管理 / 精品產業管理

學士 / 碩士 / 其他：Post Graduate

雅思 6.0

1 至 3 年

25,000 至 35,000 瑞士法郎（視課程不同）

全英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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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ss Hotel 
Management School
瑞士旅館管理大學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瑞士旅館管理大學是瑞士唯一由百年歷史之五星級飯店改建之名校，同時也是 Swiss Education 
Group 瑞士教育集團系統的創始校，系統下共有五所學校，其中以 SHMS 聲譽卓著，教學嚴謹，

已為業界培育出無數精英人才。有專業證書、學士、碩士等多項課程可供選擇，畢業生可獲得瑞

英美三國認證之學歷，全球暢行無阻。對於高中職、專科生及大學畢業生，本校皆有提供可供學

生取得學位之課程。多年來教學品質的深獲肯定及學校硬體與軟體設備的不斷更新，已使本校成

為瑞士最具規模的旅館管理大學。

Caux-Palace, 1824-Caux, Switzerland

Sharon Hung

+886 2 2363 1051

+886 2 2369 2831

wldwide@ms47.hinet.net

www.wef.com.tw/shms/index.htm

旅遊與飯店管理

學士 / 碩士 / 其他：Diploma

大學入學標準：高中畢業，英文達到學校入學標準 / 碩士入學標準：大學相關科系畢並有 6 個

月以上服務業相關工作經驗，英文達到學校標準

大學 3 年 / 研究所文憑 1 年 / 碩士 1 年

大學：34,800 瑞士法郎 / 碩士：39,250 瑞士法郎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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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ss College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Lenk
瑞士林克旅館與餐飲管理學院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學科領域

學位文憑

申請資格

修業時間

學費

授課語言

特色

瑞士林克旅館與餐飲管理學院位於伯恩州，是一所經政府核准的學院。同時也是第一所奉行小班

及個人化教學的學校，其構想與發展都為了使學生日後於餐旅界的職涯發展順遂、前途無量。以

下是本學院的特色：

1. 校園內與教師高度互動，帶來第一手知識與拓展人脈的機會—教師可免費諮詢。

2. 高品質的體驗—學生數少，更能進行符合個別學生需求的教育。

3. 高級的服務—有時間與能力幫助學生決定職涯發展，幫助學生找到適合的工作。

4. 以「與國際餐旅界接軌」為目標進行訓練。

5. 以傳統旅館型態為基礎進行創新思考。

6. 課程切合業界需求。

7. 實作訓練，讓學生為日後投入產業進行充分準備。

8. 課程奠基於顧問團、管理階層人脈、教師經驗所洞察到的，日新月異的產業需求。

9.「實習」意味著獲得海外工作機會和學術上持續精進的可能性。

10. 總整課程—讓學生發展一個反映他們興趣的商業計畫書。

11. 所有學生均住宿於可飽覽壯麗山景的宿舍（宿舍內除房間外，還有健身中心、三溫暖、多樣

室內休閒活動設施）。

Rawilstrasse 23, 3775 Lenk, Switzerland

Chris Wu

+886 9 2888 9948

+886 2 311 9508

marketing@shml.ch

www.shml.ch

商業管理

學士 / 碩士 / 其他：認證、文憑課程

商業管理學士：（1）17 歲以上（2）高級中學畢業（12 年教育）（3）雅思（IELTS）5.0 分

或同等英語能力（4）填妥申請表（5）第二、三、四學年入學者，須遞交完成前一級教育的

確認文件 / 餐旅管理領域之商業管理碩士：（1）18 歲以上（2）須完成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

（3）雅思（IELTS） 5.5 – 6.0 分或同等英語能力

2 - 4 年

第一學年 24,000 瑞士法郎，第二學年開始每年 18,000 瑞士法郎

英語

SWITZERLAND’S FIRST BOUTIQUE HOTEL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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