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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大學介紹 
歷史: 英國政府正式批准成立的現代化綜合性國立大學。學術淵源可追溯到近一百年前，其前身是 
幾所始建於19世紀的古老學院。 
主校區: 英國倫敦北部 (第三區, 由校區至市中心僅需半小時) 具體位置請看附錄地圖 
分校區: 杜拜、模里西斯、馬爾他 
在校人數：40,000多名學生（含英國境外校園學生），其中就讀于大學倫敦校區的學生達到 
25,000多名，約佔20%的國際學生來自130多個不同國家，營造了一個共融性多元化的學習環境。 

大學排名（全英）: 
全球綜合排名401-500位，全英第48位 (泰晤士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21) 
位於倫敦的現代大學第1位 (衛報 &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2018) 
電影製作與攝影第2位 (衛報, 2018) 
戲劇與舞蹈第9位 (衛報, 2018) 
設計與工藝第11位 (衛報, 2018) 
運動科學第18位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2018) 
時裝與紡織第19位 (衛報, 2018) 
旅遊與酒店管理第31位 (衛報, 2018) 
健康衛生學第37位 (衛報, 2018) 
行銷管理第46位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2018) 

大學獲得榮譽: 
2014年-英國學生滿意度調查密德薩斯大學滿意度85%  2014年英國學生滿意度調查中,牛津和劍橋
的滿意度為91%，密德薩斯大學與頂級學府只相差6個百分點， 滿意度與曼大相同為85%。 密德薩
斯大學有12門學科的滿意度達到了100%！ 
連續於1996、1998、2000年三次獲得英國女皇“高等繼續教育”獎章，全英國只有三所大學同獲
此殊榮。 

貳、收費標準 
注：以下是2021年課程學費，2022年學費以錄取通知書為準。 

商學院
財務會計、金融、經濟學、財務、市場行銷、
人力資源、教學與統計學、 國際商務管理、

電子商務等

大學課程
碩士課程

藝術與設計學院 動畫、服裝設計、精細工藝、圖形設計、      
室內建築設計、攝影、產品設計等

大學課程
碩士課程

媒體與表演藝術學院 英國語文、數位媒體、電影電視制作、 戲劇、
舞蹈表演、音樂藝術管理、音樂表演等

大學課程
碩士課程

科學與技術學院
電腦與通信工程、電腦科學、設計工程與數學、

運動科學、生物醫學等
大學課程
碩士課程

法學院
法律、犯罪學、社會學、政治學、發展學、   

環境治理、國際關係等
大學課程
碩士課程

健康與教育學院 教育學、幼兒教育、心理學、社會工作、      
謢理學、公共衛生、職業健康安全等

大學課程
碩士課程

大學預科課程（Integrated Foundation Year） 

MBA

£14000 
£14500-16500 

£14000
£14500 

£14000
£14500 

£14000 
£14500-16500 

£14000
£14500 

£14000 
£14500-16500 

£14000 

£18000 





叁、語言課程 
直接入學英語要求:  本科 - 雅思6.0（各單項不低於5.5）   碩士 - 雅思6.5（各單項不低於6.0） 

密德薩斯大學是英國Baleap聯盟成員，提供英語先修課程（Pre-sessional English）合格率 95% 
英語先修課程: 雅思未達入學要求者，可申請密德薩斯大學英語先修課程（IAE），課程結束後只要
通過校內考試（無須再考雅思）即可入讀大學/碩士課程。 相關標準和學費如下： 

2022年 – 大學 英語先修課程 

課程 入 學要求 週期 學費押金

1 雅思UKVI 4.0 30周 

課程費用 

8250英鎊 800英鎊

2 雅思UKVI 4.5 13周 6月9日- 9月7日 4100英鎊 600英鎊

3 雅思UKVI 5.0 9周 7月7日- 9月7日 2900英鎊 400英鎊

4 雅思UKVI 5.5 6周 7月28日- 9月7日 1900英鎊 200英鎊

2022年 – 碩士 英語先修課程 

課程 週期 學費押金

1 

入  學要求 

雅思UKVI 4.5 30周 

課程費用 

8250英鎊 800英鎊

*雅思各單項不低於4.0，本科直接入學各單項不低於5.5，碩士直接入學各單項不低於6.0*

肆、申請流程及材料提交清單
已詳細填妥的申請表（寫清郵箱地址，以便獲取CAS信）
畢業證書、在校成績單（中、英文版本）
推薦信本科1封，碩士2封
自薦信/學習計畫1封
雅思成績單
護照第一頁（帶照片頁面）影本
申請美術及設計課程者，需準備作品集；申請音樂及表演等課程者，需準備示範錄音/影帶

伍、大學設施
大學一直致力於為學生提供最全面的最滿意的學習環境！值得一提的是密德薩斯大學的圖書館-
Sheppard Library，圖書館藏書35萬冊圖書，2.4萬電子期刊，每年都會根據學生和課程的需要更
新。電腦設備每3年就會更新。2013年學校全部電腦更新為Mac和Dell 23寸超大屏一體機。
學校圖書館配置有先進的自動借書機和自助還書機，方便快捷。
24小時開放。
列印免費，包括彩色列印。通過自己的電腦和手機也可完成列印。
筆記型電腦既可在校園內使用(無線WiFi全覆蓋), 也可以借回家免費使用。
圖書管理員一對一的專業輔導。
IT專員提供一對一的技術指導，手機問題也可以。
圖書館每年會根據課程和學生的需要購入大量新書，這可是省了很大一筆開支
(一本教材大概要30-40鎊)。
圖書館中不僅可以借到書，還可以借到相機，還有服裝。
一對一的學習指導。
總之，學生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找到學校相關人員的幫助。

課程日期   

1月27日- 9月7日 

課程日期   

1月27日- 9月7日 

2 6月9日- 9月7日 13周 雅思UKVI 5.0 600英鎊 4100英鎊 

400英鎊 3 9周 7月7日- 9月7日 雅思UKVI 5.5 2900英鎊 

4 雅思UKVI 6.0 1900英鎊 6周 7月28日- 9月7日 200英鎊 



  

 

 
 

密德薩斯大學 術 設計學 的設施在全英國大學 於一流 準，學校 8 萬英鎊在
endon 校 的 ro e 術大 提供 術學 的學生學習。

大學 有1000 單人 各 校 。有 為 型，4 6人 用 及 。
為 ，單人學習 有 的 及 生 。 有 為自助 ，每 都有 線 面，

全部可以免費 。每 的學生 設施包括一 單人 、 、 子、 子、 及
書 。 24小時有 值 ，各 電費、 費、 費等都包 在內，一周費用大概135-175英

。
大學各校 有5 供學生申請。 了學校 ，學生還可以 2 校 ：

、

、 聯學

、大學於 地  – endon Cen ral ( 中 僅需 小時,無需 線) 

及申請, 請聯 : 

聯 人 
 ac  Chen 

Tel / LINE: 0921-678269 
Email: taiwan@mdxu.org 

英國密德薩斯大學  
ay en 

Tel: (852) 2503 0111 
Email: taiwan@mdxu.org 

Websi e:  . d .ac.  

完成大 課程

業管理

/ 管理

用英語

管理

內  / 設計  

傳播藝術 
 

業 全及

可 接密大最後一年學位課程 

BA（ ons）In erna ional B siness Ad inis ra ion 
BA（ ons）Business Management (Pathways) 

BSc（ ons）In erna ional ospi ali y and To ris  Manage en  

M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Enhanced)  15 months 

BSc（ ons）B siness In or a ion Sys e s
BSc（ ons）In or a ion Technology and B siness In or a ion Sys e s

BA（ ons）In erior Archi ec re / Interior Design 

BA（ ons）Film / Television and Digital Production 

BSc（ ons） cc pa ional Sa e y， eal h  En iron en  

http://www.mdx.ac.uk/
https://www.facebook.com/MiddlesexUniversity
https://twitter.com/middlesexuni
http://www.youtube.com/middlesexunivideo
http://www.mdx.ac.uk/courses/short-courses-and-cpd/pre-sessional-english
http://www.mdx.ac.uk/get-in-touch/international-offices
http://www.mdx.ac.uk/courses/help-with-your-application
http://www.mdx.ac.uk/courses/help-with-your-appl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