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
国
女
王
大
学

缔造更美好
的世界
始于1845年
面向国际学生的
大学衔接课程
2020–21

开启一段
精彩旅程
欢迎入读INTO英国女王大学中心，
这里将是你从英国女王大学这所享有
全球盛誉的世界一流学府取得学位的
起航点。我们为像你一样的国际学生
提供在一所罗素集团大学学习的机
会，QUB是组成该机构的24所英国研
究型精英高校之一。
你将学习一门面向国际学生并针对大学要求而
量身定制的专门课程。在我们位于贝尔法斯特
充满活力的女王区（Queen’s Quarter）的学习

中心内，你将完成衔接课程的学习，同时使用
大学校园内的一流设施：你将从到校第一天起
即成为大学社区的一份子。

选择出国留学是一项重大决定，但是在INTO
英国女王大学中心，我们将为你提供实现大学
学业成功所需的一切。

选择#INTOQUEENS，开启无限人生机遇！

2017-18年通过其衔接课程学习
并达到升读英国女王大学资格
要求的学生高达95%

Glasgow
1小时15分钟
1
hour 15 minutes
乘坐飞机从伦敦出发
from
London by plane

Newcastle

2小时
2 hours
乘坐火车从
from Dublin
都柏林出发
by train
Dublin

Manchester
Birmingham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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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英国女王大学中心 2020-2021

世界排名
第173位

毕业生前景
世界排名前160位

（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

（2019年QS毕业生就业能力排名）

全英学生生活
成本最低

(2018年 Which?University）

英国女王大学一流学科领域

全英排名第6位

全英排名第8位

全英排名第12位
建筑学*

电子与电气工程*

全英排名前30位

全英排名前40位

世界排名前200位

世界排名前200位

药剂学与药理学*

机械、航空与制造工程**

*

会计与金融*

教育**

化学工程**

全英排名第17位

土木与结构工程**

2020年完全大学指南

** 2019年QS世界学科排名
INTO英国女王大学中心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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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大学

开启你在英国女王大学的精彩求学之旅吧！QUB是英国
一所以其办学历史、学术科研和世界级教育体验而闻名
的顶尖高校。你将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你的衔接课程和学
位课程，使用大学里先进的学习设施，同时步行即可到
达贝尔法斯特城市中心。
卓越始自1845年

队，将帮助你充分利用在大学的求学时

在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建校历史

断拓展其对当地、英国乃至全世界的影

QUB由维多利亚女王在1845年创立，现

排名第9位），并且始终致力于缔造一

个更美好的世界。被誉为“爱尔兰的牛
津剑桥”，QUB是罗素集团成员高校之

一，跻身于英国24所精英研究型大学之

列，久经考验的卓越科研和以学生为中
心的精神特质在此交融。
全球社区

你将加入一个由英国女王大学教职人员
和学生所组成的多元化社区。QUB的国

际化属性和一支专业的国际学生支持团

4

光。拥有一个遍布全球的网络，大学不
响亦不足为奇。

高成本效益学习体验

QUB在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前173位
（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提供极

具竞争力的学费标准，同时北爱尔兰拥
有全英最低的学生生活成本（2018年

Which?University）。毕业生前景世界排

学生支持
满意度高达95%

（2019年INTO年度学生体验调查）

名前160位（2019年QS毕业生就业能力

排名），来自英国女王大学的“职业定

义”教育体验将是对你未来的最佳投资。

INTO英国女王大学中心 2020-2021

顶尖设施

QUB的设施升级改善投资已超过3.5亿英镑，包括：

屡获殊荣的

机器人技术

First Derivatives
证券交易室

McClay图书馆

癌症研究与细胞

实验室

生物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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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OW WALK
学生宿舍

ELMS BT9
学生宿舍

你的学习中心

从图书馆到学生会，INTO学习中心邻近校园内的各类设施，
所以从第一天起你就会沉浸到大学的学生生活。在中心内，
你将发现：

• 学生支持团队，帮助你解决从开设银行账户到学术

在McClay图书馆内的小组学习

问题的任何事宜

• 配套设施齐全的教室

• 学习资源中心，设有学习区、工作站和IT支持

• Café Carberry咖啡馆，供应美味的饮料和点心

“我一直希望进入女王大学学习，她是英国罗素集团大学
成员之一，学校排名也很不错。同时，我也非常享受在贝
尔法斯特的生活，这儿是一个非常平和宁静的地方。”
Lingli（中国）

完成国际大学预科课程的学习

并升读英国女王大学经济学与会计专业（BSc 荣誉）
www.intostudy.com/queens

屡获殊荣的McClay图书馆
* 可用设施将取决于你的专业领域和学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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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贝尔法斯特
现代化的都会城市与小型社区
温暖友善的氛围相融合，贝尔
法斯特是一个美妙的生活和学
习目的地。活跃的社交场景、
文化景点和历史建筑，“封
装”在一个规划紧凑的小城市
里，你可以轻松安全地开始探
索之旅。
社交和文化场景

炫酷友好的酒吧和俱乐部让贝尔法斯特
成为欧洲最适合社交的城市之一，作为
世界级的旅游景点，它还拥有丰富悠久
的历史和文化。你会发现：
• 贝尔法斯特泰坦尼克号纪念馆

• 贝尔法斯特市政厅及其装饰华丽的建
筑风格
• 美丽的植物园

由于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社区，你
将会发现美味地道的国际美食遍布这座
城市的大街小巷，包括距离INTO中心仅
10至15分钟步行路程的Botanic Avenue特
色美食街。为什么不试一试：
• Boojum：美味的墨西哥卷饼

• Botanic Spice：浓郁的印度美食
• Sakura：新鲜的日本料理

• 记录爱尔兰历史的阿尔斯特博物馆

• 在大教堂区（Cathedral Quarter）举办
的现场音乐会
• 码头市场（Dock Market），贝尔法斯
特著名的手工艺品集市
低生活成本

世界美食

在贝尔法斯特你将能走得更远，北爱尔
兰拥有全英最低的学生生活成本（2018
年 Which？University），让你更加充分
得体验留学生涯。

• Maggie Mays：北爱尔兰当地美食
毕业生就业力

贝尔法斯特汇聚有众多行业的全球性公
司，毕业之时你将可以获得最佳的就业
机会：
• 庞巴迪
• Almac

探索北爱尔兰

作为北爱尔兰的首府，贝尔法斯特是
连接一切的中心枢纽。乘坐旅游大巴
沿着美丽的海岸直到巨人堤（Gi a nt ’ s
Causeway），欣赏充满神话和传说
的景色绝美的悬崖峭壁，或者前往参
观王室逗留期间居住的希尔斯堡城堡
（Hillsborough Castle）。如果你是神剧
《权力的游戏》的忠实粉丝，那么取景
地莫恩墙（Mourne Wall）将是你的必游
之地！

在2018年被“孤独星球”票选
为热门旅游目的地
(2018年孤独星球

• 普华永道

最佳旅行目的地）

• 花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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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FAST

AIRPORT

CATHEDRAL
QUARTER

SHOPPING CENTRE
VICTORIA
SQUARE

SSE
ARENA

THE DOCK
MARKET

WATERFRONT
HALL

CITY HALL

QUB
校区

INTO
大楼

ST GEORGES
MARKET

BOTANIC
AVENUE

TRAIN
STATION

ES
UT
IN
M
15

GRAND
OPERA
HOUSE

贝尔法斯特市政厅

ORMEAU
PARK

ULSTER
MUSEUM
BOTANIC
GARDENS

巨人堤

I
15 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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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外
之家

“有很多不同国籍的同学住在我的宿
舍楼里，这儿是一个结识朋友的理想
之地。宿舍楼里提供了学习或社交活
动设施和空间。”

中心附近拥有许多可供你选择的学生宿舍，你将能轻松
找到理想住所。在国际社区的独立生活是你海外留学期
间的绝佳之选。

Quinming（中国）

目前在INTO QUB中心学习工程学方向国际大一课程

WILLOW WALK

在这儿舒适私密的大床间，你将能够独享属于自己
的空间。你将与其他学生共用一个浴室和厨房。这
里还有一个配有电视的休息区，是社交活动的理想
之所。

步行可至INTO中心
洗衣设施

Wi-Fi网络
同住工作人员

ELMS BT9

享受在这个配有公共卫浴的现代乡村风格的套间学
生宿舍的生活。在村子中心的The Treehouse，你会

发现餐厅、酒吧、商店和社交游戏公共区域。足不
出户，尽享所有！

步行可至INTO中心
洗衣设施

Wi-Fi网络
同住工作人员
套内卫浴

用餐

住宿为自炊式，你可以使用Queen’s Easy Pay购物卡
在校园周边购买小吃、饮料和快餐。
为你提供支持

在学生宿舍，你会发现7*24安保人员和宿舍生活
协调员，他们将保障你的安全并提供一流的支持服

务。如果你不满18周岁，我们还将提供来自宿舍助理
的额外支持。

www.intostudy.com/queens

住宿保证

在你成功升读QUB时，我们将保证你在第一学年期间的
学生宿舍入住名额。

INTO英国女王大学中心将努力按需提供住宿类型。但是当中心无法
提供所要求的住宿方案时，将保留提供其他替代类型住宿的权利。任
何其他替代住宿的费用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将在出具录取通知书时与
学生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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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你的课程

通过学习我们与英国女王大学合作设计的定制化学术衔接课程，为升读你的大学学位
课程做好准备。你将受益于专业相关课程单元的大学式教学和高学术标准。当你升读
所选学位课程时，我们将为你的大学申请提供支持。

入学
国际大学预科课程

本科学位课程

每周至少20课时

毕业

• 商务、人文学与社会科学
• 工程学与科学

学历证书和认证机构：由英国女王大学授予国际大学预科课程
证书（RQF 3级）。

国际大一课程

本科学位课程

程学习或同等

IELTS 4.5起

大学一年级课
学历

或六月

英语教学每班最
多16名学生

每周平均24课时

• 会计

• 工程学

• 管理学与金融

学历证书和认证机构：由英国女王大学授予高等教育证书
（FHEQ 4级）。

研究生学位课程

硕士文凭课程
九月、一月和六月

程学习或同等

英语教学每班最

大专文凭课
学历

IELTS 5.0起

多16名学生

每周平均20课时

• 金融

级
一年

3或4学期

完成本科学位、

毕业

九月、一月、三月

级

完成A-levels、

级

三年

二年

3、4或5学期

• 管理学

• 社会科学

学历证书和认证机构：由英国女王大学授予高等教育硕

毕业

多16名学生

级

英语教学每班最

三年

等学历

IELTS 4.0起

• 建筑学

级

校教育或同

四月*和六月

二年

完成12年学

九月、一月、三月、

级
一年

2、3、4或5学期

士文凭（FHEQ 6级）。

* 四月开学仅限工程学与科学方向衔接课程

请注意，取决于具体所选的衔接课程，可选课程长度和开学时间或有所不同。获取完整信息，请访问：www.intostudy.com/queens/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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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一与本科学位
综合课程

将国际大一课程学习与一门英
国女王大学学位课程相结合
学习计划第一年

将你的国际大一课程与本科工程学专业学位课程合并
为一个学习计划。

开学日期

 在你的整个学习计划期间仅需申请一个签证。

九月或一月

英语语言入学要求*

课程单元

你将需要从以下课程单元中修满120学分，以顺利完成你的学习计划第一年的学习：

3学期：IELTS 5.5（所有单项最低5.0）或同等水
平

核心课程单元

4学期：IELTS 5.0（所有单项最低4.5）或同等水
平

英语语言与学习技巧（20学分）

年龄要求

工程数学 1（10学分）
工程数学 2（10学分）

16周岁及以上**

专业课程单元

*	
如果你尚未确定你的学位课程，或者你尚未达到最低
英语语言入学要求，你可能符合工程学方向国际大一

根据所选学位课程，下表列示了你将需要学习的具体课程单元。

课程的入读资格要求。详见第14页。

**	所有入读公布在九月份开学的课程的学生，必须在当
年的12月31日时已年满17周岁；对于所有其他开学

日期，学生必须在公布的课程开学日期当日已年满

•

•

•

•

•

•

•

基础化学 2
传播学

电路原理 1
电路原理 2

土木工程原理

•

动力学

•

•

•

数字系统设计

•

电子材料与元件
电力与机械

工程设计与实践

•

•

•

•

•

•

•

•

•

•

电气与电子工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热与传质

•

化学工程概论
材料与制造
机械原理

结构与应力分析

•
•

•

测量

前200位

电子与电气工程专业
世界排名

（2019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

土工技术

前200位

土木与结构工程专业
世界排名

（2019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

热力学

• 第1学期

化学工程专业英国排名

（2020年完全大学指南）

•

制图与设计

在英国女王大学学习一门工程
学学位课程：

前20位

•

计算机编程

流体力学

产品设计工程
BEng（荣誉）

•

机械工程
BEng（荣誉）

电气与电子工程
BEng（荣誉）

土木工程
BEng（荣誉）

•

•

基础化学 1

专业课程单元（80学分、所有课程单元均为10学分）

计算机科学
BEng（荣誉）

航天工程原理

17周岁。

化学工程
BEng（荣誉）

航天工程
BEng（荣誉）

学位课程

•

•

• 第2学期

www.intostudy.com/queens/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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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读英国女王大学
本科学位一年级课程
开学日期

3学期：九月或一月
4学期：六月或九月
5学期：六月或三月

英语语言入学要求*

3学期：IELTS 5.0（最低写作5.0且所有其他单项
4.5）或同等水平
4学期：IELTS 4.5（最低写作4.5且所有其他单项
4.0）或同等水平
5学期：IELTS 4.0（所有单项最低4.0）或同等水
平

年龄要求

16周岁及以上

开学日期

3学期：九月或一月
4学期：六月或九月
5学期：六月或三月

英语语言入学要求*

3学期：IELTS 5.0（最低写作5.0且所有其他单项
4.5）或同等水平

国际大学预科课程
建筑学 – IFA

在工作坊形式的课堂上绘制和制作精确的模型。
向持有职业资质且经验丰富的建筑师学习。

我将学习什么？

你将需要从以下课程单元中修满120学分，以顺利完成你的衔接课程的学习：
核心课程单元

从以下课程单元中任选一门：

艺术作品集实用技巧（30学分）

商务、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基础

英语语言与学习技巧（30学分）
建筑设计原理与实践（30学分）

基础政治学与国际关系（30学分）
数学（30学分）

2个学位课程供你选择升读。在线了解更多：www.intostudy.com/queens/IFA

商务、人文学与社会科学 – IFBHSS

升读从电影制作到商务管理的一系列学位课程。

	
通过互动性实地考察在课堂外进行学习，此前已开展的活动
包括参观法院和议会大厦。

4学期：IELTS 4.5（最低写作4.5且所有其他单项
4.0）或同等水平

我将学习什么？

5学期：IELTS 4.0（所有单项最低4.0）或同等水
平

英语语言与学习技巧（30学分）

工程学与科学基础数学（30学分）

基础经济学（30学分）

工程学与科学进阶数学（30学分）

年龄要求

16周岁及以上

你将需要学习120学分的以下课程单元，以顺利完成你的衔接课程的学习：
基础商务研究（30学分）

商务、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基础

基础政治学与国际关系（30学分）

数学（30学分）

29个学位课程供你选择升读。在线了解更多：www.intostudy.com/queens/IFBHSS

开学日期

2学期：四月
3学期：九月或一月
4学期：六月或九月
5学期：六月或三月

英语语言入学要求*

2学期：IELTS 6.0（所有单项最低5.5）或同等水
平*
3学期：IELTS 5.0（最低写作5.0且所有其他单项
4.5）或同等水平
4学期：IELTS 4.5（最低写作4.5且所有其他单项
4.0）或同等水平
5学期：IELTS 4.0（所有单项最低4.0）或同等水
平

年龄要求

工程学与科学 – IFPES

	
在大学设施齐全的科学实验室获得实践经验。

更高英语语言水平的申请者可选择入读2学期速成衔接课程。

我将学习什么？

你将需要从以下课程单元中修满120学分，以顺利完成你的衔接课程的学习：
英语语言与学习技巧（30学分）

工程学与科学基础数学（30学分）

从以下课程单元中任选两门：
基础生物学（30学分）
基础化学（30学分）

基础物理学（30学分）

工程学与科学进阶数学（30学分）

16周岁及以上
* 如果你未达到最低英语语言要求，则应申请我们的“学

102个学位课程供你选择升读。在线了解更多：www.intostudy.com/queens/IFPES

术英语课程”。
更多信息请见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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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学预科课程

英国女王大学开设170多个国际大学预科课程升学学位课程供你选择。

以下为部分最受欢迎的学科专业。了解关于衔接课程的更多详情，请见对页。
学位课程

衔接课程

特殊要求

建筑学 BSc（荣誉）

IFA

ABB且GCSE数学成绩4/C或同等水平，以及艺术能力证明，同时必须成功通过 B且最低口语和听力C、阅读和写作D
学院面试

建筑学方向国际大学预科课程
地理学 BSc（荣誉）

规划、环境与发展 BSc（荣誉）

商务、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方向国际大学预科课程
会计 BSc（荣誉）

精算科学与风险管理 BSc（荣誉）

人类学 BA（荣誉）

考古学 BSc（荣誉）

考古学与古生态学 BSc（荣誉）

企业经济学 BSc（荣誉）

商务信息技术 BSc（荣誉）
商务管理及实习 BSc（荣誉）

广播制作 BA（荣誉）

犯罪学 BA（荣誉）

戏剧 BA（荣誉）

经济学 BSc（荣誉）
经济学与会计 BSc（荣誉）

经济学及金融 BSc（荣誉）

电影与戏剧制作 BA（荣誉）

英语水平

IFA

BBC且GCSE数学成绩C或同等水平

B且所有单项最低D

IFA

BBC且GCSE数学成绩C或同等水平

B且所有单项最低D

IFBHSS

ABB且GCSE数学成绩6/B或同等水平

B且各单项最低D

IFBHSS

AAA，包括工程学与科学基础数学和工程学与科学进阶数学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IFBHSS

BBC

IFBHSS

BBC

B且各单项最低D

IFBHSS

BBC

B且各单项最低D

IFBHSS

BBB且GCSE数学成绩6/B或同等水平

B且各单项最低D

IFBHSS或
IFPES

BBB且GCSE数学成绩4/C或同等水平

B且各单项最低D

IFBHSS

BBB且GCSE数学成绩6/B或同等水平

B且各单项最低D

IFBHSS

BBB

B且各单项最低D

IFBHSS

BBB

B且各单项最低D

IFBHSS

BBC

B且各单项最低D

IFBHSS

BBB且GCSE数学成绩6/B或同等水平（如果已修读的IF课程单元中不包括数 B且各单项最低D
学，则要求成绩A）

IFBHSS

BBB且GCSE成绩6/B或同等水平

IFBHSS

BBB且GCSE数学成绩6/B或同等水平（如果已修读的IF课程单元中不包括数 B且各单项最低D
学，则要求成绩A）

B且各单项最低D

电影研究与制作 BA（荣誉）

IFBHSS

BBB

B且各单项最低D

IFBHSS

BBC

B且各单项最低D

历史 BA（荣誉）

IFBHSS

ABB且GCSE数学成绩6/B或同等水平

B且各单项最低D

IFBHSS

BBB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金融 BSc（荣誉）

国际政治学与冲突研究 BA（荣誉）

国际研究与政治学 BA（荣誉）

法律 LLB（荣誉）

法律及政治学 LLB（荣誉）

音乐与音频制作 BA（荣誉）

音乐与声音设计 BA（荣誉）

IFBHSS

BBB

IFBHSS

BBB

B且各单项最低D

IFBHSS

ABB

B且各单项最低D

IFBHSS

ABB

B且各单项最低D

IFBHSS

BBB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IFBHSS

BBB

IFBHSS

BBC

B且各单项最低D

政治学 BA（荣誉）

IFBHSS

BBB

B且各单项最低D

社会学 BA（荣誉）

IFBHSS

ABB

B且各单项最低D

IFBHSS

BBC

B且各单项最低D

航天工程 BEng（荣誉）

IFPES

航天工程 MEng（荣誉）

BBC，包括数学 + 物理（优先）、生物、化学或进阶数学四科中至少一科，且 C且各单项最低D
GCSE物理成绩4/C或同等水平

IFPES

音频工程 BSc（荣誉）

IFPES

哲学 BA（荣誉）

政治学、哲学与经济学 BA（荣誉）

工程学与科学方向国际大学预科课程

应用数学与物理学 BSc（荣誉）

应用数学与物理学 MSci（荣誉）

考古学 MSci（荣誉）

生物化学 BSc（荣誉）

生物化学及专业研究 BSc（荣誉）

生物科学及专业研究 BSc（荣誉）

ABB，包括数学 + 物理（优先）、生物、化学或进阶数学四科中至少一科，且 C且各单项最低D
GCSE物理成绩B或同等水平

BBB，包括数学 + 物理（优先）、生物、化学或进阶数学四科中至少一科，且 B且各单项最低D
GCSE物理成绩C或同等水平

IFPES

ABC

IFPES

AAB

C且各单项最低D
C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ABB

B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BBB

B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BBB

B且各单项最低D

生物科学（三明治）及专业研究 MSci（荣誉）

IFPES

ABB

B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BBB

B且各单项最低D

生物科学 MSci（荣誉）

IFPES

BBB，包括生物和化学（优先），且GCSE化学和数学成绩4/C或同等水平

B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ABB

B且各单项最低D

生物科学 BSc（荣誉）

关于所有学术衔接课程、可选学位课程和升学要求的完整信息，

 本学位课程亦提供含实习的课程学习方案。

请访问：www.intostudy.com/queens/courses

www.intostudy.com/queens/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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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课程

衔接课程

特殊要求

英语水平

生物医学科学 BSc（荣誉）

IFPES

化学工程 BEng（荣誉）

IFPES

化学工程 MEng（荣誉）

IFPES

化学技术 MEng（荣誉）

IFPES

ABB，包括数学和化学

C且各单项最低D

化学 MSci（荣誉）

IFPES

BBC，包括化学B和另外一个科学科目，且GCSE数学成绩4/C或同等水平

C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ABB

C且各单项最低D

化学 BSc（荣誉）

土木工程 BEng（荣誉）

IFPES

ABB，包括生物或化学（两者都包括优先），且GCSE生物、化学和数学成绩 B且各单项最低D
4/C或同等水平

BBC，包括数学B + 生物、化学或物理三科中至少一科，且GCSE化学和物理成 C且各单项最低D
绩4/C或同等水平
ABB，包括数学 + 生物、化学或物理三科中至少一科，且GCSE化学和物理成 C且各单项最低D
绩B或同等水平

BBC，包括数学B + 生物、化学或物理三科中至少一科，且GCSE物理成绩4/C C且各单项最低D
或同等水平
ABB，包括数学 + 生物、化学或物理三科中至少一科，且GCSE物理成绩B或同 C且各单项最低D
等水平

土木工程 MEng（荣誉）

IFPES

计算机科学 BSc（荣誉）

IFPES

计算机科学及一年行业实习 BEng（荣誉）

IFPES

ABB（包括数学）或AAB（包括物理或化学），且GCSE数学成绩C或同等水平

C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BBC（包括数学）或BBB（包括物理或化学），且GCSE数学成绩C或同等水平

C且各单项最低D

电气与电子工程 BEng（荣誉）

IFPES

BBB且GCSE数学成绩4/C或同等水平

C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计算机科学 MEng（荣誉）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 BSc（荣誉）
电气与电子工程 MEng（荣誉）
环境与土木工程 MEng（荣誉）

环境管理 BSc（荣誉）

IFPES
IFPES

BBC（数学B）或BBB（包括物理或化学），且GCSE数学成绩4/C或同等水平

C且各单项最低D

BBC，包括数学B + 物理（优先）、生物、化学或进阶数学四科中至少一科， C且各单项最低D
且GCSE物理成绩4/C或同等水平
ABB，包括数学A + 生物、化学或物理B，且GCSE物理成绩6/B或同等水平

ABB，包括数学A + 生物、化学或物理B，且GCSE物理成绩6/B或同等水平

C且各单项最低D

C且各单项最低D

欧洲规划 MPlan

IFPES

BBB（包括生物）且GCSE数学成绩4/C或同等水平

B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BBB且GCSE数学成绩4/C或同等水平

B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食品质量、安全与营养 MSci（荣誉）

BBB，包括生物或化学（两者都包括优先），且GCSE生物、化学和数学成绩 B且各单项最低D
4/C或同等水平

IFPES

ABB

食品科学与食品安全 MSci（荣誉）

IFPES

ABB，包括生物或化学（两者都包括优先），且GCSE生物、化学和数学成绩C B且各单项最低D
或同等水平

食品质量、安全与营养 BSc（荣誉）

地理学 BSc（荣誉）

B且各单项最低D

人体生物学 BSc（荣誉）

IFPES

BBC且GCSE数学成绩C或同等水平

IFPES

海洋生物学 BSc（荣誉）

ABB，包括生物或化学（两者都包括优先），且GCSE生物、化学和数学成绩 B且各单项最低D
4/C或同等水平

IFPES

BBB

数学 BSc（荣誉）

IFPES

ABB

B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ABC

C且各单项最低D
C且各单项最低D

海洋生物学 MSci（荣誉）

数学 MSci（荣誉）

B且各单项最低D

C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AAB

IFPES

ABC

C且各单项最低D

数学及金融 BSc（荣誉）

IFPES

AAB且数学成绩A

C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AAB

C且各单项最低D

机械工程 MEng（荣誉）

IFPES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BSc（荣誉）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MSci（荣誉）

机械工程 BEng（荣誉）

药物化学 BSc（荣誉）

IFPES

BBC，包括数学B + 物理（优先）、生物、化学或进阶数学四科中至少一科， C且各单项最低D
且GCSE物理成绩4/C或同等水平
ABB，包括数学 + 物理（优先）、生物、化学或进阶数学四科中至少一科，且 C且各单项最低D
GCSE物理成绩B或同等水平

药物化学 MSci（荣誉）

IFPES

BBC

C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ABB

C且各单项最低D

微生物学 MSci（荣誉）

IFPES

BBB

B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ABB

B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CCC

A且各单项最低A

IFPES

CCC

A且各单项最低A
A且各单项最低A

微生物学 BSc（荣誉）

助产科学 BSc（荣誉）

护理学（成人） BSc（荣誉）

护理学（儿童） BSc（荣誉）

护理学（学习障碍） BSc（荣誉）

护理学（心理健康） BSc（荣誉）

制药科学 BSc（荣誉）

药剂学 MPharm（荣誉）

物理学 BSc（荣誉）

物理学及天体物理学 BSc（荣誉）

物理学及医学应用 BSc（荣誉）

物理学 MSci（荣誉）

物理学及天体物理学 MSci（荣誉）

物理学及医学应用 MSci（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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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PES

CCC

IFPES

CCC

A且各单项最低A

IFPES

CCC

A且各单项最低A

IFPES

BBB

B且各单项最低C

IFPES

AAB

B且各单项最低C
C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BBC

IFPES

BBC

C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BBC

C且各单项最低D
C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ABB

IFPES

ABB

C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ABB

C且各单项最低D

INTO英国女王大学中心 2020-2021

学位课程

规划、环境与发展 BSc（荣誉）

衔接课程

IFPES

产品设计工程 BEng（荣誉）

IFPES

产品设计工程 MEng（荣誉）

IFPES

心理学 BSc（荣誉）

特殊要求

英语水平

BBC且GCSE数学成绩4/C或同等水平

B且各单项最低D

BBC，包括数学 + 物理、生物、化学或进阶数学四科中至少一科，且GCSE物 C且各单项最低D
理成绩4/C或同等水平
ABB，包括数学 + 物理（优先）、生物、化学或进阶数学四科中至少一科，且 C且各单项最低D
GCSE物理成绩B或同等水平

社会学及定量方法 BSc（荣誉）

IFPES

BBB

B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BBB

B且各单项最低D

软件与电子系统工程 MEng（荣誉）

IFPES

软件与电子系统工程 BEng（荣誉）

软件工程 BEng（荣誉）

IFPES

BBC，包括数学 + 物理（优先）、生物、化学或进阶数学四科中至少一科，且 C且各单项最低D
GCSE物理成绩4/C或同等水平
ABB，包括数学 + 物理、生物、化学或进阶数学四科中至少一科，且GCSE物 C且各单项最低D
理成绩B或同等水平

软件工程 MEng（荣誉）

IFPES

BBC（包括数学）或BBB（包括物理或化学），且GCSE数学成绩C或同等水平

C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ABB（包括数学）或AAB（包括物理或化学），且GCSE数学成绩C或同等水平

C且各单项最低D

理论物理学 BSc（荣誉）

IFPES

ABB

C且各单项最低D

理论物理学 MSci（荣誉）

IFPES

ABC

C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ABB

C且各单项最低D

动物学 MSci（荣誉）

IFPES

BBB

B且各单项最低D

IFPES

ABB

B且各单项最低D

结构工程及建筑学 MEng（荣誉）

动物学 BSc（荣誉）

关于所有学术衔接课程、可选学位课程和升学要求的完整信息，

 本学位课程亦提供含实习的课程学习方案。

请访问：www.intostudy.com/queens/courses

热门学位课程

通过国际大学预科课程，学生将可以升读英国女王大学的众多学位课程。
以下为INTO QUB中心学生已经成功升读的部分最受欢迎的学位课程。
会计 BSc（荣誉）

• 本学位课程面向有意进入会计行业的学生而设计，结合了实践课程内容、基本理论和批判思维技巧。
• 你将有机会培养各项相关技能，包括沟通、领导和团队合作，从而带领团队工作和管理变革。
• QUB的“会计与金融”专业在英国排名第8位（2020年完全大学指南）。
商务管理 BSc（荣誉）

• 本学位课程将让学生认识和理解各类管理问题，包括技术的有效利用和市场与资源的使用以及战略制定。
• 你将可以从课程所包括的实习学年中受益，让你有机会获得在企业工作的实际经验。
土木工程 BEng（荣誉）

• 土木工程师提供维持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支持，包括水电、道路、铁路、医院和学校。

• 该课程是QUB的创始学位课程之一，这使其成为英国和爱尔兰最古老和最成熟的学位课程体系。
• QUB的“土木与结构工程”专业排名世界前200名（2019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经济学及金融 BSc（荣誉）

• 本学位课程将让学生了解经济和金融体系如何相互作用，研究宏观和微观经济原则，并深刻认识金融机构和市场。
• 经济学主修专业和金融辅修专业相结合，为毕业生提供了从事经济学、金融和相关行业职业的良好平台。
机械工程 BEng（荣誉）

• 机械工程师利用他们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技能和知识，设计和制造以最优化成本高效可靠运行的新技术。

• 本课程将帮助学生培养数学、科学和工程设计的核心技能，并学习使用21世纪机械工程师必不可少的关键工程软件。
• QUB的“机械、航空与制造工程”专业在英国排名前30位（2019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www.intostudy.com/queens/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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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读英国女王大学
本科学位二年级课程
开学日期

3学期：九月或一月
4学期：六月或九月
5学期：六月或三月

英语语言入学要求*

3学期：IELTS 5.5（最低阅读和写作5.5且所有其
他单项5.0）或同等水平
4学期：IELTS 5.0（最低阅读和写作5.0且所有其
他单项4.5）或同等水平

国际大一课程
会计 – IYOA

	
积累分析统计数据和撰写详细财务报告的经验。
了解如何使用专业会计软件。

我将学习什么？

你将需要学习120学分的以下课程单元，以顺利完成你的衔接课程的学习：
英语语言与学习技巧（20学分）

管理会计概论（20学分）

法律研究概论与基本合同法（20学分）

财务会计概论（20学分）

会计信息系统（10学分）

5学期：IELTS 4.5（所有其他单项最低4.5）或同
等水平

将你的工程学方向国际大一课程与本科学位课程
合并到一个学习计划，详见第9页。

年龄要求

16周岁及以上
* 如 果你未达到最低英语语言要求，则应申请我们的“学
术英语课程”。
更多信息请见第18页。

商务统计方法（10学分）
经济学原理（20学分）

2个学位课程供你选择升读。在线了解更多：www.intostudy.com/queens/IYOA

工程学 – IYOE

	
众多工程学专业可供你选择升读。

	
通过实验室工作获取实操经验，向拥有博士学位的专业教
师学习。

我将学习什么？

你将需要从以下课程单元中修满120学分，以顺利完成你的衔接课程的学习：

为升读英国女王大学学位课程
做好准备：

前200位

化学工程专业
世界排名

（2019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前10位

会计与金融专业
全英排名
（2020年完全大学指南）

94%

金融专业
学生满意度

核心课程单元

8个专业课程单元覆盖：

工程数学 1（10学分）

电子与电气工程和机械工程

英语语言与学习技巧（20学分）
工程数学 2（10学分）

航天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

39个学位课程供你选择升读。在线了解更多：www.intostudy.com/queens/IYOE

管理学与金融 – IYOMF

学习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当前经济事务。

	
培养在商业报告、陈述演讲和数据分析方面的关键技能。

我将学习什么？

你将需要从以下课程单元中修满120学分，以顺利完成你的衔接课程的学习：
核心课程单元

专业课程单元

商务统计方法（10学分）

金融数学（20学分）

英语语言与学习技巧（20学分）
经济学原理（20学分）

财务管理与会计概论（20学分）

金融机构与市场（20学分）
价格理论（10学分）

管理与组织：理论与实践（20学分）
商业环境（20学分）
市场营销（10学分）

5个学位课程供你选择升读。在线了解更多：www.intostudy.com/queens/IYOMF

（2019年英国国家学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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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英国女王大学中心 2020-2021

国际大一课程

英国女王大学开设40多个国际大一课程升学学位课程供你选择。了解关于衔接课程的更多详情，请见第14页。
学位课程

衔接课程

会计 BSc（荣誉）

IYOA

经济学与会计 BSc（荣誉）

IYOA

会计方向国际大一课程

工程学方向国际大一课程

航天工程 BEng（荣誉）*†

IYOE

土木工程 BEng（荣誉）*†

IYOE

化学工程 BEng（荣誉）*†

IYOE

计算机科学 BEng（荣誉）*†

IYOE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 BSc（荣誉）

IYOE

环境与土木工程 BEng（荣誉）*†

IYOE

电气与电子工程 BEng（荣誉）*†
机械工程 BEng（荣誉）*†

产品设计工程 BEng（荣誉）*

软件与电子系统工程 BEng（荣誉）*
软件工程 BEng（荣誉）*†

IYOE

IYOE
IYOE
IYOE
IYOE

结构工程 MEng（荣誉）

IYOE

企业经济学 BSc（荣誉）

IYOMF

商务管理及实习 BSc（荣誉）

IYOMF

经济学 BSc（荣誉）

IYOMF

经济学及金融 BSc（荣誉）

IYOMF

金融 BSc（荣誉）

IYOMF

管理学与金融方向国际大一课程

特殊要求

英语水平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平均成绩50%。商务统计方法、财务会计概 B且各单项最低D
论、管理会计概论和法律研究概论与基本合同法最低成绩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平均成绩50%。商务统计方法、财务会计概 B且各单项最低D
论、管理会计概论和法律研究概论与基本合同法最低成绩50%
成绩良好（最低平均成绩60%）且所有10个课程单元成绩及格

C且各单项最低D

成绩良好（最低平均成绩60%）且所有10个课程单元成绩及格

C且各单项最低D

成绩良好（最低平均成绩60%）且所有10个课程单元成绩及格

C且各单项最低D

成绩良好（最低平均成绩60%）且所有10个课程单元成绩及格

C且各单项最低D

成绩良好（最低平均成绩60%）且所有10个课程单元成绩及格

C且各单项最低D

成绩良好（最低平均成绩60%）且所有10个课程单元成绩及格

成绩优秀（最低平均成绩70%）且所有10个课程单元成绩及格
成绩良好（最低平均成绩60%）且所有10个课程单元成绩及格
成绩良好（最低平均成绩60%）且所有10个课程单元成绩及格
成绩良好（最低平均成绩60%）且所有10个课程单元成绩及格
成绩良好（最低平均成绩60%）且所有10个课程单元成绩及格

成绩优秀（最低平均成绩70%）且所有10个课程单元成绩及格

C且各单项最低D

C且各单项最低D
C且各单项最低D
C且各单项最低D
C且各单项最低D
C且各单项最低D
C且各单项最低D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平均成绩50%。管理与组织：理论与实践、经 B且各单项最低D
济学原理和商业环境最低成绩50%，且所有其他课程单元成绩及
格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平均成绩50%。管理与组织：理论与实践、经 B且各单项最低D
济学原理和商业环境最低成绩50%，且所有其他课程单元成绩及
格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平均成绩50%。经济学原理、金融机构与市场 B且各单项最低D
和金融数学最低成绩50%，且所有其他课程单元成绩及格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平均成绩50%。经济学原理、金融机构与市场 B且各单项最低D
和金融数学最低成绩50%，且所有其他课程单元成绩及格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平均成绩50%。金融机构与市场最低成绩55%、 B且各单项最低D
经济学原理和金融数学50%，且所有其他课程单元成绩及格

请注意，在本手册交付印刷之时，英语水平和学术升学要求信息均准确无误。

在某些情况下，该等要求在一年中或发生变化，获取最新信息请访问：www.intostudy.com/queens

 本学位课程亦提供含实习的课程学习方案。

本硕连读课程的升学要求可能更高，包括英语水平和最终成绩。
* 开设硕士学位课程

† 亦开设国际大一与本科学位综合课程

关于所有学术衔接课程、可选学位课程和升学要求的完整信息，
请访问：www.intostudy.com/queens/courses

“INTO在帮助你夯实语言基础的同时，还教授必
要的专业课程知识。QUB是世界排名领先的大学，
这让我在未来就业时更具竞争力。”
Mao（中国）

完成管理学与金融方向国际大一课程学习

并升读英国女王大学商务管理专业（BSc 荣誉）

www.intostudy.com/queens/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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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读英国女王大学
研究生学位课程
开学日期

3学期：九月或一月
4学期：六月或九月

英语语言入学要求*

3学期：IELTS 5.5（所有单项最低5.5）或同等水平

4学期：IELTS 5.0（所有单项最低5.0）或同等水平

请注意，除UKVI IELTS之外，INTO亦接受其他英
语语言成绩资格。详情请访问：www.intostudy.
com/selt-alternatives

年龄要求

硕士文凭课程
金融 – GDF

研究现实世界中的国际商业案例。

	
参加QUB的嘉宾讲座，了解本学科的前沿动态。
我将学习什么？

你将需要学习120学分的以下课程单元，以顺利完成你的衔接课程的学习：
财务管理会计（20学分）

英语语言学习技巧（40学分）
金融与经济战略（20学分）

金融计量经济学（20学分）

金融市场理论与投资分析（20学分）

16周岁及以上
* 如果你未达到最低英语语言要求，则应申请我们的“
学术英语课程”。更多信息请见第18页。

6个学位课程供你选择升读。在线了解更多：www.intostudy.com/queens/GDF

管理学 – GDM

对全球企业的商业实践进行分析和解读。

	
通过互动性实地考察，继续在课堂之外开展学习。
我将学习什么？

为升读英国女王大学学位课程
做好准备：

前10位

你将需要学习120学分的以下课程单元，以顺利完成你的衔接课程的学习：
国际环境下的商业（20学分）

商务管理：环境、理论与实践（20学分）

实证调查与批判性思考（20学分）
英语语言学习技巧（40学分）
文化探索（20学分）

会计与金融专业
全英排名

19个学位课程供你选择升读。在线了解更多：www.intostudy.com/queens/GDM

大学指南）

	
升读众多研究生学位课程，如法律、教育、领导、艺术管理和笔

（2019年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优秀

前150位

法律专业世界排名
（2019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前200位

政治学与国际研究专业
世界排名

社会科学 – GDSS

译／口译。

	
参加大学嘉宾讲座，了解社会科学专业的最新发展。
我将学习什么？

你将需要学习120学分的以下课程单元，以顺利完成你的衔接课程的学习：
实证调查与批判性思考（20学分）
英语语言学习技巧（40学分）
文化探索（20学分）

社会科学基础（20学分）
研究设计（20学分）

16个学位课程供你选择升读。在线了解更多：www.intostudy.com/queens/GDSS

（2019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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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英国女王大学中心 2020-2021

硕士文凭课程

英国女王大学开设25个硕士文凭课程升学学位课程供你选择。了解关于衔接课程的更多详情，请见第16页。
学位课程

衔接课程

特殊要求

英语水平

会计与金融 MSc

GDF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商务分析 MSc

GDF

施工与项目管理 MSc

GDF或GDM

经济学 MSc

GDF

金融方向硕士文凭课程
工商管理 MBA

GDF或GDM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申请者 B且各单项最低D
必须还拥有至少5年毕业后相关工作经验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申请者 B且各单项最低D
必须学习过以下课程单元且成绩优良：统计学、数学、金融、经济学
或微积分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金融 MSc

GDF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艺术管理 MA

GDM或GDSS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工商管理 MBA

GDF或GDM

管理学方向硕士文凭课程
孤独症谱系障碍 MSc

GDM

儿童权利 MSc

GDM或GDSS

人力资源管理 MSc

GDM

施工与项目管理 MSc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 LLM
教育领导 MSc

人权与刑事司法 LLM
人权法 LLM

全纳与特殊需要教育 MEd
国际商务 MSc

社会科学方向硕士文凭课程

GDF或GDM

GDM或GDSS
GDM或GDSS
GDM或GDSS
GDM或GDSS
GDM或GDSS
GDM或GDSS

艺术管理 MA

GDM或GDSS

冲突转变与社会正义 MA

GDSS

儿童权利 MSc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 LLM
教育领导 MSc
电影 MA
历史 MA

人权与刑事司法 LLM
人权法 LLM

全纳与特殊需要教育 MEd
国际商务 MSc

GDM或GDSS

GDM或GDSS
GDM或GDSS
GDSS
GDSS
GDM或GDSS
GDM或GDSS
GDM或GDSS
GDM或GDSS

国际商法 LLM

GDM或GDSS

口译 MA

GDSS

国际关系 MA
法律 LLM

管理学 MSc

GDSS

GDSS
GDM

市场营销 MSc

GDM

心理科学 MSc

GDM

政治学 MA

风险与投资管理 MSc
笔译 MA

暴力恐怖主义与安全 MA
青少年司法 MSc

法律硕士学位课程 MLAW

GDSS

GDF
GDSS
GDSS
GDSS
GDSS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申请者 B且各单项最低D
必须还拥有至少5年毕业后相关工作经验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学术课程单元总体成绩60%且任何课程单元成绩不低于50%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B且各单项最低D

 
本学位课程亦提供含实习的课程学习方案。
请注意，在本手册交付印刷之时，英语水平和学术升学要求信息均准确无误。

在某些情况下，该等要求在一年中或发生变化，获取最新信息请访问：www.intostudy.com/queens

关于所有学术衔接课程、可选学位课程和升学要求的完整信息，
请访问：www.intostudy.com/queens/courses

www.intostudy.com/queens/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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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课程
提高你的英语语言技巧，为未
来的学术学习做好准备
开学日期

16周：八月
1-4学期：九月、一月、三月或六月

英语语言入学要求
IELTS 3.0起或同等水平*

年龄要求

16周岁及以上

班级规模和课时

每班一般16名学生
每周30学时，含25面授学时

将你的英语语言技巧提高到所
选学位课程要求的水平
开学日期

六月、七月或八月

英语语言入学要求
IELTS 5.0起或同等水平*

年龄要求

17周岁及以上

课时

学术英语课程

	
面向需要提高雅思成绩以升读大学的学生。本强化课
程将能快速提升你的雅思成绩，每学期最高可增加一
分。

课程特点

• 通过面对面教学和在线学习，你将学习如
何有效地用英语进行交流，并提高你的阅

• INTO英语语言评估（IELA）是与语言评估

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剑桥英语”合作开发

读、写作、口语和听力技巧。

完成的，可以为你整个学习期间的所有四
项核心语言技能提供标准化的在线评估。

• 多样化的社交实践项目和有效的专业课

你可以将IELA作为一种额外评估形式，并

程，将帮助你培养未来学习所需的语言流
畅性和自信心。

可在众多高等教育机构中进行选择。

• 在 课 外 访 问 I NTO 的 互 动 在 线 学 习 平 台
MyINTO，练习你的英语语言技能、完成任
务并与同学交流。

学位预备英语课程

	
面 向已达到学术资格要求且持有英国女王大学录取通知
书、但需要将其英语语言技能提升到学习其学位课程所要
求的水平的学生。
课程特点

• 通过在4周课程期间，学习针对大学学习要

求而专门设计的英语语言和学习技巧，为
你的学位课程学习做好准备。

• 与即将在大学学习相同或类似专业科目的
同学们一起向经验丰富的老师们学习。

• 学习与你的学位相关的学术词汇，并通过
就不同的学术兴趣领域进行陈述演讲来练
习此类专业术语。

• 习惯在英国生活和学习，并适应英国高等
教育体系的风格、挑战和期望。

平均每周20课时
* 取决于课程长度和升读课程的要求。

INTO QUB中心的所有英语语言课程均获得
英国文化委员会认证。

18

INTO英国女王大学中心 2020-2021

在世界一流大学的
可负担教育

申请英国女王大学丰厚的国际奖学金，你将最高可以节
省5,000英镑的学费。

在INTO英国女王大学中心，我们为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
最高2,000英镑的衔接课程奖学金。在你成功升读QUB
学位课程之后，你还将保证获得2,500-3,000英镑奖学
金，用以抵扣学费。
除了为国际学生提供高额的奖学金之外，QUB还坐落于全英
学生生活成本最低的贝尔法斯特市。

北爱尔兰拥有全英
最低学生生活成本
（2018年 Which?University）

贝尔法斯特拥有全英
最低学生月租金
（2019年RBS学生生活指数）

了解关于我们的奖学金和如何申请
的完整信息，请访问：
www.intostudy.com/
queens/scholarships

“自从获得INTO奖学金
之后，我增加了继续
完成学业的自信和动
力。”
Aimee（越南）

“获得奖学金增强了
我的信心，激励我在
未来做得更好。”
Faisal（孟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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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学条款的适用

（统称“入学条款”），对INTO Queen’s LLP（一家

b. 学生应知悉可能存在其他与其课程相关且由其支

任何其他学术课程或INTO课程（下称“课程”）录取

见：www.intostudy.com。可能需要支付的其他费

付的费用。其他课程相关应付费用的详情，请

须事先就此与INTO中心协商一致。英语语言教学
费用可从INTO中心获悉并将提前开具发票并由学

（下称“申请表”）之前，你应确保已仔细阅读

生支付。其他科目一对一教学或可提供且费用不

本入学条款。

等。学生应事先与INTO中心学术负责人沟通，以

本入学条款将适用以下解释规定：

和／或适当的课程资料（下称“资料”）。INTO

ii. 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对一种性别的指称应包括

将在发票上注明资料费用项，且此费用连同其他

对其他性别的指称。

费用一起应在付款到期日之前结付。资料费用根

iii. 任何文后跟有“包括、尤其是、例如”或任何

据所学具体课程将有所不同，资料的应付款额应

类似表达的，应按说明意图解释且不应对此类表

为发票上的规定金额。

达的前文词语、描述、定义、短语或术语的意义

iii. 实验室／工作室／讲习班费用——注册入读课程

构成限制。

之后的14日内支付到位。第三方代表学生支付款
项的，INTO将不能直接向学生进行退款，即任何
退款将直接退还给原付款的第三方。

b. 对于使用借记卡或信用卡支付的所有费用，（退
款）将被退回至用于付款的原卡。如果原付款是
使用外币，则退款将按照原付款时所使用的汇率
退还给原付款人。如果退款涉及付款人支付的多
c.

将在发票上注明此费用项，且此费用连同其他费

v. 对法定条款的指称应包括时不时在本法定条款下

用一起应在付款到期日之前结付。

制定的所有从属法规。

iv. 注册费——部分课程可能会收取注册费。INTO将

d. 国际大学预科课程、硕士文凭课程和国际大一课

在发票上注明此费用项，且此费用连同其他费用

程由INTO中心开授并获得英国女王大学认证。针

一起应在付款到期日之前结付。

对国际大学预科课程、硕士文凭课程和国际大一

v. 杂费——可能有其他与课程相关且需要学生支付

课程的所有证书均由英国女王大学颁发。

的杂费，例如作为课程学习的一部分，学生需要

2. 申请课程和确认接受录取

参加实地考察并由此产生的费用。杂费根据所学

a. 为申请课程的学习名额，你应填写申请表并按照
c.

具体课程将有所不同。

发票中列示的所有费用均必须在付款到期日之前

仅费用部分可予退款；任何相关手续费或信用卡
费用不可退款。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退款亦将产
生手续费和信用卡费。

款人帐户。如果原付款是以外币支付，则退款将
使用英镑。退款时必须出示显示账户付款信息的
付款证明，如收据或银行对账单。否则，可能导

支付实验室、讲习班或工作室设施使用费。INTO

展或重新制定的同等条款的指称。

笔款项，则退款或需通过多次交易完成。

d. 所有通过银行转帐支付的费用将仅可退还至原付

且需要使用实验室、讲习班或工作室的学生，应

iv. 对法定条款的指称应是对其时不时予以修订、扩

申请表上的说明提交至INTO招生办公室。

等款项的原付款个人或组织单位。退款将在获批

ii. 教材——对于注册入读的学生，我们将提供教材

义，反之亦然。

项，INTO将不接受以现金形式支付且总额超过500

a. INTO收到的任何付款的退款，将仅退还给支付该

确认能否提供所需的教学模式和相应费用。

i. 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单数词形应包括复数含

在 与 学 生 的 合 同 期 间，对 于 发 票 上 所 列 示 之 款
英镑的付款。
费用的任何退款均不使用现金支付。

i. 一对一教学——要求一对一教学的任何学生，必

b. 因此，在签署并向INTO中心提交课程的录取申请

均必须事先取得INTO中心负责人的书面同意。

4. 退款

用，包括但不限于：

适用的合同条款进行了规定。

致退款延迟或失败。

e. INTO的完整“退款与补偿”政策，请见：https://
w w w . i n t o g l o b a l . co m / m e d i a / 4 9 0 0 7 1 / i n t o compensation-and-refund-policy.pdf。

5. 逾期费用

a. 当费用在付款到期日之后尚未付清时，自付款
到期日起至INTO收到全部费用期间，我们将按照

HSBC Bank Plc基本月息上浮2.5%对任何欠款计收利
息。

b. 如果费用出现逾期，则INTO保留中止或取消教学

的权利。此外，如果学生在其课程结束时仍存在

INTO决定接受你的申请表，INTO将向你签发一份书

全额结付。付款必须使用英镑或INTO在线学生支

满足的和录取所依据的任何条件（下称“录取通

卡或INTOPay上所支持的任何其他付款方式。在特

c.

获得INTO的事先书面批准。

6. 更改学习录取确认函（“CAS”）

b. INTO有权自行决定接受或拒绝你的申请表。如果

适用币种，且必须使用银行转账、信用卡或借记

知书”），以及一份如果你希望接受录取则必须
填写的接受入学表（下称“接受入学表”）。
为接受录取，你必须：

i. 填写并返回接受入学表，以确认接受录取通知书

殊情况下，亦可使用支票或银行汇票付款，但应
d. 向INTO付款应使用INTOPay，该平台提供多种付款
方式选择。使用INTOPay的具体说明请见发票。

上所指定的名额（已填妥的接受入学表的返回地

	• 学费首付款（下称“学费首付款”）；和

• 住宿费首付款（下称“住宿首付款”）；

e. 对于通过INTOPay进行的付款，资金均将首先用于扣

付任何适用的手续费和／或附加费，剩余资金随后

再用于支付学生账户中的相关待付款项。
任何差额

（统称“首付款”）。

将显示计入学生账户，以便INTO收到全额付款。在

首付款详细信息请见录取通知书并将从课程学费
和住宿费中扣除；以及

iii. 支付录取通知书中所规定的Uniplan保险费（若适

用，下称“保险费”），或提供INTO可接受的替

代保险的办理证明。

d. 在完成上述2c款所列示的行动之后，学生和INTO
之间的合同关系即告确立，并直至你所注册入读

的课程结束且你收到所有学习成绩（包括补考）或
者你根据本入学条款取消课程或退出课程方告终
止。但是，如果录取是“有条件的”，即学生必须达

到某些标准（详见录取通知书上的规定），则合同
关系仅在学生达到该等条件并完成上述2c款所列

示的行动之后方可生效。

3. 课程费用和付款

a. 学生应付费用细目（下称“费用”）请见录取通知
书中随附的“形式发票”（下称“发票”）。发
票尾款，即扣除首付款和保险费（若适用）之后的

f.

法律允许范围内或收取信用卡和借记卡手续费用。

银行转账可以使用英镑或INTOPay上支持的任何其
他适用币种。当付款人在INTOPay上选定将使用的

付款方式和币种时，（付款页面）将提供付款所
适用的汇率信息。INTO对此汇率将在五个英国工

作日内予以担保。在五个英国工作日结束之后，
付款人应按照实际汇款日期当日的适用汇率支付
费用。如果因此而导致向INTO的付款产生任何差

额，这将转计入学生账户，从而确保INTO收到全

额付款。英国工作日不包括周六、周日、银行假
日或英国的公共假日。

g. 为接受录取而必须支付的学费首付款、住宿首付
款和保险费（详见第2c款）均不可退款，除非

（i）学生未能满足签证要求（在此情况下学生应
向INTO提供一份正式的拒签信，详见下文第10款

之规定）或（ii）学生未能满足录取条件（详见下
文第11款之规定）。

在INTO根据第5b款之规定中止或取消教学的情况
下，学生仍应支付费用。
内签发CAS，前提是：

i. 除了取得有效签证之外，学生的录取通知书是无

率。不同付款方式项下的应付全款金额，可在付
款流程期间通过INTOPay查看。

或奖励的权利。

a. INTO将在学生第一门课程开课日期的前六个月之

如果学生选择使用本国货币付款，将适用外币汇

址信息请见录取通知书）；

ii. 支付首付款：

学费欠款，则INTO保留扣留其任何学术证书和／

付平台（下称“INTOPay”）上所支持的任何其他

面形式的课程名额录取通知书，其将包括你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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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变更，则INTO保留相应变更应付费用金额的权利。

申请表的任何人士（下称“学生”或“你”）之间所

c.

结付完毕。一旦你确认入读你的课程，课程期间的

Place, Brighton, BN1 4AA，下称“INTO中心”、
“INTO”

或“我们”）和向INTO中心提交英语语言课程和／或

c.

h. 任何有别于本款所规定的标准支付条款的操作，

课程费用金额将予以确定。如果你的学习计划发生

在 英 国 注 册的有限 责 任 合 伙 企 业，公司注 册 编

号：OC323693，注册办公所在地：One, Gloucester

应付款总额，必须在课程开课日期（详见录取通知

书）的至少六周之前（下称“付款到期日”）向INTO

a. 本入学条款与任何录取通知书中所含之条款一起

条件的；以及

ii. 学生已经按照发票上的规定支付所有费用。

b. 在签发CAS之前，INTO将与学生确认将被纳入

CAS的信息均准确无误。一旦学生确认信息无

c.

误，INTO将向英国内政部提交该等信息。

如果学生在INTO向英国内政部提交详细信息之后

请求对CAS上的信息作出任何变更，即意味着需要
签发一份新的CAS（在进行后续付款之后对“迄今

已付费用”信息进行更新的除外）
，则每次学生应按
照内政部其时直接规定的通行费率支付相关费用。

7. 取消

a. 根据下文第8和9款之规定，如果学生在开课之前

希望取消其课程的学习名额，除非是因为签证被
拒和／或未达到其录取通知书上的学术和／或英
语语言条件，否则分别根据第10和11款之规定，
将产生并向学生收取以下费用：
学费取消费用：

i. 课程开课日期之前四（4）周或更早：取消费
用为500.00英镑；以及

ii. 课程开课日期之前四（4）周之内：取消费用
为1,000.00英镑。

INTO英国女王大学中心 2020–2021

到学生的取消通知起30天之内，使用相同付款方

课程开课后取消：

i. 如果学生在课程开课日期后六（6）周之内取

消课程，则取消费用为相应学期的整个学期的学
费；以及

ii. 如果学生在课程开课日期后六（6）周之后取

消课程，则取消费用为相应学期的整个学期的学

的所有相关文件资料均符合UKVI要求。INTO将就

UKVI要求向学生提供建议，但是提交UKVI合规文
件资料的学生的单方责任。

ii. 课程开课日期之前四（4）周之内：取消费用

INTO并向INTO提供签证被拒的证明，或（ii）通知

推迟课程，但前提是（i）学生应以书面形式通知

为1,000.00英镑；以及

INTO其尚未收到签证。在（i）和（ii）两种情况

下，学生必须尽早通知INTO，无论何种情况均不

iii. 课程开课日期之后取消：取消费用为学生应付

得晚于学生申请入读的课程的开课日期之后两周

住宿费用的全部尾款。

（英语语言课程为开课后一周）。如果INTO中心

（统称“取消费用”）

合理认为学生存在较高的拒签风险，则其有权酌

b. 取 消 必 须 以 书 面 形 式 向 I NTO 入 学 办 公 室 （ 地
出，或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到：UKadmissions@
intoglobal.com。取消将自INTO根据第37款之规定收
c.

到书面通知的当日起生效。

取消费用将从取消之时学生已支付的首付款和／
或任何费用中扣除。如果学生尚未支付首付款
和／或费用，INTO将向学生开具取消费用的发
票。取消费用应在该发票日期起30天之内结付。

d. 取消课程将导致同时取消任何Uniplan保险。
取消之时，INTO将退还保险费，但扣除：

a）学生在承保期间已产生的保险费用；除非你已

有过出行、提出过理赔或发生可能产生保险理
赔的事件，在此情况下将无退款；以及

b）25英镑行政管理费。

（统称“Uniplan保险取消费”）

e. 为避免疑义，如果在课程开课日期之后取消，按

照第3b款之规定，与课程相关的其他费用将不予
退款。

8. 提前离开课程（“退课”）

a. 如果你在课程开课之后希望退出课程，则你必须
根据第7b款之规定以书面形式通知INTO。如果退
课，则你将产生取消费用（详见第7a款）。任何

对学生的欠款将在根据第4款之规定扣除取消费用
之后予以退款。

b. 如果退课，你将无权上课、进入课堂或参加小组
研讨课，或是使用INTO中心设施或服务、提交评

估、参加考试，或是继续在英国女王大学进行学
习。你将不再是英国女王大学学生会的成员，因
此也将不能加入与大学学生会相关的任何学生俱
乐部、社团或其他活动。

9. 通过远程通讯缔结的合同

a. 如果INTO发出课程名额录取通知书和学生接受该

等录取通知书均仅是通过远程通讯的方式完成，
即如果截止合同订立的时间点，学生与INTO或INTO

代表之间尚无面对面的接触，则你与INTO中心之
间的合同应视为一份“远程合同”。

b. 学生有权在其与INTO中心合同关系确立日期后14
天之内（即第2d款所规定日期后14天之内）取消

c.

远程合同。

为取消远程合同，学生必须在上述第9b款
所 规 定 的 期 限 之 内 以 书 面 形 式 通 知 I NTO （ 地
址：INTO Admissions Office, One Gloucester Place,

Brighton, East Sussex, BN1 4AA）或发送电子邮件

到：UKadmissions@intoglobal.com。在向INTO作出

通知时，学生应使用“课程单元取消表”（请访
问：www.intostudy.com/queens/terms）。

d. 如果在第9c款所规定的取消日期之前学生已向

INTO支付远程合同项下的任何费用，则INTO将自收

www.intostudy.com/queens/terms

到：UKadmissions@intoglobal.com。如果INTO在此

日期之后收到请求，则将按照第7款之规定收取取

（UKVI）要求（下称“UKVI要求”）并确保提交

b. 学生有权因签证被拒／或没有收到签证而取消或

址：One Gloucester Place, Brighton, BN1 4AA）作

Place, Brighton, BN1 4AA），或者发送电子邮件

a. 学 生 有 责 任 阅 览 最 新 的 英 国 签 证 与 移 民 署

i. 课程开课日期之前四（4）周或更早：取消费

用为500.00英镑；

室（地址：INTO Admissions Office, One Gloucester

10. 因签证拒签／签证延迟而取消或推迟

费加上后续学期的全部学费。
住宿费取消费用：

的至少六（6）周之前将请求送达INTO入学办公

式尽快全额退款。

c.

情决定是否允许学生推迟其课程。

在上述第10b款所述情况下将不会产生取消费用

（根据上述第7d款而适用的Uniplan保险取消费除
外），但前提是学生遵守第10b款所规定的通知要
求，已支付的首付款和／或任何费用将相应地予

以退款。学生未能在第10b款所规定的时间期限
内提供相关信息的，将导致产生第7款所规定的
取消费用。

c.

f.

学生的合同关系确立之日不可预见的所有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因服从任何内部或外部调查而导致
INTO产生的任何费用。

e. 在部分情况下，INTO将需要联系英国内政部，明

确未 决 签证申请和既往 入境记录相关的详细信
息。任何就你的个人信息而与UKVI进行的联络和

分享，将按照《一般数据保护条例（2016/679）》

和《数据保护法案（2018年）》的相关规定进行。

之规定。

第11款之规定。

13. 学术标准和考勤

a. 学生被接受入读课程是严格基于这样一个共识，
即通过课程升学和成功修完课程是以良好的出

勤率和成功达到所学课程规定的升学成绩为条件
的。

b. 学生被接受入读课程是严格基于这样一个共识，
即学生应出勤所有课程。通过在接受入学表上签
字，学生即表示同意，如果无任何合理原因或者
未经INTO批准而缺勤，则其将可能被视为退课或

被要求退出课程。如果学生持有的是Tier 4签证，
c.

付款和任何费用（扣除Uniplan保险取消费）将

的具体标准。学生学业成绩评估将考核以下项
课堂努力程度及课后作业。

任何其他成绩标准的，将不能继续其原定学习计
划。在此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学生选择其他合适
的替代性学习方案。

e. 对于从英语语言课程升读计划学习课程的学生而
言，如果未达到升学成绩标准或被INTO认定在达

到升学成绩标准方面存在较大风险，则我们会就
替代性学习计划向学生提供建议，这可能包括继
续学习英语语言课程。在某些情况下，替代性学
习计划或涉及更长的学习时间和学费与住宿费的

a. 如果INTO录取学生是以其达到录取通知书上所规

权力撤销录取，则学生将无需支付取消费用，首

在课程导入阶段，所有学生将明确成功修完课程

d. 学生未能达到顺利完成学业所规定的学术和/或

11. 因未达到录取条件而取消

b. 如果学生未满足录取通知书上的条件且INTO行使

则INTO中心还需向英国内政部报告相关情况。

目，包括课程作业、中心内部测试结果、考勤、

考“INTO隐私政策”。

完全满足时撤销录取行为的权利。

学生住宿将需重新预订并取决于供应情况。

h. 如果推迟课程是因为未达到录取条件，则应适用

关于INTO如何处理你的个人信息的更多细节，请参

定的要求为条件，则INTO保留在该等条件未得到

按照第6c款之规定支付新CAS的相应费用。

g. 如果推迟课程是因为签证被拒，则应适用第10款

定将不再适用且学生应承担首付款和保险费的等
所有索赔、赔偿金、损失及费用，包括在INTO与

之时可供其选择的新的课程开课日期。

e. 如果因推迟请求成功而需要签发新CAS，则学生应

生知情）任何形式的欺诈行为，则第10c款之规
担因该等欺诈行为或故意不作为而给INTO造成的

所有推迟请求取决于在INTO收到学生的推迟申请

d. 任何推迟请求均将由INTO完全自行酌情决定。

d. 如果拒签是归咎于学生一方（代表学生本人或学
额违约责任（即不可退款）。此外，学生还应承

消费用和Uniplan保险取消费用。

额外费用。因修改学习计划而产生的任何额外的
应付费用将通知学生并由学生自行支付。

14. 英语语言录取标准

a. 录取学生入读英语语言课程和学术课程，是基于
学生所提供的表明其达到录取标准的学术证明材
料。然而，如果学生抵校后参加的语言测试和评

退款到学生，但前提是学生尽早以书面形式通知
INTO并发送其位达到录取条件的相关证明，并且

估结果有证据表明该生的实际英语水平远远低于

（4）周，或者学生考试成绩公布日期后的次日

平，则该生将被正式告知测试结果以及他们可以

此前声称的以及其指定课程或签证入境要求的水

在任何情况下不应晚于课程开课日期之前至少四
（若晚于通知的四周提前期）。如果学生未在本

作出的选择。

款所规定的时间期限之内通知INTO，则将导致产

b. 如果英语语言水平低于签证入境所要求的水平，则

款之规定将通知单发送至INTO招生办公室：One

c.

至：UKadmissions@intoglobal.com。

15. 在校表现、福利和考勤

生第7款所规定的取消费用。学生必须按照第11b

Gloucester Place, Brighton, BN1 4AA，或者发邮件
12. 延迟入学

a. 根据第10b款之规定，学生因“外部原因”而不能

开始其课程学习的，可最多两次推迟开始课程的

INTO将通知英国内政部且学生的签证或被撤销。

如果需要一个替代性学习计划，则可能涉及第13e
款所规定的额外学习时间和费用开支。

a. 通过签署接受入学表，学生即同意INTO从任何大
学、学校、服务机构或中心处请求和取得关于学生
的行为表现、福利和考勤方面的任何相关信息。

学习。“外部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学生本人

b. 通过签署接受入学表，学生即同意遵守“INTO英

b. 学生必须确保（i）任何推迟请求均附有充分的

在入学培训期间提供的“纪律与考勤政策”。学

或一名近亲家庭成员罹患严重疾病或受重伤。

原因解释、以书面形式呈交并且包括学生期望的

新的课程开课日期信息；（ii）在课程开课日期

国女王大学中心纪律与考勤政策”。学生应参阅

生将在英国女王大学注册，并因此应遵守英国女
王大学的适用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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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通过签署接受入学表，学生即同意遵守“INTO中

其家长和／或监护人——学生未满18周岁）希望延

的学生乘客或学生事先同意（并以书面形式通知

大学条例。学生严重违反INTO和／或大学管理条

定亦构成学生支付延长住宿期间产生的相应住宿

b. 陪同乘客的其他家庭成员或陪护人员将被收取额

长其宿舍的入住时间以进行补考，则该等补考决

心行为准则”
（见于“INTO学生手册”）和相关的

例的，INTO中心和大学或予以开除。如果学生被

费用的承诺。这将取决于是否能够提供住宿。

INTO中心和／或大学开除，则将适用第7款所规定

g. INTO建议学生为个人财物办理保险。对于存放

d. 学生在INTO中心注册入学之后，如果有福利和／

和／或损坏，INTO将不承担任何责任。INTO可根据

的取消费用和Uniplan保险取消费用（若适用）。

或教牧方面的问题或担忧，应首先查阅“INTO学
生手册”或者联系INTO中心的学生服务团队。

16. 上课时间和班级规模

a. 对于所有课程，通常将在周一至周五的8:00至19:00
之间上课（下称“正常课时”
）。
但是因为不可预见的

情况，可能会在正常课时以外时段上课，就此INTO
将提前合理足够的时间向学生发出通知。

在INTO宿舍内的学生个人财物的任何丢失、被盗
要求为学生提供保险申办的具体信息。

h. 为了避免疑义，学生应付住宿费用将涵盖录取通
a. 所有学生应支付500.00英镑的损坏与杂费押金（下

称“费用押金”），发票将在课程预订时开具并应
在付款到期日之前结付。在学生居住期间或离开之
其他费用且尚未向INTO中心结付，则在课程结束之

（如讲座、研讨课、实验室操作、实地考察）而

时将从费用押金中扣除该等费用并将余额退还给学

异。英语语言课堂规模最大将不超过18名学生。

之内将任何应退费用退还给学生。任何应退费用的

能出现在正常课时之外的时段和在主中心之外的
前合理且足够时间向学生作出通知，以尽量减少
任何带来的影响。

退款将根据第4款之规定进行。

b. 破损费——学生应承担其对INTO、INTO中心或第三

方所拥有或占有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宿舍／寄宿家
庭和／或其他房屋和／或设施及任何固定财产、配

17. 节假日

件、家具、设备或其他附属物）
（下称“财产”
）所造成

a. 在英国公共假日期间，INTO将不开设常规课程。

的任何损坏的赔偿。
住在宿舍内的学生在入住前和

b. 此期间未开展的课程，学费亦不予退还。

用赔偿的权利。
学生在相关财产内居住期间产生的

始其课程的学习。但是，INTO承认有时学生或因

或学生离开后需要进行维修和／或特殊清洁的任

为不可避免的原因而被延迟（如航班或其他交通

何损坏，将按照其时市价另外向学生收取。对于在

工具被取消或延误）。在特殊情况下，INTO中心

学生居住期间发现的任何损坏，将即刻开具发票并

将允许学术课程的学生在所公布的开课日期之后

c.

如果因为延迟抵校而需要签发新的CAS，则将产生

19. 住宿

a. 在申请表中，你应选择你的首选住宿类型。INTO

将努力按要求提供住宿，但保留提供替代住宿
类型的权利。对此，中心将根据官网（www.

intostudy.com/queens/accommodation）所公布的费

c.

类型安排，并且变更许可仅在特别情况下方可授
予。如果在未获得授权人士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
下，学生擅自变更其住宿安排或者离开INTO为其

一名年满21周岁的成年人同住的替代性住宿安排

提供的宿舍，则学生仍应承担自确认起直至中心

学生随同其录取通知书还将收到一份住宿条款副

费用。学生根据本条款作出的任何通知，应根据

负责人收到其住宿变更请求之日期间的全额住宿

的全部详尽信息以及监护服务的办理证明。

第37款之规定视为由INTO接收。

条款和条件。在收到学生已签署的接受入学表、

e. 在学生父母或监护人向INTO确认相关情况且表明

款以及你收到可提供所申请房型的确认信息之

学生方可搬入事先经过双方同意的替代性私人宿

不再要求INTO提供住宿的情况下，未满18周岁的
舍。这此情况下，将根据第7a款之规定收取住宿

d. INTO学生宿舍仅对注册入读全日制INTO课程的学生
开放。

e. 学生宿舍不对学生家属开放，除非其家属亦注册
入读INTO的全日制课程。

如果学生符合补考资格（下称“补考”），该等
补考的日期可能安排在课程学期时段之外。在这
种情况下，任何进行补考的决定，如果学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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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相应的全额住宿费用。

称“授权人士”）的书面许可时，不得变更住宿

后，住宿分配即告完成。

f.

对于住宿合同中所规定的任何通知期限，均将收

d. 未获得中心负责人或获得其授权的其他人士（下

审查的寄宿家庭，除非向INTO提供已安排学生与

录取通知书和发票上规定的适当住宿首付款的付

出行计划。

24. 计点积分制下Tier 4签证的备案职责

a. INTO有责任遵守UKVI的各项政策条例。学生应承

诺遵守任何UKVI规定的要求。该等要求包括但不

限于提供学生护照复印件、外国人身份证件或英
国入境身份文件、学生的英国联系方式、课堂出
勤记录或其他任何此类UKVI要求。

b. 根据Tier 4入境条例规定，担保人执照持有者必须
就以下情况向英国内政部报告：

i. 如果学生没有在注册期间注册课程；

ii. 如果担保人执照持有者因任何原因而不再是学生
的入境担保人，例如学生退课或转入入境类别而
不再需要一个经批准的教育提供者；

iii. 如果学生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例如学习课程长
度缩短；或

iv. 如果INTO怀疑学生可能违反与其Tier 4学生签证

11b款所分别规定的时间期限内通知INTO，否则希

b. 未满18周岁的学生应住在INTO学生宿舍或通过DBS

本，在其返回接受入学表时应表明同意该等住宿

a. INTO希望学生协助中心和／或大学实施其可持续

到其录取通知书中所规定的要求，并在第10b和
规定的住宿取消费用。

f.

取消费用。

两周的圣诞假期或无法向未满18周岁的学生提供
住宿。INTO中心可以协助安排替代性宿舍，但会
产生额外费用。

22. 机场接机

a. 机场接机可以按照网站上列示的费用进行预订（下
称“机场接机费”）。机场接机仅限于申请表上

境机场的接送机服务，除非家长向INTO提供证据
送其子女。

a. 学校宿舍／家庭寄宿——除非签证被拒或学生未达

b. 学生受其住宿合同条款的约束。

未满18周岁的学生必须使用在英国入境机场和离

23. 前往INTO中心

21. 学生抵达并搬入其宿舍时变更或取消住宿

望取消其住宿预订的学生，将应支付在第7a款所

点通知INTO，则仍应承担相应的机场接机费用。

表明其已做好妥善安排在英国入境和离境机场接

学生应当在开票日期后30日内支付此金额。

率收取相应的住宿费用。

c.

f.

押金，则INTO将就超出部分金额向学生开具发票。

第6c款所规定的相关费用。

d. 延迟抵校将无费用优惠或退款。

预定接机时间24小时之前。如果学生晚于该时间

用，将从费用押金中扣除。如果应付金额超过费用

所公布的开课日期之后最多延迟一（1）周抵校。
批准。

则必须尽早通知INTO且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晚于

要求立即结付。
学生离开之后发现的损坏的赔偿费

最多延迟两（2）周抵校，英语语言课程的学生在

b. 学位预备英语课程的学生不得延迟抵校。

务确认时向学生提供。

e. 如果学生因为不再需要机场接机而取消该服务，

任何财产的损坏或特殊清洁而向学生收取成本费

a. INTO希望所有学生抵校并在既定课程开课日期开

即刻通知INTO入学运营负责人以事先取得其书面

接机”，则学生必须通过拨打INTO紧急电话号码

通知INTO。INTO紧急电话号码将在预订机场接机服

退房离校前应签署一份物品清单。
INTO中心保留就

18. 抵校

学生一旦知晓无法在既定课程开课日期抵校，应

在抵达英国机场时接机者尚未到达而“错过机场

生。INTO中心将在自学生最后课程结束日期起60天

尽管考试通常将被安排在正常课时进行，但仍可

超过30分钟的，将收取额外费用。

费。如果学生因飞往英国的离境航班出现延误或

后的即行检查中，如果发现宿舍／寄宿家庭或房

屋和/或设施出现任何损坏、特殊保洁要求或产生

外的机场接机费。

机场接机费已包含30分钟的等候时间。等候时间

d. 中心仅会因“错过机场接机”而退还机场接机

20. 财产损坏与费用

形式。学术专业班级规模将根据具体授课方式

场地进行考试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INTO将提

c.

知书之规定时期，包括任何假期。

b. 课堂将采取课堂授课、研讨课、讲习课和讲座的

c.

INTO）与其共享机场接机服务的其他指定学生。

c.

许可相关的条件。

学生应注意其Tier 4学生签证的特殊要求。签证如
有备注，学生应前往警署登记备案并向INTO中心

学生服务团队提供相关备案证明。

d. 学生对阅览和确保其签证申请符合当前所有最新
的UKVI要求负责任。

25. 医疗救治和意外保险

a. 学生（或其父母／法定监护人——如果学生未满18

周岁）接受在INTO中心的学习名额，意味着学生（或
其父母／法定监护人——如果学生未满18周岁）：

i. 允许在必要时对学生实施急救和适当使用非处方
药；和

ii. 如学生未满18周岁，同意INTO在必要时向学生
推荐医疗、牙科治疗和眼科治疗。

b. 在英逗留期间所有学生均必须保持一份有效的综
合医疗和意外保险。如果学生选择不办理Uniplan
保险，则学生应在确认接受录取之时，提供INTO

可接受的替代保险的办理证明。否则，INTO保留

取消向学生提供课程入学名额的权利。在学生注
册入读INTO中心期间或之后，INTO亦有权要求学生
提供持续拥有保险的证明。

26. 未满18周岁的学生

a. 对于未满18周岁的学生，INTO强烈建议家长为其

指定一名英国监护人且监护人必须至少年满21周
岁。此外，未满18周岁的学生家长还必须遵守第
19b款之规定。

INTO英国女王大学中心 2020–2021

b. 如果家长自行指定监护人——监护人可以是在英国

的朋友、家庭成员或者提供监护人服务的机构——

c.

必须随同接受入学表向INTO提供该等监护安排证

c.

明和相关合同详情。

e. 申请入读大学本科或研究生课程的学生，将仅适

d. 学生未满18周岁的，在本入学条款中对学生责任

的任何提及，应亦意味着该学生父母或监护人的
责任，且该等责任属于连带责任，即意味着INTO

有权根据本入学条款向学生或其父母／监护人取

行为准则》进行课程营销。

用其申请的特定大学的相关入学条款和条件，而
非本入学条款。

30. 机会均等

a. INTO严肃对待你的个人信息的使用。了解关于INTO

中心如何使用和处理你的个人信息方面的详情，

请参阅INTO中心的隐私通告：www.intostudy.com/

失、损害赔偿、费用或开支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但该等损失或损害赔偿直接由INTO（或其员工或

b. INTO欢迎残疾学生申请入读我们的课程。
31. 全部协议

a. 本入学条款（与录取通知书中的条款一起）构成
INTO和学生之间的完整协议，并取代和终止双方

之间关于INTO向学生提供任何INTO课程的、书面或

口头形式的所有前期协议、承诺、保证、陈述和
谅解。

b. 如果学生希望依据本入学条款之外的条款，则学
生应以书面形式请求将该等特定条款加入到本入
学条款。在收到并考虑该等请求之后，INTO将以

书面形式确认是否接受学生添加条款到本入学条

或损害赔偿概不负责。如果是INTO违反本入学条
b. 如果该等损失或损害赔偿是直接由INTO（或其员
工或代表）所造成，根据以下规定INTO的责任限
于学生向INTO应付的全部费用的150%。

尽管本入学条款任何其他条款已有规定，但不应
排除或限制INTO由于其疏忽、欺诈的失实陈述或

者根据任何适用法律不仅限于此的其他任何情况
而造成死亡或人身伤害所承担的责任。

d. 因超出INTO合理控制范围的不可预见因素或情

况，而导致其无法或延迟提供根据本入学条款

所预期的课程和／或服务的，INTO不应对此承担

任何责任。该等因素或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员工疾
病、恶劣天气、火灾、政府或公共机构管制、流
行病、罢课或其他形式的劳工行动或恐怖袭击或
恐怖袭击的威胁。发生超出INTO合理控制范围的

不可预见之情况时，INTO将与学生联系，就课程

向其建议新的开课日期或复课日期，或者与学生
达成替代性行动方案。

29. 免责声明

a. 任何手册及其他版式的资料在出版之时已尽力确
保其内容准确无误。但是，有时可能会出现部分
信息在出版之后发生变化的情况。我们认为如果
有任何对学生留学所需的录取通知书产生重要影
响的变更，我们将以书面形式通知学生这些变

更。因此INTO强烈建议，在向INTO提交任何申请
或接受来自INTO的录取之前的一刻，学生应在INTO

Study网站查阅最新的课程说明和规范以及规章制
度：www.intostudy.com。

b. 因不可预见之情况或超出INTO控制范围之因素，

在INTO视为合理且必要的情况下，INTO或对课程或

服务内容、提供课程或服务的方式进行变更，或
中断课程和服务以及合并课程。该等变更可能是
由于（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i. 改善授课内容或方式；

ii. 响应政府或其他监管机构的变更或要求；
iii. 住宿规定的变更；

iv. 大学合作伙伴要求的变更；和
v. 第28d款所规定的情况。

银行服务提供商关于采取行动防止洗钱和恐怖融
资的指导方针。

款接收规程进行相应修改的权利，以确保其始终

或宗教信仰等原因而遭受不平等的待遇。

代表）造成的除外。INTO对任何不可预见的损失
款的明显后果，则损失为可以预见。

a. INTO遵守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和我们的

况、民族、肤色、国籍、种族出身、性取向或政治倾向

者不因年龄、残疾、妊娠与生育、性别、变性、婚姻状

queens/privacy。

对于学生在本入学条款项下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损

上午九点为标志。

38. 银行监管

b. INTO受关于从／向某些国家付款的国际银行限制

28. 责任

a. 根据以下条款，INTO（包括其员工和/或代表）

递送服务所记录的时间为标志；或

iii. 若使用电子邮件发送，则以传送之后下个工作日

a. INTO奉行机会均等的入学政策。
该政策将确保申请

得任何损失、逾期费用或任何其他费用的补偿。

27. INTO对学生信息的使用

送服务，则以邮寄之后第二个工作日上午九点或

款与补偿政策”。

利。
家长还必须填写一份医疗信息表。
该等表单将随
至INTO。
未返回上述表单的，或导致CAS不被签发。

ii. 若使用预付费一类邮件或其他次日（工作日）递

申请者和学生。了解更多详情，请参阅“INTO退
d. INTO根据英国广告标准管理局颁布的《英国广告

附到录取通知书且必须填妥并随同接受入学表返回

c.

变更，INTO将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早通知课程

未满18周岁学生的家长必须签署一份同意书，授权

指定的INTO职员在紧急状况下代表学生家长行使权

i. 若人工递送，则以在送货单上签字为标志；

就任何可能对学生的申请或课程造成影响的重大

c.

款。

学生和INTO均同意，对于本协议中未规定的任何
声明、陈述或保证，双方将无任何补救。

32. 入学条款的变更

a. INTO在必要时或对本入学条款进行变更，包括

对第29b款所定义之因素的响应。在该等情况

下，INTO将就本入学条款的任何重大变更提前合
理的时间向学生作出通知。

33. 入学条款的转让

a. INTO有权将其在本入学条款下的权利和义务转

让给INTO集团下的其他子公司机构。在此情况

下，INTO将确保学生在本入学条款下的权利不受
损害。

34. 条款分割

a. 本入学条款下的各段落章节均独立起效。若法院
认定本入学条款的任何一部分违法，其他章节的
完整效力不受影响。

35. 大学升学

a. 对于顺利修完INTO预科课程但是未达到在英国女

王大学后续学习升学标准的学生，如果已接受
INTO职员关于其大学申请的建议，但仍未获得与

其学术资历相宜的任一所英国大学课程的录取名
额，则INTO可自行决定对其已支付的所有费用予
以全额退款。

的约束。该等限制将定期修改，INTO保留对其付

c.

符合该等限制。

在INTO合理认为接收付款或存在违反上款规定的

风险时，INTO保留拒绝接收任何该等付款或学生
申请的权利。

d. 根据现行全球银行业务限制，INTO将不接受来自定
居于以下国家／地区的学生的申请：古巴、伊朗、叙
利亚、朝鲜和克里米亚半岛（下称“限制国家”）。

e. 我们的全球银行服务合作伙伴将阻止来自限制国
家的付款。在此情况下，付款将被按照收款行的
制裁政策予以处理，因此超出了INTO控制范围。

39. 第三方

a. 根据《合同（第三方权利）法1999》，无能够实
施本入学条款的第三方。

40. 学生保护计划

a. 根据第28、29和32款之规定，在极少数情况下

INTO可能无法按计划开授课程或课程下的部分教

学活动。对此，请参阅INTO的“学生保护计划”
了解更多详情。

41. 适用法律和司法管辖权

a. 本入学条款和由此产生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或
索赔（包括非合同争议或索赔），应适用英格兰
和威尔士法律并根据其进行解释。

b. 对于因本入学条款而产生的或者与之相关的任何
争议或索赔（包括非合同争议或索赔）的处理，
英格兰和威尔士法院应拥有惟一司法管辖权。

42. 非弃权

a. INTO中心推迟行使在本入学条款项下的任何权

利，不应视为放弃在后期行使该等权利。如果
INTO中心没有即刻要求你按照本入学条款之相关

规定采取行动，或者针对你的违约行为推迟采取
行动，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不遵守本入学条款或
者妨碍INTO中心在后期针对你（的违约行为）采

取行动。例如，如果你未在付款到期日之前支付
费用但是授课未被中止，INTO中心仍有权在后期
中止对你的授课。

b. 顺利修完INTO预科课程、国际大一或硕士文凭课

程并达到其所选择的英国女王大学学位课程具体
入学要求（包括英语语言水平）的学生，如果收
到有条件的录取通知书且达到录取通知书的条件
和英国女王大学的任何其他入学要求，将允许其
升读所选课程。

36. 投诉处理政策

a. 如果你对INTO进行投诉，我们的投诉处理政策请

见：http://www.intostudy.com/en-gb/Terms。对于学

术和非学术投诉的处理可能有单独的规程，学生
应自行熟悉投诉处理政策的详细内容。

37. 通知

a. 学生向INTO作出的与本入学条款相关的任何通
知，在以下情况方可视为已接收：

Notwithstanding any translation into any other language, English i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his agreement.

www.intostudy.com/queens/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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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与费用

取决于所选衔接课程和课程长度等因素，你的课程费用或有所不同。

以下是基于当前学年费率的部分INTO衔接课程入学费用的预测。具体费用信息，请访问：www.intostudy.com/queens/courses

预估入学费用（基于当前2019-2020学年）
学习长度

学费

学术课程

国际大学预科课程（2学期）

国际大学预科课程（3学期）

国际大学预科课程（4学期）

国际大一课程（3学期）
硕士文凭课程（3学期）

英语语言课程

住宿

教材费用

机场接机

保险

合计

£13,915

£3,815–£3,891

£820–£880

£45–£60

£196

£18,791–£18,942

£16,750–£17,300

£4,549–£5,661

£430–£830

£45–£60

£357

£22,131–£24,208

£21,335–£21,885

£7,200–£7,650

£510–£970

£45–£60

£466

£29,556–£31,031

£16,750

£4,549–£5,661

£540–£940

£45–£60

£357

£22,241–£23,768

£16,750

£4,549–£5,661

£430

£45–£60

£357

£22,131–£23,258

1学期*

£4,585

£1,500–£1,836

£90

£45–60

£122

£6,342–£6,693

16周

£7,830

£3,215–£3,755

£270

£40–£335

£145

£11,500–£12,335

开学时间和学期日期
学术课程**

学术英语课程

一月（3学期）

周一2020/1/6 - 周五2020/8/21

一月（1学期）

周一2020/1/6 - 周五2020/3/20

六月（4学期）

周一2020/6/22 - 周五2021/6/4

六月（1学期）

周一2020/6/22 - 周五2020/8/28

四月（2学期）
九月（4学期）
九月（3学期）
一月（3学期）

周三2020/4/22 - 周五2020/8/21
周一2020/9/14 - 周五2021/8/13
周一2020/9/14 - 周五2021/6/4

周一2021/1/11 - 周五2021/8/13

三月（1学期）
九月（1学期）
一月（1学期）

周一2020/3/23 - 周五2020/6/12
周一2020/9/14 - 周五2020/11/27

学位预备英语课程
六月（10周）

周一2020/6/22 - 周五2020/8/28

八月（4周）

周一2020/8/3 - 周五2020/8/28

七月（6周）

周一2020/7/20 - 周五2020/8/28

周一2021/1/4 - 周五2021/3/19

列示费用仅适用于当前学年（2019年9月1日 - 2020年8月31日）且仅供参考。我们将在2020年1月20日当日或之前，确定2020至2021学年的所有开学
日期和学费信息，学费在当前学年费率的基础上或最多上涨5%。获取学期日期的完整详情，请访问相关课程网页：www.intostudy.com/queens/courses
*	
费用将取决于你的开学日期和学习长度。列示费用为一学期费用。学期之间的假期将按整周计算收取额外的住宿费用。
** 中心还开设一门包括2学期英语语言预备且总长度为5学期的课程。具体日期与费用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通过你当地的INTO
教育顾问进行申请

如果你希望我们为你安排联系顾问，请与我们
联系。

在线探索更多

学生：
www.intostudy.com/queens

教育顾问：
partnerportal.intoglobal.com/queens

关注我们

在线申请

填写我们的在线申请表：
apply.intostudy.com

联系我们

咨询与申请：
ukes@intoglobal.com
或+44 1273 876040

访问本中心：
into@qub.ac.uk
或+44 28 9097 6850

需要学费经济援助？
查看你是否符合奖学金资格要求：
www.intostudy.com/queens/scholarships

中心地址详情：
INTO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2–8 Lennoxvale
Belfast
BT9 5BY
Northern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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