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銜接課程
一年制碩士學位課程
一年制MBA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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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第一家獲
得三重認證的美國
商學院
霍特國際商學院的開拓性
教育方法獲得世界最負盛
名的國際認證機構的認可:
AACSB，AMBA，EQUIS。
我們不斷發展以滿足學生的需求
正如世界不斷的前進，我們也是如此。每年我們都會
更新和改進課程，這是我們承諾為學生提供世界上最
相關商業技能的一部分。我們分析來自全球數百萬份
職位內容的數據，並設計我們的課程與教材，以提供
雇主所要求的業務知識，領導技能和技術專業知識。
自2006年以來，斯蒂芬霍奇斯博士一直領

通過真實世界的挑戰的學習方式而造成影響
課堂理論是所有教育的基礎，但它只能帶您因應目前
的狀況。您需要練習才能真正掌握商業技能。這就是
為什麼我們與世界領先的公司和企業合作，在課程中
挑戰您去解決真實世界中實際發生的商業問題。

導著霍特國際商學院。霍奇斯博士人生大
半時間都是擔任商業領袖的角色，他因為
工作的關係去了世界各地 - 從倫敦的麥肯
錫公司一直到香港的渣打銀行。 憑藉他在

加入一所名列前茅的非傳統國際商學院
2018年，霍特加入了世界上排名前1%的商學院，獲得
了商業教育三大最負盛名的國際認證機構的認
可：AACSB，EQUIS和AMBA。我們是美國第一所也
是唯一一所獲得三冠王的美國商學院，我們在最著名
的國際商學院排名中佔據優勢，包括“經濟學人”，“
彭博商業”，“金融時報”，“富比世”等。我們不段的
追求卓越及創新，我們的目標是向學生傳授相同的成
長思維。

國際商務方面的強大背景，他的創業思維

斯蒂芬霍奇斯博士
英國的
校長
霍特國際商學院

以及對實踐教育的熱情 - 霍奇斯博士是最
好的商業教育楷模。

“我們的教育體驗宗旨在讓
您跨越商界，了解世界，
未來和您自己。”
國 際 商 學 院 促 進 協 會 （ AACSB） 是 世

MBA協會（AMBA）是國際公正的權威

EQUIS是 由 歐 洲 管 理 發 展 基 金 會

界上最大的商業高等教育聯盟，更是國

機構，代表了研究生商業教育的最高成

（ EFMD） 授 予 和 營 運 的 全 球 認 證 機

際公認世界上最佳商學院的代表標誌。

就標準，並且只有全球最好的課程才能

構，其使命是提高全球管理教育的標

獲得。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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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課程
國際商務碩士

深入了解全球商業，獲得國際實務經驗，並根據
自己的興趣和目標量身定制您的學位。

金融碩士

學習在真實世界中解決企業財務問題，同時培
養在國際企業中所需要的策略領導力及財務分
析能力。

顛覆性創新碩士 *

了解如何利用顛覆性技術來實施創新策略，這些
策略對於在瞬息萬變的數位環境中保持相關性至
關重要。
*顛覆性創新碩士課程僅為霍特雙學位課程的第二學位

EF銜接課程

直接獲得美國認可的全球一年制碩士課
程或MBA課程。

國際行銷碩士

培養國際策略技能，創造執行能力和提升尖端知識，
在不斷變化的數位環境中開展全球行銷職涯。

商業分析碩士

通過統計分析和業務知識利用大數據的力量，以便在
任何商業中做出有意義且有影響力的貢獻。

全球一年制MBA

這個课程是為誰準備的呢？
EF銜 接 課 程 適 合 希 望 快 速 攻 讀 研 究 生 課 程 的 畢 業
生。EF銜接課程的成功畢業生可直接進入霍特國際
商學院為期一年的碩士學位課程。
客製化課程
EF專注於進入霍特商學院的準備課程，意味著您的
課程是可以客製化的，可以滿足您獨特的語言和學術
需求。EF將通過強化準備課程幫助您達到並超過霍
特商學院的語言入學要求。您將受益於廣泛的專業學
術單元和專注於特定學術科目的選修課程。選擇在英
國或美國等多個地方的EF學校來學習。
一路陪著您
在學習EF銜接課程時，您將獲得專業認證的教職員
工的引導和指導。所有學生都可以和EF大學銜接課
程經理溝通，他將協助您完成課程。

這個為期一年精實且嚴謹的課程，將帶您超越商業需
求，了解世界與未來變動。 我們屢獲殊榮的教育學
程，可以為您量身打造專屬課程，滿足您個人興趣和
職業目標。

直接進入霍特商學院碩士學位課程
只要學生符合EF銜接課程的入學要求並確認將加入
碩士課程，他們將獲得霍特國際商學院的條件式錄
取。在開始霍特商學院碩士學位之前，學生必須達到
銜接課程的最終測驗標準。
無需托福或雅思考試
在被接受進入EF銜接課程之前，申請人必須完成EF
的評估測試。成功完成EF銜接課程後，學生可以不
需通過任何進一步的語言測試而學生獲得錄取。請注
意，有些學生（取決於他們的國籍）可能仍然需要參
加雅思考試才能獲得英國的簽證。
體驗霍特商學院的氛圍
在銜接課程期間，您將定期參加使用霍特國際商學院
的模擬技術課程。這些課程將讓您有機會更好地感受
霍特，並教您如何在團隊中工作，與其他銜接課程學
生競爭。這些課程還可以讓您詢問和了解有關霍特國
際商學院課程的任何問題。

提供。商業分析碩士課程和金融碩士課程具有STEM學
位，使您有資格在畢業後在美國獲得為期三年的工作
簽證。

您

EF碩士先修課程
近6個月-11個月的課程

霍特碩士學位
1年制專業碩士或
MBA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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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銜接課程

直接獲得美國認可的全球一年制碩士課
程或MBA課程。
與專業教育工作者一起準備碩士課程
EF銜接課程旨在幫助學生強化語言，學習技巧和演
講培訓，為碩士學位做好準備。自1965年以來，EF
已協助來自各國百萬的學生到海外學習。
大學先修課程
EF銜接課程提供各種課程，旨在幫助海外學生順利
升讀大學和碩士學位課程。EF銜接課程幫助學生培
養他們的進階英語和學術技能，獲得自信，並以第二
或第三語言增強他們解決問題和溝通能力。
為成功做準備
您的EF銜接課程將幫助您直接進入霍特國際商學
院，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中您將可以順利的獲取成功。
在您的課程期間，您將：
· · 學習英語
· · 準備GMAT(如果需要）
· · 參加相關研討會
· · 進行簡報演講
· · 著手進行碩士層級的研究
· · 成功完成書面報告
· · 碩士相關學術技能的學習

EF舊金山

相關準備課程
EF銜接課程通過小班教學，自主學習指導以及一系
列個性化的小組活動，來提供與碩士學位相關的科目
培訓。 您可以選擇在EF 波士頓，舊金山，紐約，倫
敦，牛津或劍橋等校區學習，並根據您的英語能力和
學術目標完成6個月或9個月的課程。

EF紐約

不僅僅是一門語言課程
在您的課程期間，您將參加密集的GMAT準備課程，
以幫助您達到最好的成績。您還將有機會選擇特定的
專業單元和選修課程，以加深您對特定學科領域的知
識，或通過研究您感興趣的科目來提高您的英語水
平。成功完成先修課程並通過EF最後語言測試且達
到標準的學生將直接升讀霍特商學院，無需進一步申
請或托福或雅思考試。加入霍特金融碩士課程的學生
必須在進入碩士課程之前成功通過GMAT考試。
認證和認可
EF的國際語言中心得到政府批准的教育機構的認
可，包括EAQUALS，ACCET和NEAS。此外，EF在
英國的學校獲得獨立學校監察局和英國文化協會的認
可。
*根據學生國籍，部分學生會需要雅思考試才能獲得英國學
生簽證。

EF波士頓

銜接課程科目範例
第1學期

第2學期

第3學期

·· 語法和寫作技巧

·· 進階托福考試準備

·· 研究性寫作

·· 托福考試技巧

·· 碩士/MBA先修: GMAT 語言

·· 進階大學演講系列

·· 碩士/ MBA先修：GMAT 口語

·· 碩士/MBA先修：GMAT 數學

·· 批判性閱讀及分析

·· 數學基礎或碩士/ MBA先
修：GMAT數學

·· 學術寫作與語法

·· 溝通性的簡報

·· 碩士/MBA先修：高級商業案
例學習

·· 三門選修課

·· 碩士/工商管理碩士先修：商
業基礎
·· 應用研討會

·· 應用研討會
·· 一門選修課

EF認證和會員資格
獨立學校監察局（ISI）是由英
國內政部授權的經批准的教育
監督機構。

位於倫敦，劍橋，布萊頓，牛
津，曼徹斯特，布里斯托爾，
伊斯特本和伯恩茅斯的EF國際
語言中心均獲得英國文化協會
的認可。

EF 都柏林校區獲得ACELS認
證，為愛爾蘭的英語語言服務
提供質量保證。

美國EF國際語言中心獲得
ACCET認證。

EF溫哥華和多倫多獲得
加拿大語言認證。

雪梨和布里斯本的EF國
際語言中心獲得了NEAS
的認可。

位於劍橋，馬爾他，
開普敦，巴黎，尼斯，
馬德里，巴賽隆納，馬
拉加，羅馬和慕尼黑的
EF國際語言中心均獲得
EAQUALS認證。

EF奧克蘭校區獲得了紐
西蘭英語的認證，這是紐
西蘭私立和公立英語語言
學校的審核機構。

EF國際語言中心已獲得英
國內政部的許可，可以為
國際學生註冊基於英國積
分審核系統的第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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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費用
EF銜接課程
近6個月課程

近9個月課程

舊金山

17,290美元

23,390美元

波士頓

17,290美元

23,390美元

紐約

17,290美元

23,390美元

無論您選擇任一目的地，EF銜
接課程均開始於同一日期：

開課日*

近6個月，9個月和11個月的課程
在每年的1月，4月和9月開始。

歐洲：
+44 207 341 8555 (倫敦)
+41 41 417 4575 (琉森)
info.europe@hult.edu
中東及非洲：
+971 4 427 5800 (Dubai)
info.mea@hult.edu

霍特課程項目
碩士學位項目

MBA

舊金山

USD 49,500

USD 78,300

波士頓

USD 47,500

USD 76,200

倫敦

GBP 34,000

GBP 54,600

杜拜

AED 171,000

AED 281,000

開課日*

課程始於2020年9月。EF銜接課
程學生通常會在8月完成課程，
一旦被錄取，將立即加入霍特國
際商學院。

各課程的項目費用，請造訪霍特商學院網站
費用列表。

申請或其他問題需要幫助？
聯繫我們！

hult.edu或參考

霍特國際商學院保留隨時更改所提供的課程，

畢業要求，地點，計劃，費用和住宿的權利，恕不另行通
知。 最近的條款和條件可以在hult.edu找到

亞洲：
+852 2158 2949 (香港)
info.asia@hult.edu
+86 21 6133 6566 (上海)
china.info@hult.edu
南亞 :
+91 22 4944 4322 (孟買)
info.india@hult.edu
北美 :
+1 415 869 2900 (舊金山)
+1 617 746 1990 (波士頓)
info.northam@hult.edu
拉丁美 :
+1 305 648 9746 (邁阿密)
+52 1 55 4164 7803 (墨西哥城)
+55 11 2122 9000 (巴西)
info.latam@hul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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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銜接課程
一年制碩士學位課程
一年制MBA學位課程

我們期待聽到
您的回應
開始您的申請：
hult.edu/apply
有問題？發郵件給我們：
info@hul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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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選擇了一所能讓我不斷進步跟
提升自己的學校。 在這裡的碩士
生活是充滿挑戰和革新的。 我努
力的在各個面向中自我提升，無
論是個人還是專業。 在學習中，
我不段的被質疑與挑戰所有我以
為我知道的東西，在文化的多樣
性中學習成長，並學會了把目標
跟願景看得更大更遠。 在這裡，
我擁有成為最好的自己所需的所
有幫助。“
Diederick ter Kulve
荷蘭人
國際商務碩士
2019年班級

與我們線上溝通

@HultBusinessSchool
Hul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Hult
@Hult_Business
Hul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見見我們的國際學生大使
Hult.edu/ambassadors

校園地址

波士頓校區
1 Education Street
Cambridge, MA 02141
U.S.A.

杜拜校區
Dubai Internet City
PO Box 502988
U.A.E.

舊金山校校區
1355 Sansome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1
U.S.A.

上海選修校園
Huaxin Haixin Building
(Jinling Haixin)
666 Fuzhou Road
Shanghai, China

倫敦校區
37-38 John Street
London, WC1N 2AT
U.K.

紐約選修校園
41 Cooper Sq. #901,
New York, NY 10008
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