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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一年制硕士课程，去哪里读好？

□

文

/

图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随着近年来国内考研竞争

加剧，很多家长和学生在规划时

会考虑出国留学。而在留学课程

的选择上，一年制硕士以其时间

短、 性价比高的特点成为首选。

提起一年制硕士，不少人首先想

到的是英国。其实很多热门留学

国家都开设一年制硕士课程，记

者盘点部分热门留学国家的一

年制硕士课程，帮助学生和家长

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选择。

英国历史悠久、 文化气息浓厚、

教育质量优良、科研实力领先。 特别

是在金融领域，伦敦是世界四大名城

之一，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全英

最著名的100家上市公司的总部都设

在这里，伦敦能为毕业生提供大量实

习就业机会。

申请要求：

英国大部分院校申

请时无需雅思成绩， 学生可先递交

申请，后补交雅思成绩，学生有更多

时间准备雅思考试。 即使雅思成绩

没达到学校的直录要求， 英国大学

也允许学生提前去读语言课， 通过

语言课的考核可入读硕士课程。 国

内三年制大专毕业生并有三年以上

的管理及其他相关工作经验， 可以

直接申请部分英国大学的MBA和其

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

费用 ：

学费15万~30万元人民

币，生活费10万~15万元人民币。

院校专业推荐：

曼彻斯特大学，

罗素大学集团的

创始成员之一，科研学术实力位居全

英前列。 优势专业：商科、生命科学、

工程、人文、经济学、社会学与社会科

学等。

伦敦国王学院，

罗素大学集团

成员之一，研究能力位列英国前十。

优势专业：食品科学、传媒、独代文

学、哲学、音乐、药剂学、商科、护理、

数学和计算机科学。

布里斯托大学，

罗素大学集团的

创始成员之一， 有12个博士培养中

心。优势专业：土木工程、电子电气工

程、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航空航天

工程等。

英

国

美国研究生教育经过一百多年

的发展，不论是在硬件设施、师资力

量、教学水平还是教育氛围、教育风

气以及整个社会对教育的认可和重

视程度方面， 已被公认为美国教育

的精华，代表着世界先进水平。

申请要求：

TOP100大学硕士建

议本科GPA 80%以上。 TOP50大学

硕士建议托福100分以上，TOP100

大学硕士建议托福95分以上。 硕士

专业一般偏向于那些有较强的专业

特点或学习突出的学生， 且拥有明

确的职业发展理念。 建议学生拥有

丰富的实习或科研经历。

费用 ：

学费20万~40万元人民

币，生活费5万~10万元人民币。

院校专业推荐：

金融：

美国并非所有的商学院

都开设金融硕士， 排名较为靠前的

包括麻省理工学院、 圣路易斯华盛

顿大学、罗切斯特大学等，其金融各

有侧重， 如麻省理工学院非常强调

申请人的量化分析能力， 如果具备

比较多的数学训练以及与量化、计

算机模型相关的实习经历与研究经

历，将极大的为自己的申请加分。

会计：

最知名的会计硕士项目

是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会计硕

士， 每年招收的中国学生数量非常

有限；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南加

州大学、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等

的会计硕士也颇为知名。 同时，常春

藤盟校哥伦比亚大学与康奈尔大学

也在近两年开设了会计硕士项目，

满足具有一定会计基础的国际学生

有机会在美国考取注册会计师资

格，以留在美国就业。

商业分析：

结合了商学、 计算

机、 统计学等多个热门学科的商业

分析， 可谓是近年来竞争最为激烈

的专业之一。 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

亚大学、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等都

开设了一年制的商业分析专业。

法律：

俗称LLM的法律硕士，美

国大部分法学院都提供LLM项目，

并开设包括公司法、 比较法等多个

方向供学生学习， 对于众多申请人

而言， 申请美国的LLM更有吸引力

的是， 只需要提供语言考试成绩即

可， 是美国教育体系下少有的不需

要提供GRE或GMAT的专业。

法国拥有先进的知识和技术，

在旅游、 管理、 工程、 技术、 航空、

航天、 建筑、 医学、 商业、 艺术等

领域， 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授课

语言可选择全英语授课、 全法语授

课、 英法双语授课， 所颁发文凭受

中国教育部认可。 法国高等教育院

校重视与企业间的紧密联系， 师资

队伍有将近 1/3 的导师来自各国企

业， 各类院校都在课程中加入了实

习部分， 毕业后即拥有丰富的工作

经验。

申请要求：

雅思6.0及以上，大部

分法国高商都可以实现语言成绩的

后补，部分高商还提供内测，没有语

言成绩可直接参加内测。 部分专业

要求相关专业背景。 需提前一年进

行申请，做好时间规划。

费用 ：

学费10万~18万元人民

币，生活费5万~10万元人民币。 法国

有丰富奖学金可供学生申请， 读高

等商学院的学生可申请如埃菲尔优

秀奖学金、 商学院英文授课项目奖

学金等。 国际留学生可享受法国政

府的住房补助；25岁以下的学生，可

享受法国政府的交通补助； 在大学

城里就餐可享受法国政府的补助

等。

院校专业推荐：

巴黎高等商学院，

获得AACSB、

EQUIS和AMBA三重认证的商学

院。多位世界500强企业CEO及政界

精英的母校。 优势专业包括市场营

销管理MSC、 战略咨询和数字化转

型MSC、创业和创意管理MSC、法律

和税务管理MSC等。

荷兰共有13所公立的研究型大学，

其中大部分在世界排名前200

（

QS

排

名）

。 众多知名企业与跨国公司总部设

于荷兰，如飞利浦、壳牌、毕马威等等，

能为毕业生提供大量实习就业机会。

申请要求：

荷兰的部分学校在硕士

申请时需要学生本科为985/211院校，

在选择学校时需看清其对于院校背景

的要求，以便申请中有的放矢。 大多数

学校都遵循“择优录取”的规则，对学生

的绩点没有明确要求，但是某些专业可

能会对学生在本科阶段学习的课程有

一定的学分要求。 常见的语言要求为雅

思6.5分

（小分不低于

6.0

）

，但会有部分

专业会根据其自身课程对语言要求的

不同调整总分或小分要求。 做好时间规

划。

费用：

学费10万~13万元人民币，生

活费7万~12万元人民币，荷兰有丰富奖

学金可供学生申请，如橙色郁金香奖学

金、荷兰奖学金、中荷互换奖学金等。

院校专业推荐：

阿姆斯特丹大学，

毕业生就业能力

排名中全球前150，曾培养出6名诺贝尔

奖得主者。 是Universitas 21、欧洲首都大

学联盟（UNICA）、欧洲大学协会（EUA）

以及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成员。 优势专

业：传播与媒体研究、法学、经济学、金

融学、工商管理、软件工程等。

格罗宁根大学，

毕业生就业能力排

名全球第150~200， 培养出了大批优秀

学者，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Frederik

Zernike、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Bernard L.

Feringa、荷兰第一位宇航员、欧洲央行

首任行长Wim Duisenberg。优势专业：心

理学、文化研究、语言学、经济学等。

目前，澳大利亚在商科、传媒、艺术

设计、工程、社工、法律、生物、音乐表演

等学科领域均开设一年制硕士课程。 国

际学生保障方案让留学生的权益在当

地得到有效保障。 教学以理论研究和职

业实践相结合，配合PSW毕业生工作签

证，留学生有更多海外发展机会。

申请要求：

对于暂时达不到硕士课

程语言要求的学生，澳大利亚提供丰富

的语言培训课程， 帮助学生尽快入学。

澳大利亚部分院校接受专科升硕士，多

方面途径无缝衔接世界百强名校研究

生学位。

费用：

学费15万~20万元人民币，生

活费8万~12万元人民币。

院校专业推荐：

商科，

目前开设一年制硕士的商科

课程涵盖会计、金融、国际商务、MBA等

专业方向。 传媒，传媒业是澳洲最发达

的产业之一，成熟的运作体系、高度透

明化的管理、巨大的市场前景。 开设以

上专业的院校包括澳洲国立大学、墨尔

本大学、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蒙纳士

大学等。

在留学展上，学生踊跃咨询相关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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