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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武康大學
英語授課專案      •  2021/2022  •  西班牙穆爾西亞

基本資訊
地點 西班牙穆爾西亞

學生人數 16,000

平均學費 5,200歐元

學院 英語課程 學習時長 學費（每年） 入學時間

西班牙語預備課程 1年 €5,000 十月

英語預備課程 1年 €3,900 十月

商科與法學院 工商管理本科 4年 €7,100 十月

體育科學學院 體育活動和體育科學本科 4年 €7,100 十月

健康科學學院

牙科學士學位（穆爾西亞校區）
牙科學士學位（卡塔赫納校區）
藥劑學學士
心理學學士

5年
5年
5年
4年

€14,400
€14,250
€9,000
€7,100

十月
十月
十月
十月

商科與法學院

工商管理碩士
體育管理碩士
創新與旅遊市場碩士✱
酒店管理碩士✱
歐盟研究與人權碩士
體育行銷碩士

1年 
1年 
1年 
1年 
1年 
1年

€9,200
€11,400
€6,300
€7,000
€6,100
€6,900

十月 
十一月 
十一月 
十一月 
十月 
十一月

體育科學學院 高水準運動訓練碩士：力量與體能 1年 €8,200 一月

社會科學與傳播學院 雙語教育碩士 1年 €5,150 十月

交換⽣課程 半年: €3,000 / 一年: €6,000 五月/十一月

國際商務與文化課程
學費，學時，入學時期由所選
項目決定

預科課程 本科課程

本科課程 交換⽣課程 

✱ 可選網路授課
* 非歐盟學生費用

**校碩學位

授課語言 西班牙或英語(英語授課課程見下方列表)

語言要求 西班牙語B2/英語雅思6.0或託福550/IBT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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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西班牙?
1. 西班牙語是世界上使用人數第三

多 的 語言（超過5億人）和第二
大國際交流 用語。

2. 由於語言、文化和歷史的原因，
西 班 牙與拉美關係緊密。

3. 由於地理、政治和文化原因，西
班 牙 是前往歐洲的大門。

4. 西班牙是歐洲第三大留學生接收
國。

5. 西班牙高校在國際上認可度高，
擁有 歷史最為悠久的大學，以
及排名前10 位的商學院。

6. 作為歐盟成員，西班牙大學學位
被全 世界廣泛認可。

7. 西班牙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強
大的 體育文化、精緻的食品和
優越的旅遊 資源。

為何選擇穆爾西亞? 
1. 穆爾西亞是西班牙第七大城市，

作 為 地區首府，穆爾西亞生活
便利、 交通 發達、治安良好，
十分宜居。

2. 通過高速公路、火車以及兩座近
鄰 機 場（穆爾西亞聖哈維爾機
場和阿列坎 特機場）的連結，
穆爾西亞 與西班牙 和歐洲的主
要城市緊密相 連。

3. 穆爾西亞平均氣溫為18o，冬季
溫暖， 夏季宜人。市中心距離
海灘只有30分 鐘路程。

4. 穆爾西亞當地人民文化生活豐富，
有 諸多的歷史遺產，城市基礎
設施完 善，有大學、博物館、
圖書館、劇場 等。

5. 生活在穆爾西亞十分經濟，學生
平均 每月花費500歐元即可滿足
從住宿到休 閑的開銷。

為何選擇武康大學?
1. 武康大學是第一批根據“博洛尼

亞進 程”歐洲教育改革計劃建立
的大學之 一，因此武康大學能
夠更好發揮歐洲 教育體系之所
長。

2. 根據THE排名，UCAM的教學品
質在歐洲排名第十。UCAM擁有
大約450個著名的國際戰略合作
夥伴 ，其中包括加州大學伯克
利分校，斯坦福大學，南洋理工
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以及博洛
尼亞大學等 世界領先的學院和
大學。 UCAM與這些合作夥伴
一起開發了為學生，教職工和教
授交流計畫，雙學 位和其他合
作夥伴關係。

3. UCAM對於學生的職業發展十分
重 視，並 會制定適應勞動市場
要求的學 習計畫。武康大學會
為學生提供在各 種機構和企業
實習的集會。學校的很 多研究
項目，都與當地公司、國企或 
跨國公司有著緊密的合作關係。

4. UCAM的校園充滿著歷史與文化
氣 息。其 主校區是十八世紀建
成的熱羅 尼姆斯修道院。在學
校裏，武康大學 為學生提供了
一流的基礎設施和實驗 室。

5. 通過各種不同的活動與項目，武
康大 學不僅重視學生學習能力
的培養，更 會從整體出發提升
學生的素質。

6. 武康大學是公認的體育強校。武
康是 歐洲唯 一一支參加西班牙
籃球甲級聯 賽的大學球隊。學
校擁有20多支專業 水準的運動
隊。在2012年西班牙大學 體育
競賽中，武康大學在21項比賽
中 奪得了46枚獎牌，並奪得冠
軍頭銜。 此外， 武康大學的學
生也在奧運賽場 上屢創佳績，
在雅典、北京和倫敦奧 運中，
武康大學的學生共奪得100餘枚 
獎牌。同時，武康大學也是西甲
聯賽 官方培訓機構。

到目前為止，我真的很喜歡待在穆爾
西亞的 生活，我覺得這裏的人非常歡
迎國際學生， 我也很喜歡這裏城市的
氣氛。我很喜歡這裏 天氣變暖然後去
海灘，還有特別享受西班牙 輕鬆的生
活方式。提到我的研究生專業，我 對
這一年有很多的期望，這裏的老師都
是很 厲害的，我希望我能盡我所能獲
得所有的知 識。

來自芬蘭的Anton Matinlauri

在武康讀MBA是一個很棒的經驗。來
自20個 不同國家的學生組成了一個國
際化的班級， 不同的文化、宗教、教
育、工作背景讓所有 人在學習專業知
識的同時收穫更多。學校還 針對國際
學生安排免費的初級西語課程，對 於
不懂西語的學生來說，是一種很好的
開 始。在學校還可享受免費贈送的西
乙武康大 學隊足球票，享受西班牙足
球文化的同時也 可充分融入當地人的
休閒生活。

中國學生 劉思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