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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建
立於1855年，是位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壹所著名的公
立研究型大學，是美國“公立常春藤”大學中的壹員。法
學碩士（LL.M）項目專為有志從業於法律部門、政府機
關、學術機構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學生而設計。賓州州立
大學校友遍布世界各地，校友網絡人數超過60萬人，為
世界之最。University Park是賓州州立大學的主校區，多
達五萬人的本科及研究生來自美國本土和其它120多個國
家。University Park位於充滿活力的大學城State College
（州學院），連年被國會季刊根據“城市犯罪排名”評為
全美最安全地區。法學院教學大樓——劉易斯凱茲樓
（Lewis Katz Building）——即位於University Park 主校
區，居於青山翠谷之中，幾小時車程即可到達費城、紐
約市區以及美國首都華盛頓地區。

• 2021年全美法學院排名第60名。

11/04/20201

學校簡介

․學院網址：https://pennstatelaw.psu.edu/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rkYDNt9i

https://pennstatelaw.psu.ed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rkYDNt9i


學位申請項目

課程設置

 該項目要求學生選修至少24學分的
課程，通常學制為壹年。除必修的
兩門課程Introduction to U.S. Legal 
Systems（2學分）和Legal Analysis, 
Writing, and Research（2學分）外，
其餘課程均由學生根據自己感興趣
的領域自由選擇。

 由經驗豐富的教師為LL. M學生提供
契合個人職業規劃的課程學習。

 LL.M學生與JD學生享用同樣的教學
資源並與JD學生一起上課。先進的
教學設備能夠為同學們提供所有課
程的錄影，學生可通過系統進行回
放。

申請對象

 大學四年級法學本科生(含雙
主修財法系者)

 或就讀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往屆畢業生（有工作經驗的
優 先）

語言要求
 托福成績88分以上

 或雅思成績6.5分以上

 因Covid-19疫情，2021年
申請學生可免附托福成績，
而改以英語電話面試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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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申請項目

名額及獎學金

 全額獎學金(約合$51,000)： 一名

 獎學金$45,000: 一名

 獎學金$35,000~$40,000：不限名額

 PSU LLM項目2019-2020一年學費
為$50,980美元(不含生活費、旅費
及保險費)

 學費資訊可參考法學院網站：

https://pennstatelaw.psu.edu/admissio
ns/llm-admissions/tuition-and-
scholarships

申請時間

獎學金及入學申請期
間: 即日起至2021年1
月15日(額滿後不再受
理)；

一般入學申請期間: 每
年9月15日（自行前往
PSU學校官網按要求
申請）至次年3月中旬
截止申請。

費用

 美方收取學費；學生自
理學費、往返旅費和在
美國期間的食宿費、保
險費

 參考法學院網站

https://pennstatelaw.psu.edu/
admissions/llm-
admissions/tuition-and-
schola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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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ennstatelaw.psu.edu/admissions/llm-admissions/tuition-and-scholarships
https://pennstatelaw.psu.edu/admissions/llm-admissions/tuition-and-scholarships


學位申請項目

如

何

申

請

 請將以下申請資料直接發送至LL.M錄取辦公室: llmadmit@pennstatelaw.psu.edu ，免申
請費：

a.申請表：https://pennstatelaw.psu.edu/form/application-form-graduate-and-international-
programs
b. 成績單：申請者應提供先前所就讀的大專院校之成績單，成績單須含英文譯本。申請時
可提供掃描件，待錄取成功後入學時提交原件歸檔。

c.英語成績：托福88（網考）或575（筆試），PSU法學院針對托福考試的代碼為2660；
或者雅思6.5。專業優秀者，英語成績要求可以適當放寬。

d. 英文簡歷

e.個人陳述（personal statement）：申請者應提供壹到兩頁的英文個人陳述來闡述求學
理由以及未來目標和計劃。鼓勵申請者強調作為法律工作者或學生的成就。

f.兩封英文推薦信：推薦信可以來自申請者的教授或雇主。推薦信應寫明推薦人與申請者相
識時間以及雙方關係，並著重描述申請者在英語環境下接受進一步法律教育的資質。

11/04/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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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申請項目

其他聯繫方式
 微信:

針對國際學生的英
語教學資源

 IECP集訓班

a.對於有志於攻讀LL.M學位但語

言基礎較弱的同學。

b.可以選擇參加學校舉辦的語言

集訓班。

C.學生可以根據自身需求選擇參

加暑期集訓班的課程。

☆詳情可留意：iecp.la.psu.edu

11/04/20201

WeChat ID: PennStateLawLLM 

Mobile: +1 8143218700 



因應COVID-19之上課調整措施(2020
年10月)

• 仍以課堂授課為主，但為維持社交距離，採輪流上課方式

例如，修課人數60人，星期一、三、五上課，則每一次20人上課，其餘線
上同步上課

• 國際學生亦可選擇在本國線上同步上課

11/04/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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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 於1834年創校，是美國賓州歷史最悠久的法學院，也是全美第五古
老的法學院。

• 2000年與賓州州立大學合併，在2000-2014年間Penn State Dickinson 
School of Law有二個校區，一在Carlisle，一在University Park.  2014
年Penn State 獲美國律師公會許可在二校區設立二個獨立的法學院。
此後，賓州州立大學即有Dickinson和Penn State School of Law二個
各自獨立的法學院。

• 2021年全美法學院排名62名

11/04/20201



課程要求

■ 課程要求必須至少取得24學分，其中包含必修的三門課程，學制通常

為1年:
-LL.M Legal Research (1 credit)
-LL.M. Legal Writing (2 credits)
-Introduc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Legal System (2 credits)

■必須選修以下課程之一:

․Civil Procedure
․Constitutional Law I
․Contracts
․Criminal Law 
․Criminal Procedure
․Property
․Torts

學校官網:  https://dickinsonlaw.psu.edu/

11/04/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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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要求

 多項專業學程可選擇

• Business Law
•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 Cyber Law, Data Privacy,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 Elder Law
• Health Law and Policy
•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 International Trial Advocacy
• Public Interest Law, 
• Security Law
• Tax Law
• Trial Advocacy and Litigation

11/04/20201



申請條件及資訊

申請時間
 申請截止日: 2020年3月15日

(秋季班入學);
 2020年10月15日(春季班入

學)(日期指完整申請資料及文件
送達狄金森法學院之日)

申請對象
 中原法學院在學生(包括研究

生與大學部五年級預定於
2018.7月底前畢業之在學生)

 畢業生

獎學金
 獲入學許可者每人每年

$5,000 USD
 學業成績優異者，狄金森

法學院得提高獎學金金額

11/04/20201

應繳書件 語言要求 費用
 含申請表、成績單（成績單須含英文譯

本）、英語成績、英文讀書計畫、英文
簡歷

 免申請費及推薦信，直接透過Law 
School Admission Council (LSAC)網站
申請，網址: https://www.lsac.org/

 申請步驟: 
https://dickinsonlaw.psu.edu/apply-llm

 托福成績88分以上，或雅思
成績6.5分以上

 美方收取學費；學生自理
學費、往返旅費和在美國
期間的食宿費、保險費

 Dickinson Law LLM學位
2021-2022一年學費大約
$52,526USD

https://www.lsac.org/
https://dickinsonlaw.psu.edu/apply-l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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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11/04/20201

美國天普大學位於美國東部賓夕法尼亞
州費城(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學校
創立於1884年，是一所公立综合性研究
型大學。費城是美國建國初期的首都所
在地，也是迄今美國唯一一個世界歷史
文化名城，文化藝術氣息濃厚；地理位
置得天獨厚，從費城到紐約、華盛頓、
波士頓等美國國際大城交通便利，生活
成本則相對較低。天普大學法學院
（Beasley School of Law ）2021年在全
美排名56名，屬美國第一級法學院，具
有很高的學術聲望，天普法學院法庭辯
論課程及訓練，多年來在美國均名列前
茅。另外，法律寫作、國際法、醫療與
衛生法規、智慧財產權法等在美國法學
界都極負盛名。

學校官網: https://www.law.temple.edu

https://www.law.temple.edu/


學位申請資訊

授予學位

 Master of Laws for Foreign-Trained Lawyers
(“FLLM”)

課程要求
 (詳參)

https://www.law.temple.edu/academics/degrees/llm-
foreign-trained/) 須至少修習24學分

 必修課程:

⁃ Introduction to the U.S. Legal System (3 credits); 

Legal Research and Writing I (3 credits)

⁃A second-writing course (either Legal Research 

& Writing II, or any writing seminar) (2-3 credits)

⁃At least one first-year substantive J.D. course 

(Contracts, Civil Procedure I, Criminal Law, Torts, 

Property, or Constitutional Law) (3-4 credits)

11/04/20201

https://www.law.temple.edu/academics/degrees/llm-foreign-trained/


申請資格及條件

碩士班學生
 中原財法所現在學學生(含碩乙及碩專)
 研究所在學期間至天普法學院就讀一學期，於取得

中原法學碩士學位後，再申請至天普法學院修課一
學期取得FLLM, 之前所修課程可抵最多12學分

 研究所在學期間在學期間至天普法學院就讀一學期
後，得在取得中原法學碩士學位前選擇繼續就讀第
二學期完成FLLM課程與學位; 但大學非取得法學士
(Bachelor of Law; LLB)學位者，需取得中原法學碩
士學位後，天普法學院才會頒發正式學位證書

 視名額而定，碩士班學生在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
亦得申請天普法學院北京法學碩士(Beijing Master
of Laws; BJLLM)學程: (a) 已取得法學士學位者; 或
(b) 已通過中國國家司法考試者 / 申請此學程的同
學需全程參與15個月的課程

大學部學生

 4.5 + 0.5學程:在學期間至天普法學院就讀一學期，於
取得中原法學士學位後，再申請至天普法學院修課一
學期取得FLLM, 之前所修課程可抵最多12學分

 4 + 1學程:在學期間至天普法學院就讀一學期後，得
在取得中原法學士學位前選擇繼續就讀第二學期完成
FLLM課程，在取得中原法學士學位後，天普法學院
頒發正式學位證書

 在學期間未曾至天普法學院就讀之同學，亦得申請4 
+ 1學程

 大五同學亦得申請FLLM 及BJLLM學程

11/04/20201



申請資格及條件

獎學金
 每學期25%學費減免，名額3名

(含研究生及大學部學生);
 2019-2020天普法學院FLLM學

費為美金$31092
 獎學金只適用於FLLM學程

 學業表現優異者，天普法學院得
視情形增加獎學金額度

申請時間
 秋季班或春季班: 隨時可申請

 為因應Covid-19疫情，學生得選
擇於本國進行線上同步上課。

11/04/20201



學位申請項目

語文能力要求
 托福成績88分以上，或雅思成績6.5

分 以 上 ; 多 鄰 國 (Duolingo)115 分
(https://englishtest.duolingo.com/en)

 語言成績未達上述要求但學業成績
優異者，得以參加天普大學8-10週的
密集語言訓練課程取代之，相關課
程之要求及費用，請參考

https://ielp.acquiadev.temple.edu/programs
/conditional-admission

申請文件
 成績單（成績單須含英文譯

本）

 英語成績

 英文簡歷

 英文讀書計畫

 英文推薦信二封

(詳參「申請網址」)

申請方式
 直接上網申請，申請網址-
https://www.law.temple.edu/acade
mics/degrees/llm-foreign-
trained/application-procedure/
 國際雙聯學位負責主任Sophia 

Wang (王偉)LINE ID: 
Sophiaww2019, 有興趣的同學
可隨時加入其LINE群組，對於
申請的任何問題，都可直接和她
聯絡和詢問(使用中、英文皆可)。

11/04/20201

https://englishtest.duolingo.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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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醒!

• 英語能力最關鍵，儘早準備! 

• 有任何問題或需求，大膽向申請學校提出!

• 注意大五必修課，可以的話提前修! 

11/04/20201



Q&A時間

11/04/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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