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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hinese

歡迎來到倫敦大學學院: 位於倫敦的國際性大學
倫敦大學學院是世界領先的跨學科綜合大學，全球排名前十位*，以提供高素質的科研
和教學品質而享譽國際。
位於全球最受學生喜愛的城市**，倫敦大學學院坐落於倫敦市中心的布魯姆斯伯裡大都會學區的。主校區擁有豐富的學術、生活及文化資源，
也鄰近許多運動或娛樂設施，提供學生多樣的生活與學習體驗。

2019年QS世界大學排名

關於倫敦大學學院

11
60

11個學院、60個
科系

科研實力在最新 (2014) 「
卓越研究架構」榮獲全英
第一

18間分類圖書館，超過
2萬本藏書

29名諾貝爾獎得主

師生比1：10

41,000 名學生來自
150個國家

41% 的國際學生

倫大學院學生會提供超
過250 個社團

* 2019年QS世界大學排名
** 2018年QS最佳留學城市排名

排名

學校

國家

1

麻省理工學院

美國

2

史丹福大學

美國

3

哈佛大學

美國

4

加州理工學院

美國

5

牛津大學

英國

6

劍橋大學

英國

7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

瑞士

8

帝國理工學院

英國

9

芝加哥大學

美國

10

倫敦大學學院

英國

倫敦大學學院碩士預備課程：總覽
倫敦大學學院碩士預備課程（GPC）提供基本的學術知識和語言技能，幫助國際學生提高自
信心，並順利升學進入倫敦大學學院及其他英國頂尖大學院校。
有哪些課程可以選擇？
• 倫敦大學學院國際碩士先修課程
• 倫敦大學學院建築碩士先修課程
• 倫敦大學學院學術英語先修課程

課程內容是甚麼？
培養碩士研究所需之語言、學術及研究技巧，

4.

獲得錄取通知的學生將收到電子郵件通知如
何接受入學許可、支付課程費用以及申請學
校宿舍等。

請儘早遞交申請以確保課程及住宿的名額。

住宿資訊
www.ucl.ac.uk/accommodation

包含：

住宿費依個人需求、宿舍地點及設施差異而有

• 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力

所不同。

• 有效閱讀學術文本

下方表格提供您2018/19學年度各級宿舍每週

• 培養課程理解力

價位資訊。2019/20年度的住宿費將於2019 年

• 能於學術溝通中清楚精確地表達想法且提出
支持論證
• 透過口頭報告及課堂參與，加強口說表達

春季訂定。
自炊式: 倫敦大學學院學生宿舍
單人房：每週 £138 – £284英鎊

能力
• 進行獨立研究

為什麼要讀倫敦大學學院的碩士預
備課程？
• 教學品質：由倫敦大學學院師資優異且教授
們具備多年輔導國際學生的專業經驗。班級
平均人數為 14 位學生。
• 見聞習染：學生將從英國教育制度獲得寶貴
經驗，快速了解與發展適用於英國的學習態
度。預備課程的內容除了大班課程、小組討
論課、輔導班教學等，也包含課外活動。
• 輔導支持：每位學生享有定期的一對一課業
輔導，以及教育顧問針對升學學位的申請討
論及建議。倫敦大學學院學生皆可享用本校
豐富的學術與學生福利資源。

該如何申請？
1. 請參考課程說明手冊及網站資訊，依據自己
的語言程度、升學目標及申請可能性來選擇
最適合的課程。

2.

透過網站進行線上申請：
www.ucl.ac.uk/gpc

3.

完成對學生申請的評估後，我們將通知是否
給予入學許可，會依據學生目前的英語成績
（包含單項成績）、過往學業成績紀錄、學
位課程所要求的英語標準來進行審核。

*倫敦大學學院每堂課為50分鐘

包餐式: 倫敦大學學院學生公寓
單人房：每週 £181 – £236英鎊

倫敦大學學院大部分的學生宿舍只需步行10至
30分鐘即可到達主校區。

倫敦大學學院國際碩士先修課程（IPM）
倫敦大學學院國際碩士先修課程是一個既嚴謹又能刺激學習的預備課程，專門設立給期望
於倫敦大學學院或英國其他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的國際學生，培養研究所需之語言與學術能
力。
為什麼要讀國際碩士先修課程？
• 本課程幫助來自各學術背景的學生順利銜接

又該如何建構及表達專業知識。選修科目有以
下選擇：

碩士課程。2017年，16 個國家的國際學生

• 建築與都市設計

中，超過74%的學生成功升學進入倫敦大學

• 商業、財經與管理

學院以及其他頂尖大學，包含：

»» 牛津大學
»» 劍橋大學
»» 愛丁堡大學
»» 曼徹斯特大學
»» 倫敦政經學院
»» 布里斯托大學
• 學生將透過國際碩士先修課程修習有興趣的
學科領域，主題式發展所需之學術技能，為
未來的碩士課程做好周全準備。
• 除了班級平均人數為 14 位學生的小班教學以

• 生命科學與醫學

•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STEM)
教學方法包括授課、研討會、工作坊。此外，

課程評量
學生取得國際碩士先修文憑與否，取決於正式

學生觀點

驗成績。

入學標準

力）：學習碩士課程的研究方法，培養批判、分

• 20週（1月開課）

析和論證技巧，以及提升語言能力，以應對碩

請依照目前語言程度來選擇最適合的課程。

裡蘊含什麼知識，而在欲修習的學術領域裡，

戶外教學費用等，可在課程官網上查詢得到。

如欲申請其他學校碩士課程，則應確認該校

• 32週（9月開課）

研究、論證及批判性思考能力。包含探討文章

與課程相關的費用訊息，如申請費、生活費、

是否認可倫敦大學學院的國際碩士先修課程測

2. 學術研究方法（包括分析、論證與批判能

系，利用上述課程1 & 2來加強該學術領域上的

£13,210

課程評量及測驗的成績。

課程長度選擇：

3. 學科取向研究： 針對未來欲修習的相關科

2020年1月

學生每週皆能參加個別指導。

能力。

士研究所需。

£17,485

年6月12日。

力要求。

1. 學術英文：以聽、說、讀、寫訓練學術表達

2019年9月

課程日期內。授課及考試結束時間不超過2020

• 公共政策與國際政策

士申請討論等的個人專屬輔助。

和學術技能，以具備就讀碩士課程的條件。

學費

考試結果及額外必須的課程行政程序皆包含在

• 法律

取得文憑即代表達到倫敦大學學院英語語言能

學生將在三門的必修課中學習英語、研究方法論

開課日期

國際碩士先修課程將於2020年6月30日結業。

• 人文及社會科學

及每周一對一課業輔導，學生也享有包含碩

課程架構

學費

開課日期

雅思總分最
低分

雅思單項最
低分

2019年9月
（32週）

5.5

5.5

2020年1月
（20週）

6.0

6.0

國際碩士先修課程超乎我的預
期，我的學術英語能力得到了
顯著的提升，同時學會了許多
有利於未來碩士課程的學習技
巧。透過碩士先修課程，我不
僅大幅提升自信心，也懂得如

以上入學標準為最低門檻，學生應審慎評估個

何運用思辨能力以達成碩士課

人的申請條件。

程的學術要求，順利進入英國

若申請人具有優異在校成績，雅思總分達到6.0

頂尖大學。

分且一個或兩個單項不低於5.5分，則可考慮申

聯絡資訊

請一月入學。
倫敦大學學院碩士課程的入學標準可參考官網

倫敦大學學院國際碩士先修課程
pre-masters@ucl.ac.uk
+44 (0)20 7679 4841			
www.ucl.ac.uk/pre-masters
@uclclie

相應的課程資訊頁面：
www.ucl.ac.uk/graduate

學生姓名：Mina Stojanovic
國籍：塞爾維亞
就讀：國際碩士先修課程
成功升學至倫敦大學學院碩士課程 – 社會
認知：研究與應用

倫敦大學學院建築碩士先修證照課程（簡稱建築碩士先修課程）
倫敦大學學院建築碩士先修證照課程（簡稱建築碩士先修課程）為六個月長的密集班，
專為想就讀倫敦大學學院巴特雷建築學院建築碩士班（MArch）的國際學生設計。

為什麼要讀建築碩士先修課程？
建築碩士先修課程的宗旨在提供學生未來就讀
全世界最頂尖的建築學院碩士課程所需的技
能、經驗與自信。本校建築學院碩士課程包

• 申請其餘建築碩士課程：設計課程成績取得
至少65%，學術研究與反思性實踐課程成績
取得至少65%。
2017年，建築碩士先修課程的學生中，83%成

括：

功升學進入巴特雷建築學院就讀碩士課程。

• 建築運算碩士課程/碩士研究課程

課程架構

• 建築設計建築碩士課程
• 建築歷史碩士課程
• 建築與歷史都市環境碩士課程

學術觀點
CJ Lim 教授，
建築與都市生活學科教授，
國際事務主任，倫敦大學學院巴特雷建
築學院

學生需修習兩個必修課程：
設計課程：此課程介紹倫敦大學學院的巴特雷
建築學院，並透過繪圖和模型製作將建築思維

• 生物整合設計建築碩士課程/碩士研究課程

與設計實體表達出來。課程宗旨在協助學生加

• 製造設計建築碩士課程

強申請建築碩士課程所需的設計作品集。

最頂尖的建築碩士學生必須能

學術研究與反思性實踐課程：這課程加強學術

有效溝通和參與學術辯論，並

• 景觀設計碩士課程

英文和讀寫能力，側重於反思性、批判能力、

將他們的批判性思維用創新的

• 都市設計建築碩士課程

研究性、有效溝通以及連貫論證。

• 表演與互動設計建築碩士課程

• 建築學碩士課程 (皇家建築師執照認證)

方式在設計方案裡表現出來。

課程評量

倫敦大學學院碩士先修課程專

技能發展：建築碩士先修課程培養學生的學術

學生須通過正式課程評量與測驗才能取得建築

為有意攻讀建築碩士的國際學

英語和讀寫能力，以及碩士課程所需的研究方

碩士先修文憑。評量範圍如下：

法和批判性思考技巧。透過設計專案以及作品

• 一份研究專案

集的製作，加強學生的建築設計能力，建築碩
士先修課程協助學生將所學達到專精。
專業專精：此項碩士先修課程是由倫敦大學學
院的巴特雷建築學院以及語言暨國際教育中
心，依照國際建築學生的需求聯合開發授課，
學生能從優異、專業的教學師資獲益。
支援輔助：學生享有個人化的支援輔助，包含
針對巴特雷建築學院的碩士，提供個別申請討

支援，達成以下條件的學生將獲得條件式的入
學許可：
• 申請建築學碩士課程 (皇家建築師執照認證)
：設計課程成績取得至少70%，學術研究與
反思性實踐課程成績取得至少65%。

聯絡資訊
倫敦大學學院建築碩士先修課程
pre-march@ucl.ac.uk
+44 (0)20 7679 8666 			
www.ucl.ac.uk/pre-march
@uclclie

士課程裡的表現。

• 一份反思性報告
• 設計專案的評量含學年末口頭發表及作品集
（須包括攝影作品、繪圖及命題模型）

入學條件和學費

建築碩士先修證照課程將於2019年6月30日結

英語能力最低要求：
開課日期

論與建議。
升學方向：透過巴特雷建築學院學術部部門的

生設計，有效提升學生們在碩

業，考試結果及額外的行政程序皆包含在課程

雅思總 分
最低 分

雅思單項
最低 分

學費

6.0

6.0

£12,200

日期內。
與課程相關的費用訊息，如申請費、生活費、
戶外教學費用等，請查詢課程官網。

2020年1月

www.ucl.ac.uk/pre-march

倫敦大學學院學術英語先修課程
密集的倫敦大學學院學術英語課程專為有意就讀倫敦大學學院或其它英國大學的碩士課
程，但未達英語要求的國際學生所設計。
為什麼要讀學術英語課程？
提升通用的學術技能，並達到能就讀世界級大學
所需的英語語言能力。2017年，修習學術英語
課程的學生中，89%的學生在通過課程後，升
學進入倫敦大學學院課程。
課程宗旨為實現以下幾個目標：
• 培養學生對學術文章的理解和分析能力，並
能夠在寫作和口說時熟練使用這些技能

入學條件

• 協助學生充分理解授課內容並有效記筆記

課程

誰適合上這課程?

• 專注聆聽學術專家與各領域長才的講座與演

18 週

適合希望就讀倫敦大學學院或其
他英國大學的學生

6 週, 8 週, 12 週

適合取得倫敦大學學院條件式及
無條件式入學許可的學生

說
• 加強學生在學術語境中的英語文法、詞彙和
發音
• 培養學生撰寫符合學術要求且具備論證的論
文
• 訓練學生吸收、消化、擷取及正確引用學術
文章與期刊的能力
• 培養學生獨立以及善用圖書館資源的研究技

針對各碩士學位課程的英語要求，學術英語先修
課程都有相應的最低英語程度要求。
如要確認您所需申請的課程，請參照課程官網
上的指南：

學術英語先修課程比雅思課程

www.ucl.ac.uk/pre-sess

更能幫助我專注在學術準備

課程日期和費用

能

上。在雅思考試中，多是準備

課程架構

課程

開課日期

費用

學術英語先修課程為密集課程，上課時間為周一

18週

2019年4月29日

£8,650

到週五，課程分散在上午或下午的時段。小班授

12週

2019年6月10日

£6,260

課，每班平均為 14 位學生。

8週

2019年7月8日

£5,285

6週

2019年7月22日

£3,950

課程包括大班課程、小組討論課以及由倫敦大學
學院著名學者的講座，讓學生接觸到不同學科領
域和世界領先的研究。

及課程行政程序皆包含在課程日期內。授課及考
試結束時間不超過2019年8月31日。

學校將透過以下幾方面對學生進行評估：

與課程相關的費用訊息，如申請費、生活費、戶

證書資格

• 學術主題的口說報告與問答

倫敦大學學院學術英語先修課程的文憑符合倫敦

如果您順利通過學術英語先修課程，則不需要另

但是在學術英語先修課程期
間，我學會如何透過口頭簡報
將研究領域的專業知識傳達給
自己的用字遣詞、解說技巧以
及報告的呈現方式。

外教學費用等，請查詢課程官網。

• 學術主題的長篇論文

• 課堂上的聽力測量

一般性的隨機主題進行口試，

不熟悉該領域的聽眾，以訓練
學術英語先修課程將於9月13日結業。考試結果

課程評量
• 整合性閱讀與寫作考試

學生觀點

大學學院英語語言能力要求。申請其他大學的學
生務必記得確認該校是否接受倫敦大學學院學術
英語先修課程的考試成績。

外參加雅思考試取得英文成績，即可進入倫敦大

學生姓名：Essam Tawfik
國籍：沙烏地
就讀：19週學術英語先修課程
成功升學進至倫敦大學學院博士課
程 – 藥劑學

學學院碩士學位課程。

聯絡資訊
UCL 學術英語先修課程
presess@ucl.ac.uk

免責聲明：
以上訊息僅限參考，不應詮釋為法律意見
或作為法律上的憑據，亦不構成任何法律
合約。若想了解更多倫敦大學學院大學預
備課程的資訊，請參考學校的官方網站：

+44 (0)20 7679 8665 			
www.ucl.ac.uk/pre-sess
@uclclie

www.ucl.ac.uk/g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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