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uropean Postgraduate Masters in 
Urbanism (EMU)

黃宇涵 
Yu-Han Huang

東海大學建築系》荷語天主教魯汶大學

異域都市學

讓我先介紹一下 European Postgraduate Masters 

in Urbanism (EMU) 學程的架構，比較特別的是由 

KU Leuven 荷語天主教魯汶大學，TU Delft 台夫特

理工大學, Universitá IUAV di Venezia 威尼斯建築大

學, UPC Barcelona 加泰隆尼亞理工大學 註1這四所

學校共同合作的 post-master 課程，其中第二及第三

學期可以交換到其他學校學習 註2。我申請的學校

是KU Leuven，目前剛結束第二學期在TU Delft的

課程，下學期將交換到IUAV，而最後一學期再回

到KU Leuven完成畢業專題，所以這篇文章會以在

KU Leuven及TU Delft兩間學校的學習經驗為主要

分享。

From Architecture to Urbanism
我大學念的是建築系，而現在研究所念的是

都市學(urbanism)，算是一個跨學科的課程，結合

都市規劃、城市設計到景觀建築，而同學大多是

建築背景的。就我而言，這個選擇是因為在工作

過程中，發現自己對於都市涵構的分析方式與理

解深度並不足，而這恰又是給予設計養分及線索

的重要條件，有了對於整體都市環境架構的剖析

才能更明確下一階段設計的定位及對於都市的影

響。所以在申請學校時，我傾向於都市相關的課

程而非純建築的碩士學程，希望能從各種尺度與

面向理解都市後再投入設計。

至於選校，一開始我就設定目標在歐洲的學

校，在篩選英語授課的都市相關課程的過程中，

我很幸運的查到了EMU這個跨校的課程，可以從

不同的學校教學架構下學習各偏重面向的理論方

法，並深刻地在不同城市脈絡經驗下理解所學，

而我又是個有選擇困難症又都想嘗試的人，中間

有兩學期可以交換學習這點完全就正中紅心，所

以當時就以EMU為申請目標。而在作品集方面，

我的策略是用不同尺度及跨度的建築作品來說一

座城市的故事，在大學時期我剛好有三個設計作

品都是以台北為基地，所以先就台北城的發展脈

絡作為故事的開頭，再分別從集合住宅、博物館

增建、及交通節點間的都市紋理再建構等設計，

去討論其中的相互影響及隱性連結，讓作品集跨

足到urbanism的領域。

十五個台灣建築留學生的 小．故．事  向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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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sm都市學，學的是......
不同學校的European Postgraduate Masters in 

Urbanism (EMU) 課程針對各自的地域條件、歷史

文化、教學方式及研究領域，提供多元的學習面

向。

EMU學程在魯汶大學和其他校 註3 不一樣的

是他是兩年制課程Master of Science in Urbanism and 

Strategic Planning (MaUSP) 的joint program，所以需

申請MaUSP這個課程。如果選擇交換到他校，則

為參與EMU課程，須參與EMU四校的畢業專題

共同發表，畢業時會拿到master (MaUSP) 及post-

master (EMU) 兩個學位；反之，若選擇兩年皆

在魯汶完成學習的話則單純以master畢業。每年

MaUSP的學生並不多(十人內)，所以多數課與另

一個一年制學程Master of Human Settlements 共同

選課。每個學期有三個設計studio可以選擇，第一

學期的基地都在比利時，方向分別為 Concepts & 

Analysis studio@Brussels、Urbanism studio＠Limburg

和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studio@Ostend，第二

學期則有海外基地的選擇：Landscape Urbanism 

studio@Kathmandu、Infrastructure Urbanism 

studio@São Paulo、Cyclic landscape urbanism 

studio@Antwerp，設計課的組成面向是很多元

的。而除了討論歐洲都市學的課程，魯汶大學

近年來側重於研究東南亞、拉丁美洲及非洲的

新興城市聚落發展，也和聯合國人居署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簡稱UN-

HABITAT）有共同合作設計課 註4 ，從這些課程中

可以學到不同面向的居住議題及社會議題，這是

在台灣未曾接觸的領域。在整體的課程組織上，

學生皆可以自由選課，只要畢業時修完所有必修

課並達到總學分120學分即可。每學期的設計課為

一個禮拜兩天共12學分，畢業專題24學分，其餘

課程多為3-4學分，所以分攤下來一學期大概有6

堂課，課程份量還蠻重的，尤其是當聖誕假期過

後，所有的評圖、報告和口試同時到來，需要做

好良善的時間管理來面對。

另一方面，TU Delft 則是每學期的教學主題

與課程架構都已經明確規劃，不會有選課的甜蜜

煩惱。第一學期主要教學目標為Urban Regional 

Networks，從一個都市如何運作為切入點，以鹿

特丹作為分析對象；第二學期則為Constructing 

the Sustainable Delta City，以古巴哈瓦那港口的未

來發展及城市角色為討論對象，前期先研究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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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中的歐洲港口城市，分析其城市脈絡變化及

設計介入時的操作策略，再深化理解並應用於哈

瓦那港口整體規劃，整學期花了很大的比例都在

討論大架構下的城市理解及對於未來發展的共

識，才進入到個別設計議題。而除了設計課，每

學期都會安排相對應的理論課(theory)、方法學

(methodology)及技術課程(technology)，課程量比

魯汶的六堂課輕了一些，但是荷蘭的教學重視

workshop和seminar，每堂課幾乎學生都作為主角發

言，所以每週都要讀不少文章作為準備，因而課

業量兩所學校其實差不多，都很重。

兩間學校從教學結構到教授授課方式都很

不同，幾乎完全可以參作對照組，我喜歡魯汶大

學的課程的多元及對人文社會議題的關注和選

課自由，能有機會和不同背景的人交流討論；而

我喜歡台夫特大學的討論式教學及有系統的課

程組織，以設計課為主角，其他三門課（theory, 

methodology 和 technology）皆為輔助設計課而設

計，而教授與學生為相對平等的關係交流討論。

而下學期即將交換到威尼斯建築大學，聽說又是

不同的教學模式，主要專注於都市情境（situations, 

scenarios）的討論，學習另一種解讀城市的方式。

我認為這個課程最有趣的就是能夠透過一連串新

的學習模式及學習領域，刺激後再沈澱，找到自

己對於都市的新理解。

畢業後留歐？

從就業現實面來說，畢業後想要留在歐洲工

作的話會比美國難上不少。除了歐洲景氣整體性

的不好，在英國以外的地方工作的話，語言也會

是個挑戰，雖然說國際型事務所英文溝通一定沒

問題，但如果要更融入工作環境，學習當地語言

是必要的。比利時目前沒有畢業後留學生找工作

的search year制度 註5 ，但是可以申請打工度假簽證

作為替代方案；而如果要在荷蘭找工作的話，則

可以利用荷蘭政府提供的orientation year (zoekjaar)  制

度，不一定要荷蘭畢業的碩士或博士生，如果你持

有世界兩百大學校的碩士或博士學歷（也必須是三

年內），就可以申請這個項目，利用一年的時間在

荷蘭找工作。

結語

EMU學程從2006年開始運作到今年剛好十年

了，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學校的行政運作上還是

有許多不足之處或是模糊地帶，例如交換到他校之

後的學分相抵問題、到他國之後的居留證辦理與

否、畢業設計運作及選題等，往往需要自己不斷地

四處詢問找尋答案，又因為每半年就要奔波一次重

新適應新環境，而轉換的過程中隨時都會有新挑戰

需要迎接，深深的體會到在海外念書最重要的就是

「Be strong」學著自己解決各種問題。就EMU課程

面而言，很多對都市議題的討論層面對我來說都是

全新的思考領域，常常有又被打開眼界的感覺。特

別是交換的制度下，每間學校的著重點都各不相

同，對都市議題的切入面也較不會侷限偏聽，增加

了學習的豐富性及全面性。而對於有選擇困難症不

知道怎麼選校的人，這個課程是個非常棒的選擇，

就我目前接觸的兩個學校都很棒。比較可惜的是，

在台灣比較少人知道這個課程，所以希望透過這篇

文章讓大家有個初步的了解。

注釋：

1. UPC Barcelona 加泰隆尼亞理工大學為西班牙語授課。

2.其中TU Delft只有第三學期可以交換到外校。

3. 在其他三校，EMU為獨立課程單獨招生，已規劃好的

課程架構，無法自己選課。

4. 每年的春季班為海外studio，今年與UN-HABITAT共

同合作尼泊爾加德滿都的震後重建規劃設計。

5. 詳參：https://www.hollandalumni.nl/career/work-in-

holland/Orientation%20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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