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udying at 

Middlesex University  

  



Location  

 

 

• Great Britain/ 

 United Kingdom 

• England 

 英國 

• London 

 倫敦 

 



Location  

 

 

• North London 

 倫敦北部 

• 1.5 hours by tube from 

Heathrow airport 

 距機場90分鐘 

• 35 minutes by tube from 

Central London 

 距市中心35分鐘 

1. Hendon  2. Cat Hill 3. Trent Park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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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sex University Campuses  Heathrow Airport  

London Underground (The tube) Map 



The University  

 -Founded in 1880’s 

  於1880年創校 

 -Polytechnic status in    

1973 

  1973年成為理工學院 

 -University status  

since 1992 

  1992年升格為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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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 students 

 約2.4萬學生 

• 5,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over 130 countries 

 超過5千名國際學生來自全世界130
個國家 

The University  



• 非洲 Africa 

• 東亞 East Asia 

• 歐洲及地中海 Europe & Mediterranean  

• 中東及巴基斯坦 Middle East & Pakistan  

• 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North America & Carribean 

• 南亞 South Asia 

• 東南亞 South East Asia 

 Our extensive network of 15 regional 

offices across the globe 共15個地區辦
公室分佈全球各大洲  

Regional Offices –地區辦公室 



• First University to be awarded 

3 consecutive Queen’s 

Anniversary Prizes for higher 

education: 

 首家大學連續3年榮獲英女皇高等

院校大獎 

Achievements  



• Won the Queen’s Award for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2003 

 榮獲英女皇企業大獎：2003年度
國際貿易獎 

Achievements – 卓越成就 



Achievements  

• Rated ‘Excellent’ in all 

subjects inspected by 

QAA since 2000 

• 獲英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局
將所有學科評為“優等” 

• A Top 20 UK 

University – The Guardian 

league table, May 2004 

 衛報 2004年5月 

 英國首20位大學 



• Ranked 2nd in a new assess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in the UK – 

ahead of Oxford and Cambridge

全英大學教學品質評鑒位列第2 –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Nov 2006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版 06年11月 

 

• Top 3 London universities – and 

in top 25% of all UK universities 

- for its Teaching and Learning –

教學品質排名全倫敦大學前三名，全英國
大學前25%                      2007 

National Student Survey2007年全國學生 普查 

Achievements  



• Top 10 UK universities 

with positive coverage 

online 

 全英大學正面網上新聞評論
前十名 

–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Dec 2008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 12/08’ 

Achievements  



• Top 10 most popular univers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following 
subjects 

 以下科系的學生評選MDXU為最受國際學生喜愛 的
大學前十名: 
- Accounting and Finance (10th)會計與金融     
（第10名） 

 - Art & Design (4th)藝術與設計（第4名） 

 - Business (2nd)商學（第2名） 

 -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5th) 
  傳播與媒體（第5名） 

 - Computer Science (1st)電腦科學（第1名） 

 - Psychology (4th)心理學（第４名） 

Achievements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ndependentnewspaper), April 2008 

-英國獨立報２００８年４月出版的大學指南 



Our Campuses  

Hendon 

• Flagship campus旗舰校园 

• Multi million pounds 

development 投入數億英鎊發展 

校園  

• Business, Computing and 

Health and Social Sciences  
商學，電腦，公共衛生及醫療，社會科
學基地 



Our Campuses  

Trent Park 

• A picturesque landscape of lakes, 
forests and country walks           
風景如畫的校園 

• Performing arts,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oduct design, 
media,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philosophy, 
teaching and education                
表演藝術，翻譯，語言與文學，產品
設計，文化，哲學及教育等學科 



Our Campuses  

Cat Hill 

• Specialist centre for art and 
design美術及設計類所屬校園 

• Art and design, fashion, 
textiles, fine art, graphics, 
film and media arts             
相關科系包括：美術及設計，服裝
設計，紡織，藝術，平面設計，電
影及傳媒等 

 



Our Campuses  

Archway and Hospitals 

• Specialist healthcare 
campus                        
健康護理類所屬校區 

• Nursing, midwifery, 
complementary health, 
sport science and 
social work                  
護理，婦產，健康教育，運
動科學及社會科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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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Schools  

 

• Arts and Education 

 藝術及教育 



University Schools  

 

• Middlesex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商學院 



University Schools  

 

•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工程及資訊科學 



University Schools  

 

• Health and Social 
Sciences 

 醫療及社會科學 



University Programmes – 大学课程  

• 1 – 4 months Intensive 

Academic English Courses 

(Pre-sessional)                         

密集學術英語準備課程 

• IELTS 5.0- 9周(約每年七月開始授課) 

• IELTS 5.5- 5周 (約每年八月開始事授課) 

• 1 year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Programme                               

一年制國際學生預科班 



University Programmes – 大学课程  

 Undergraduate 學士學位課程 

• 3 - 4 years Bachelors degrees                       

學士學位課程（修讀年期為3 - 4年）    

 Postgraduate 碩士及博士 

• 1 year Postgraduate (Masters) degrees                                          

非研究類碩士課程（修讀年期約為1年） 

• 3–5 yrs Research degrees (MPhil / Ph.D)     

研究類碩士及博士課程（修讀年期為3-5年）  



• Career Advice Service 

• Personal tutor 

• 24-7 student website 
www.mdx.ac.uk/24-7 

• Learning Resource Centres 

• Student Union 

• Fully equipped gym and 

sports facilities 

Resources for students  



• Guaranteed places           

 住宿保證 

• Single occupancy               

 單人房 

• Internet access                    

 免費網路連接 

• En suite available      

 備有套房可供選擇 

Student accommodation  



    景文雙學位合作 

- 旅館系、餐飲系、旅遊系學生只要是完成了
前3年的學業，符合資格者可報讀密德薩斯

大學最後一年旅館管理系及國際觀光系  

-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學生只要是完成了前3
年的學業，符合資格者可報讀密德薩斯大學
最後一年英語系 

- 商學相關科系只要是完成了前3年的學業，
符合資格者可報讀密德薩斯大學最後一年 
“國際企業管理”或”商學管理系” 

Progression 



• 學費：GBP10,400(2012年收費標準) 

• 生活費:GBP6,000(依個人消費習慣不同而變動) 

•景文專案獎學金:  

   GBP2,000(9月正式課程) 

Expenses and Regional Award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來到這裡除了語言進步，交到許多朋友之外，廚藝也進步很多。因為我的鄰居都
是來自不同國家，他們也嘗過許多我做的料理，包括中式、西式和日式。我告訴
他們台灣有非常多美食，他們都很想到台灣看看。大家告訴彼此如果有機會到自
己的國家玩一定招待到底。有時他們也會做英式和美式餐給我。等我回去台灣也

會讓我的朋友嚐嚐不同國家的料理。 By 應英系 依安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開學後，體驗了東西方教育的差別，學生們都很主動
發言，同學互相討論的時間比老師講課的時間還多，
有時他們會針對一個從表面上就知道的東西一直去討
論，讓我覺得這有什麼好討論的，不就是這樣嗎？不
過目前為止我都還能理解課堂上所教的東西，而我想
我改變最大的是會在下課後去圖書館借書或在圖書館
看書，在台灣我很少這麼做，我想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BY 應英系游凡 

雙聯學制其實不只提供了我在英國讀書的機會，也讓我得
到了一個在英國生活的機會，交到了很多英國朋友，也在
友情、愛情、工作各個方面都有很多酸甜苦辣的收穫以及
學習。很高興交了很多很多好朋友，帶我去了很多我自己

可能無法深入了解的地方。 BY 應英系 孟萱 



心得分享 

在這一年中我得到的經驗有很多，有開心的也有難過的，最難得的是在當地生
活體驗不同國家的教學風氣的經驗，有多好多的第一次都在英國，第一次的化
妝舞會活動，第一次的正式宴會場合，第一次的自助旅行，第一次融入西方人
的生活，雖然我得到很多，但是人家說有得必有失，我失去的東西也相對的還
是存在著一些，但是我不因此而後悔，相反的，我會更把握英國的時間，去完
成更多更有意義的事情。如果再從頭一次，還能有這樣的機會的話，我一定會
再去爭取的，謝謝讓我能擁有這次的機會完成我的夢想，真的很珍惜也很寶貴。

BY 旅館系 毓靖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請至行政大樓2樓 
研發處(教務處旁)洽 
 
國際交流組: 
呂學尚老師 8212-2000#2203 
rdie@just.eud.tw 
梁家禎老師8212-200#2207 
alisha@just.edu.tw 
 
 

Contact us  

mailto:rdie@just.eud.tw
mailto:alisha@jus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