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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教育體制 

 英國皇室規章(Royal Charter)中所認可之大
學約有一百所。其中除了一所私立大學(白金
漢大學)以外，其餘皆為國立大學。 

 

 

 英國有兩個平行的教育系統:  

 免費的公立學校(父母須有英國國籍) 

 支付學費的獨立學校(台灣留學生的一般選擇) 



英國研究所課程 

研究所文憑課程 
     (Postgraduate Diploma/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為期九個月的教學式課程 

 沒有符合的相關資格學歷 

 適合台灣專科生畢業且有工作經驗者申請 

 文憑課程與碩士班主要的差異在於文憑課

程不需撰寫論文(dissertation)或研究報告(Project) 

 



英國研究所課程 

碩士課程 (MSc, MA, Mphil)  

英國的標準學年始於9、10月，到次年6、7月結束 
 

教學式碩士課程 (by course work)：科學類與藝術類 

 修業期間為一年 

 課程結合講課制(Lectures)、研討會(Seminars)、導師教學制

(Tutorials) 上課方式 

 最後三個月(七月~九月)則用來做研究並撰寫畢業論文

(Dissertation)或研究報告(Project) 

 

研究式碩士課程 (by research, Mphil) 

    修課時程約二年，純係個人做研究 



留學行前準備 

  選擇就讀學校 

 學校排名 UK University Ranking 

 英國教育展：自1989年起，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 每

年固定於春季及秋季舉辦英國教育展，並邀請英國學校代

表來台參展，提供台灣學生最新的英國學校資訊。  

※ 參加教育展前，建議先了解自己未來想要選擇的科系/學校 

  
 

 申請學校方式：可自行申請或透過各大代辦中心 

http://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table/2013/jun/03/university-league-table-2014


留學行前準備 

 英國研究所申請所需文件  

 申請表: 可至教育展或留學顧問中心索取 

 英文版成績單: 平均70分以上較易申請 

 英文版畢業證書  

 推薦信: 二~三封教授推薦信或上司推薦信 

 讀書計畫: 包括教育背景、工作經驗、特殊成就、興

趣、申請課程因素和未來計劃 

 履歷表: 具工作經驗者 

 財力証明: 近三個月之財力証明以茲証明有足夠經費 

 語言能力証明: IELTS6.5~7.0或TOEFL 550-600，

以提供IELTS為佳 



留學行前準備 

雅思 IELTS 
(The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托福 TOEFL 

測驗方式 紙筆測驗 
分為兩組－移民組General 
Training及學術組Academic 

2000 年時曾由紙筆測驗改制為
現行的電腦化測驗。2006 年5
月20日起，再度將電腦化測驗
改制為網路化測驗 

考試項目 聽力Listening、閱讀Reading 、寫作Writing、口說Speaking 

考試時間 2小時45分鐘 約4小時 

計分方式 滿分為9.0分，以0.5分為單位 滿分120分 

  IELTS v.s. TOFEL考試 



體驗英國風情 

  英國飲食-吃喝 



體驗英國風情 

 玩樂 - 自助旅行 
  
 如何規劃自助旅行？  

    行程安排 → 交通 (若決定搭火車，須先確認搭車時間/轉車次數，

已決定停留天數) → 住宿地點安排 → 行李打包 

      ※ 注意事項：別拿太多/太大/太重的行李箱，倫敦地鐵太老太舊很多站都沒有電梯！ 

 

 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倫敦地鐵 London Underground  tube 

 火車 

             英國火車有23家列車運營公司通力協作  National Rail 

 

http://www.tfl.gov.uk/gettingaround/14091.aspx
http://www.nationalrail.co.uk/


體驗英國風情 

 火車票價 
英國火車票價的價差很大，建議提早規畫行程提早買票 

 16-25 Railcard：俗稱青年卡(Y-P Card) 

適用16-25歲 或 持有國際學生證 都可申請，買票約可打75折左右 

網路上可申辦，但建議直接到火車站窗口申請填寫資料(準備護照和照片) 

2013年的價格一年£30、三年£70 

 

 英國火車通行證： 

提供給觀光客使用，根據旅遊天數、地區來買的通行證 

優點→方便，不用花時間買票 

缺點→無法預訂座位 



體驗英國風情 

 火車票種 
 
 ANYTIME隨到隨發車票：分單程與來回票，日期和時間不

限但票價最貴 (任何時間都可搭，大多公司也可退票)。 

 OFF-PEAK離峰時間車票：平常日9:30以後和離峰時間(每

家公司限定不同)才能使用，來回票較便宜，但退票需手續費。 

 SUPER-OFF-PEAK：與OFF-PEAK類似，但更便宜，可是

時間規定更多。 

  ADVANCE提前預訂車票：提前買票可享受15%至60%的折

扣，但必須搭乘指定時間之列車、不能退票可換時間。 

     ※ 若是確定行程，可提前至90天先預訂車票。 

 



體驗英國風情 

 住宿型態 
 
 青年旅舍Youth Hostel /Hostel：低廉的宿費、簡單的服務 

    住青年旅店一般離市中心較遠，許多青年旅店均為大房間，多人共住 

    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財物。 

 

 民宿 Bed and Breakfast (B&B)：英國獨特的住宿設施 

    如果喜愛英國的傳統與文化，想多了解英國人，那就一定要到B＆B來住 

    宿。這種旅店一般會提供豐盛的英式早餐。 

  

 旅館Inn / 飯店Hotel 

    一層為酒館、二層為住宿的旅館Inn曾遍及全英，許多旅館雖仍稱Inn， 

    保留了建築外觀的原貌，但為了生存，紛紛進行豪華的內裝修，改為高 

    檔飯店。這種Inn雖價格偏高，但卻很適於充分體味英國特有的氛圍。 

 



體驗英國風情 

 推薦旅遊景點：麗池古堡 
位於倫敦近郊的肯特郡 (Kent) ，建於西元 857 年，剛開始只是一座木造城 

堡，西元 1119 年，諾曼貴族在亨利一世治下用石頭修建。1287 年歸愛德華 

一世 (Edward Ⅰ ) 所有，在接著而來的三個世紀，麗池古堡作為皇宮以及作 

為中世紀英國六個王后的行宮直到亨利八世才成為王室的別墅。 



體驗英國風情 

 推薦旅遊景點：英國羅馬之城-巴斯Bath 
 

巴斯 (Bath) 是個以溫泉聞名的城市，在西元前 860 年左右，當 

時英格蘭的小國王子，因患痲瘋病被放逐至此；後來看到豬在熱 

泥中打滾治病，師法嘗試後居然將痲瘋病治好了；於是，當他登 

基成為英王後，便在此地興建了巴斯這個城市。 

 



體驗英國風情 
 羅馬浴場博物館 (Roman Baths Museum) 
 
西元一世紀時羅馬人佔領了不列顛，發現這裡湧出的熱泉具有療效，於是開 

始建造神殿，以及溫泉療養所，巴斯便成了當時貴族的社交場合，從一個人 

洗澡時使用的香料、按摩油的品質，以至於隨從人數的多寡，就可以看出這 

個人的社會地位，許多商業交易也都在澡堂中進行決定，儼然是當時炫耀財 

富與身分地位的最佳舞台。 
 

19世紀末被挖掘出來，現在設立成博物館，呈現當時的遺跡，目前巴斯每天 

還是會湧出46多度的熱泉水約200萬公升，而現在僅提供參觀但不開放入浴。 

 

 

 



體驗英國風情 

 巴斯修道院（Bath Abbey） 
 
位於羅馬浴池博物館 (Roman Baths Museum) 旁，建於8世紀， 

1499 年由 Oliver 主教重建。 

一走進巴斯修道院，最醒目的就是正前東方的雄偉彩色玻璃，以五 

十六塊的五十六個情景敘述了耶鮮生平的種種事蹟，包括耶穌誕生 

到三十三歲被釘在十字架上其間的許多故事。 



體驗英國風情 

 珍‧奧斯汀中心（Jane Austen Centre） 

位於同性戀街（Gay St.） 

珍‧奧斯汀（Jane Austen；AD 1775-1817) 

著有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愛瑪（Emma）等作品 

1801 年，珍‧奧斯汀舉家搬到英國巴斯 (Bath) 



體驗英國風情 

 皇家新月樓 (Royal Crescent) 

建立於1767-1775年，由連為一體的30幢樓組成，採用義大利式裝飾， 

共有114根圓柱。皇家新月樓的道路與房屋都排列成新月弧形，被譽 

為英國最高貴的街道。已作為博物館的皇家新月樓1號， 

展出許多珍貴的文物、肖像等，還有一部分是皇家新月飯店，是當地 

最高星級酒店之一。 



體驗英國風情 

 帕尼特橋 (Pulteney Bridge) 

1774 年完工，位於雅芳河(River Avon)上有三個拱門的美麗橋樑，穿 

越橋上的路面叫做橋街（Bridge St.），橋上的兩邊都是小型的商店和 

小型的咖啡館。 



體驗英國風情 

 巨石群 (Stonehenge) - 1986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英國最著名的史前建築遺跡，位於英國離倫敦大約120公里一個叫做埃姆斯 

伯里(Amesbury)的地方。巨石陣也叫做圓形石林，那裡的幾十塊巨石圍成一 

個大圓圈，其中一些石塊足有六米之高，它的建造起因和方法至今在考古界 

仍是個不解之謎。 



體驗英國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