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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

•	 女王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十所大学之	 	
	 一，有160多年的历史
•	 在英国卫报和泰晤士报英国大学排名
	 榜上,	女王大学工程专业的排名位于前10名
•	 女王大学的科研实力居英国的前二十位
•	 女王大学是英国最顶尖的二十所大学组成	 	
	 的罗索大学联盟的成员
•	 女王大学荣获2009年英国最具企业创新大	 	
	 学奖
•	 女王大学荣获2010年工程类科研突出成就奖	
•	 女王大学的化学化工学院的师生所发表的	 	
	 每篇论文的引用量已经超过了剑桥大学和	 	
	 牛津大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2011	 	
	 年全世界QS的大学排名中，	该学院名列	 	
	 世界前100名，并被公认为世界级的研究	 	
	 中心
•	 女王大学的所在地贝尔法斯特市是英国消	 	
	 费最低的城市之一
•	 贝尔法斯特是欧洲最友好的城市之一
•	 贝尔法斯特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地区
	 之一
•	 女王大学培养出过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	 爱尔兰共和国的前总统是女王大学的前副校长
•	 好莱坞电影朱罗记公园的音乐是在女王大学的	
	 音乐制作中心-Sonic	Art	Centre	制作的
•	 投资五千万英镑建造的女王大学的图书馆是欧	
	 洲设施最完善、最先进的图书馆之一
•	 女王大学的体育运动中心是2012年奥运会的指	
	 定训练场地
•	 悉尼大剧院是女王大学毕业生设计的
•	 中国的杭州湾跨海大桥采用了女王大学土木工	
	 程系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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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女王大学的科研和教学

作为罗素集团的20所全英顶尖的研究
密集型大学之一，女王大学跻身全球性
的各研究领域，从癌症研究到可持续发
展，从无线技术到诗歌、从制药到音响
艺术。	因而，大学的学生得到了各领
域中掌握最新研究发现的学者的教导。
大学在绿色化学、环境研究、古生态学
和法律四个领域中取得世界级的成果。
并为大学赢得了四个延续教育及高等教
育的女王年度大奖。	

从诺贝尔奖得主到医学先锋、政治领袖
和艺术方面的领先人物，女王大学的毕
业生在全球留下了足迹。

电子、电子工程及计算机科学学院
School	of	Electronic,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电子电气工程及计算机科学学院是女王
大学最大的学院之一。学院在学生本科
阶段与硕士阶段就指导学生进行深入的
科研并取得成绩而声名远扬。			学院的
电子与电气工程专业在全英大学专业排
名中名列第五。该学院也是7所具有电
力工程专业的大学所组成的享有声誉的
英国能源协会会员之一。	
2003年，在学院院长John	McCanny
的运作下，	学院成立了一个投资4百万
英镑的新的世界级研究中心	–	电子、通
讯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简称	ECIT）。	
最近信息安全中心（简称CSIT）又在

ECIT成立了,	CSIT是英国在该研究领域
位于最前沿的研究中心。

在最新的英国研究成果评估中，该学院
60%的研究成果位于世界领先，	20%	-	
25%	的研究成果位于国际水平。	这一
成果使得该学院的研究水平位于英国同
类学院的前十名。该学院目前吸引了来
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学生。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
Queen’s	University	Management	
School

科研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在2008年12月英国
研究成果的评估中，进入了英国研究型
学院的超级联盟中，在90所具有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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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大学中名列第19。
自2001年的英国研究成果的评审后，
学院已大大提高了其国际形象和地位。	
在2008年的研究成果评估中，学院95
％的研究成果被认定为国际标准，55
％的研究项目为世界领先和国际先
进。2008年的评审结果强化了女王大
学管理学院在英国20所顶级研究型管
理学院的地位，同时也奠定了它的国际
地位。

教学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的教学方式得到了同
行的高度评价。例如，学院的工商管理
专业（包括会计和金融）在2008年的
英国大学指南中名列前十。知情教学是
管理学院学位课程的主要特色，确保所
有学生了解所学学科的关键问题，激发
学生创新意识。无论学生选择什么专
业，他们将了解动态贸易世界的最新发
展。女王大学刚刚开设了第一个交易中
心。对于那些想要到女王大学学习金融
或相关专业的同学，将会发现你们将在
一个复制的繁忙的纽约的交易大厅或伦
敦金丝雀码头里学习。

药学院
School	of	Pharmacy

2010年女王大学药学院在英国泰晤士
报大学排名榜中名列第1。入学的本科
生都是最优秀的。大约80%	的毕业生

都可获得等级为1或者2.1的优等学位。
	
根据2010英国泰晤士大学指南对女王
大学药学院的学生满意度的调查显示，
学生的满意度非常高，女王大学药学院
的学生满意率为89%，	是所有英国大
学药学院学生中最高的。

在2008年的英国研究成果评比中，药
学院的科研成果95%被列入世界领先，
国际先进和达到国际水平。

化学与化工学院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女王大学的化学化工学院的师生所发
表的每篇论文的引用量已经超过了剑
桥大学与牛津大学，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Thomson	Reuters	通过调查2001	
年到2011年期间各学院发表在500多家
杂志的论文的引用量，证实了女王大学
的化学化工学院的世界领先地位。

在2011年全世界QS的大学排名中，	该
学院学院名列世界前100名，并被公认
为世界级的研究中心，这是学院取得辉
煌成果的一年。

在过去的十年中被评出的100名全世
界最优秀的化学家中，全英国只有四
名，而女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Ken	
Seddon教授和John	Holbrey博士就是
其中的两名。

法学院
School	of	Law

女王大学法学院建于1845年，在英国
和爱尔兰的政治事态的发展引起了人们
对法律的极大的兴趣。由于近几年全球
化的影响，女王大学法学院与欧洲的一
些法学院对欧盟法、国际法和比较法的
兴趣与日俱增。
在2008年的英国研究成果评比中，	女
王大学法学院挤身前十名，位列第7。
评比结果显示，学院95%	的研究成果
达到国际水平，其中65%	达到国际先
进及领先。
如果您对法学院的课程感兴趣，您可
以在如下网页http://www.law.qub.
ac.uk/获得更多的课程信息并有多媒
体介绍。本科课程包括法律与语言、
法律与政治及法学学士课程。	硕士课
程包括刑法、人权法、环境法与国际
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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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3	–	2014女王大学		课程

本科课程

生物科学学院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生物化学	－	Biochemistry
生物科学	－	Biological	Sciences
环境生物学	-	Environmental	Biology
食品质量、安全和营养	－	Food	
Quality,	Safety	and	Nutrition
土地使用和环境管理	－	Land	Use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海洋生物学	－	Marine	Biology
微生物学	－	Microbiology
动物学	－	Zoology
农艺	－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化学和化学工程学院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化学工程	－	Chemical	Engineering
化学	－	Chemistry

创意艺术学院	
School	of	Creative	Arts

戏剧学	-	Drama	Studies	
电影学	-	Film	Studies
音乐	-	Music
音乐制作与声乐艺术	-	Music	
Technology	and	Sonic	Arts

教育学院
School	of	Education

教育学-	Education
	
电子、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院
School	of	Electronic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商务信息技术	-	Busin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计算机游戏开发	－	Computer	
Games	Development
计算机科学	－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和信息技术－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电子和电子工程－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软件与电子系统工程－Software	and	
Electronic	System	Engineering
软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

英语语言学
School	of	English

英语－	English
语言学	－	Linguistics
英语创作	-	English	with	Creative	
Writing

地理、考古学和古生态学院
School	of	Geography,	
Archaeology	and	Palaeoecology
考古学和古生态学	－	Archaeology	
and	Palaeoecology
地理	－	Geography

历史和人类学学院
Schoo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爱尔兰语	－	Irish	Studies
历史	－		History
社会人类学	－	Social	Anthropology

神学研究所	-	Institute	of	Theology
神学	-	Theology

法学院
School	of	Law

法学	－	Law
																																																																																																																	
数学和物理学院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数学	－	Mathematical	Studies
物理	－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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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和航空工程学院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航空和航天工程	－	Aerospace	
Engineering
制造工程	－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产品设计与发展	－	Product	Design	
and	Development

医学、牙科和生物医学科学学院
School	of	Medicine	,		Dentistry		and	
Biomedical	Science

牙科	－	Dentistry
医学	－	Medicine
生物医学	－	Biomedical	Science
人类生物学	-	Human	Biology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Modern	Languages

法语	－	French	Studies
爱尔兰语	－	Irish	
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	Spanish	and	
Portuguese	Studies
西班牙语	-	Spanish	Studies

护理和助产学院
School	of	Nursing	and	Midwife

产科学	－	Midwifery	Science
护理学	－	Nursing	
	
药学院
School	of	Pharmacy

药学	－		Pharmacy

规划、建筑和土木工程学院
School	of	Planning,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建筑	－	Architecture
土木工程	－	Civil	Engineering
环境和土木工程	－	Environmental	
and	Civil	Engineering
环境规划	－	Environmental	Planning
建筑结构工程	－	Structural	
Engineering	with	Architecture

政治、国际政治和哲学学院
School	of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Philosophy

国际政治与冲突研究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Conflict	Studies
哲学	－	Philosophy
政治学	－	Politics
政治、哲学和经济学	-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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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学院
School	of	Psychology

心理学	－	Psychology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
Queen’s	University	Management	
School	

会计	－	Accounting	
精算与风险管理	－	Actuarial	Science	
and	Risk	Management	
商业经济学	－	Business	Economics
贸易管理	－	Business	Management
经济学	－	Economics
金融	－	Finance
国际商业与现代语言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ith	a	Modern	Language

社会学、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学院
School	of	Sociology,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犯罪学	－	Criminology
社会政策	－	Social	Policy
社会工作	－	Social	Work
社会学	－	Sociology

研究生课程（授课型）

生物科学学院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动物行为研究	－	Animal	Behaviour	
and	Welfare
人际关系	－	Communication	
生态管理和生物守恒	－	Ecological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Biology
食品安全（高级）–	Food	Safety	
(Advanced)	
可持续发展	－	Lead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的乡村发展	－Leadership	for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分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	–	Molecular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化学和化学工程学院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化学研究	–	Chemical	Research	
化学生物学	–	Chemistry	Biology
化学工程	–	Process	Engineering

创意艺术学院
School	of	Creative	Arts

艺术管理	–	Arts	Management
戏剧与表演研究	–	Drama	and	
Performance	Studies

电影和视觉研究	–	Film	and	Visual	
Studies
音乐	–		Music
声乐艺术	–	Sonic	Arts

教育学院
School	of	Education

咨询	-	Counselling	
自闭症教育研究	-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
教育学博士	–	Doctorate	in	
Education
教育学	–	Educational	Studies
包容性和特殊需要教育－	Inclusion	
and	Special	needs	Education
教育领导学–	Educational	Leadership	
教师资质证书课程	–	PGCE
对外英语教学博士课程	–	
TESOL（Doctorate）	
对外英语教学硕士课程	–
TESOL（Master）		
岗位学习(职业安全与健康)	－	Work-
based	Learning(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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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院
School	of	Electronic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教育多媒体	－	Educational	
Multimedia
电子学	－	Electronics
软件开发（数据转换）-	Software	
Development	(Conversion)	
可持续的电力能源系统	-	
Sustainable	Electrical	Energy	
Systems	
电信：高级无线通信	–
Telecommunications:	Advanced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电信－	Telecommunications

英语语言学院
School	of	English

英语传媒文学	-	English:	Broadcast	
Literacy	
英语文学创作	－	English:	Creative	
Writing	
英语语言与语言学	－	English: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爱尔兰文学	－	English:	Irish	Writing
中世纪英国文学	－	English:	Medieval	
Studies
现代英语文学	－	English:	Modern	
Literary	Studies
现代英语诗歌	–	English:	Modern	
Poetry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研究	－	English:	
Reconceiving	the	Renaissance	-		
Literatures,	Places,	Cultures

地理、考古学和古生态学学院
School	of	Geography,	
Archaeology	and	Palaeoecology

编年学	-	Dating	and	Chronology
考古与环境	-	Archaeology	and	
Environment
专业考古	-	Professional	Archaeology
遗产科学	-	Heritage	Science
社会，空间和文化	-	
	Society,	Space	and	Culture

历史和人类学学院
Schoo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古代史	－	Ancient	History
认知与文化	－	Cognition	and	
Culture
人种音乐学	－	Ethnomusicology
爱尔兰历史	－	Irish	History
爱尔兰史研究	－	Irish	Studies
爱尔兰地方史	-	Local	Irish	History
近代史	－		Modern	History
社会人类学		－		Social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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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法律研究所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Legal	Studies

专业法律研究	-	Professional	Legal	
Studies

神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Theology

神	-	Divinity
神学	–	Theology

法学院
School	of	Law

公司治理	－	Corporate	Governance
刑事法学	－	Criminal	Justice
犯罪学	–	Criminology
环境法与可持续发展	-	Environmental	
Law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人权与刑法	－	Human	Rights	and	
Criminal	Justice
人权与刑法(跨国界)－	Human	
Rights	and	Criminal	Justice（Cross	
Boarder）
人权法	－	Human	Right	Law
人权法(跨国界)	－	Human	Right	
Law（Cross	Boarder）
法律和国际贸易	-	Law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e
法律和政府	-	Law	and	Governance
法学	－	Legal	Science
国际法（方向待定）-	International	
JD	

数学和物理学院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等离子物理	－	Plasma	Physics
等离子和真空技术	－	Plasma	and	
Vacuum	Technology

机械和航空工程学院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高级机械工程	-	Mechanical	
Engineering(Advanced)	

医学、牙科和生物医学科学学院
School	of	Medicine	,		Dentistry		and	
Biomedical	Science

临床解剖学	-	Clinical	Anatomy
临床教育	-	Clinical	Education
计算生物学	-	Computational	Biology	
跨职业健康和社会关怀管理	-	
Interprofessional	Health	and	Social	
Care	Management
心理健康	-	Mental	Health
分子医学	-	Molecular	Medicine	
疼痛科学与实践	-	Pain	Science	and	
Practice
公共健康	-	Public	Health
转化医学	-	Translational	Medicine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Modern	Languages

口译-	Interpreting	
爱尔兰语电影与字幕制作	-	Irish	–	
Medium	Film	and	Script	Production	
爱尔兰语翻译	－	Irish	translation	
语言学	-	Languages	
翻译技能	－	Translation

护理和助产学院
School	of	Nursing	and	Midwife

助产	－	Midwifery	Practice
护理/助产	-	高级专业实践Nursing/
Midwifery:	Advanced	Professional	
Practice
护理	-	Nursing	Practice

药学院
School	of	Pharmacy

高级药学实践	-	Advanced	
Pharmacy	Practice
临床药学	－	Clinical	Pharmacy
社区药学	-	Community	Pharmacy
处方药剂师	－	Prescribing	for	
Pharmac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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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筑和土木工程学院
School	of	Planning,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建筑学	-	Architecture	
建筑：专业实践研究生课程–	
Architecture: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	
建筑:	建筑学硕士	-	Architecture:	
Master	of	Architecture	
建筑与项目管理	－	Construction	and	
Project	Management
先进混凝土工艺学	-	Concrete	
Technology(Advanced)
建筑物耐久性	－	Durability	of	
Structures
环境工程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环境计划	－	Environmental	Planning
空间再生	－	Spatial	Regeneration
可持续设计－	Sustainable	Design
可持续混凝土工程	-		Sustainable	
Concrete	Engineering
城乡设计	－	Urban	and	Rural	Design
水资源管理	－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哲学、政治和国际政治学院
School	of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Philosophy

种族冲突比较	－	Comparative	
Ethnic	Conflict
欧盟共体政治	－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国际关系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爱尔兰政治	－	Irish	Politics
立法研究与实践	-	Legislative	Studies	
and	Practice
政治	－	Politics
暴力、恐怖主义与安全－	Violence,	
Terrorism	and	Security

心理学学院
School	of	Psychology

体育与健康心理学	-	Psychology	of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in	
Sport	and	Health
应用心理学（临床专修）Applied	
Psychology	(Clinical	Specialism)
非典型儿童发展	-	Atypical	child	
Development
儿童心理学	－	Clinical	Psychology
儿童与青少年教育心理学	－	
Education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政治心理学	-	Political	Psychology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
Queen’s	University	Management	
School	

会计与金融	－	Accounting	and	
Finance
工商管理	-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环境管理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金融	－	Finance
人力资源/人事管理	-	Human	
Resource/Personnel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管理	-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国际贸易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管理	－	Management
组织与管理	－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	-	Risk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可持续性与共同社会责任	－	
Sustainabilit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会学、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学院
School	of	Sociology,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儿童研究	－	Childhood	Studies
认知行为实践	-	Cognitive	
Behavioural	Practice
认知行为疗法	-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社会研究方法	－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社会工作：应用社会学	-	Social	Work:	
Applied	Social	Studies	
社会学	－	Sociology



13

英国女王大学欢迎您
2013-2014年



14

英国女王大学欢迎您
2013-2014年

研究生课程（科研型）

生物科学学院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生态、进化、行为与环境经济学	-	
Ecology,	Evolution,	Behaviour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食品生物技术	-	Food	Safety	and	
Biotechnology
生物分子学	-	Molecular	Biosciences

化学和化学工程学院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化学和化学工程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创意艺术学院
School	of	Creative	Arts

戏剧研究	–	Drama	Studies
电影和视觉研究	-	Film	and	Visual	
Studies
音乐	–	Music
声乐艺术	–	Sonic	Arts

教育学院
School	of	Education

教育	－	Education

电子、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院
School	of	Electronic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	－	Computer	Science
电子与电子工程	－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英语语言学院
School	of	English

英语	－	English

地理、考古学和古生态学学院
School	of	Geography,	
Archaeology	and	Palaeoecology

考古学:	文化变迁	－	Archaeology:	
Past	Cultural	Change
考古学和古生态学:	环境变迁	－
Geography	and	Palaeoecology	:	
Environmental	Change
地理:	社会、空间与文化	－		
Geography:	Society,	Space	and	
Culture

历史和人类学学院
Schoo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古代史	－		Ancient	History
认知与文化	-	Cognition	and	Culture
人种音乐学	－		Ethnomusicology
爱尔兰研究	－	Irish	Studies

现代史	－	Modern	History
社会人类学	－		Social	Anthropology

神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Theology

神学	-	Theology

法学院
School	of	Law

法学	－Law

数学和物理学院
School	of	Maths	and	Physics

天体物理学	－	Astrophysics
原子仿真	－	Atomistic	simulation				
等离子物理	-	Plasma	Physics	
纳米材料	-	Nanostructured	Media
纯数学	－	Pure	Mathematics
统计科学与运筹学	－	Statistical	
Science	and	Operational	Research
原子与分子理论和光学物理	－	
Theoretical	Atomic,	Molecular	and	
Optical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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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牙科和生物医学科学学院
School	of	Medicine	,		Dentistry		and	
Biomedical	Science

癌症研究和细胞生物学－	Cancer	
Research	and	Cell	Biology
感染与免疫－	Infection	and	
Immunity
公共卫生－	Public	Health
视觉与血管科学－	Vision	and	
Vascular	Science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Modern	Languages

法语研究	-	French	Studies
口译-	Interpreting	
爱尔兰语和凯尔特语研究	-	Irish	and	
Celtic	Studies
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研究	－	Spanish	
and	Portuguese	Studies	
翻译技能	－	Translation

机械和航空航天工程学院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机械和航空航天工程	－	Mechanical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护理和助产学院
School	of	Nursing	and	Midwife

护理和助产士	－Nursing	and	
Midwifery

药学院
School	of	Pharmacy
药学	－	Pharmacy

哲学、政治和国际政治学院
School	of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Philosophy

政治，国际政治和哲学	－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Philosophy

规划、建筑和土木工程学院
School	of	Planning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建筑环境	-	Built	Environment
环境工程	-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空间和环境计划	－	Spatial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心理学学院
School	of	Psychology

心理学	－	Psychology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
Queen’s	University		Management	
School

会计	－	Accounting
经济	－	Economics
金融	－	Finance
管理－	Management

社会学、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学院－
School	of	Sociology,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社会学、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	－	
Sociology,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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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学所在城市	-	贝尔法斯特市

女王大学位于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
斯特市，女王大学坐落于贝尔法斯特市
的东南部。从女王大学步行到市中心大
约只需15分钟左右。
北爱尔兰的酒吧和音乐汇集了英国和爱
尔兰两种不同的文化风情。当地居民热
情友好。贝尔法斯特市是泰坦尼克号的
诞生地。
贝尔法斯特市曾被伦敦泰晤士报评为欧
洲最友好，最时尚，最适宜居住的12个
城市之一。整个市区被美丽的大海和山
峦所环抱。
贝尔法斯特市空气清新，依山傍海，以
四季绿草如茵的田园风光而著称。
贝尔法斯特市举办的女王文化节是全英
第二大国际文化艺术节。
贝尔法斯特市有众多的高尔夫球场，每
年吸引着大批来自世界各国的高尔夫球
爱好者。

交通

贝尔法斯特市有两个机场，国际机场
和城市机场。每天至少有35次航班来
往于伦
敦和贝尔法斯特市之间。从贝尔法斯特
市乘飞机在一个小时内可到达英国本岛
各城市。

安全系数

根据联合国国际犯罪调查统计，北爱尔
兰同欧洲其它11个国家的区域相比犯罪
率最低。是世界上排在东京之后的第二
安全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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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校设施与服务

住宿

学校有2350多间各种类型的学生宿
舍。主要的宿舍区Elms	Village位于贝
尔法斯特市最高档的居民住宅区内，从
宿舍到学校主楼只需步行10分钟左右。
学校保证为国际留学生提供至少第一年
的宿舍。
费用从每周70英镑到110多英镑不等。
每个学生拥有独立卧室。住房内配有厨
房与24小时免费网络。

英语培训

学校的语言培训中心全年设有多种语言
培训课程，在暑期还为即将入学的新生
开办强化英语培训课程。

医疗与福利

全日制国际学生享受英国政府的免费医
疗服务。学生可在学校的健康中心注册
并就医。

入学教育

学校提供免费的新生入学教育，向学生
介绍学校的情况和在贝尔法斯特市的
生活。
在开学的特定时间内，学校在贝尔法斯
特的两个机场为新生接机。

签证服务

女王大学国际学生服务中心为获得学校
正式录取通知书的国际学生提供签证咨
询服务。
如果你所申请的课程，学习时间为6个
月以上，你需要申请Tier4签证，详情
见下面学生服务中心的网页：http://
www.qub.ac.uk/directorates/
AcademicStudentAffairs/
InternationalStudentSupport/
ImmigrationandVisas/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学生签证的问题，
请联系女王大学国际学生服务中心。																								
邮箱：iss@qub.ac.uk
电话：0044	028	90973820

在中国的学生可以联系离自己最近的大
使馆，办理有关签证手续。学生可以登
陆他们的网站查寻有关信息：
http://ukinchina.fco.gov.uk/zh/

中国学生还可以从英国文化协会得到有
关签证及其它各种信息。女王大学是英
国文化协会的成员，英国文化协会在中
国的北京，上海，广州，重庆都有办事
处。学生可以到离自己最近的英国文化
协会办事处咨询。联系地址请查看英国
文化协会的中文网址: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cn/
zh/china.htm

女王大学在中国的代表

女王大学在中国设有办事处，处理学生
咨询及申请事宜，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Catherine	Li	女士
（女王大学驻中国招生经理，同时负责
香港及澳门地区招生）
办公地点：中国广州花园酒店花园大
厦1221
邮编：510064
电话：+86	13600066339
邮箱：c.li@qub.ac.uk

联系人：	Angus	Xi先生
（女王大学驻中国代表）
办公地点：中国上海浦东南浦东路
32B360
邮编：200120
电话：+86	18621651770
邮箱：a.xi@qub.ac.uk

女王大学认可部分中国留学服务中介公
司，学生如果需要留学服务中介的帮
助，具体中介信息请咨询女王大学在中
国的代表	–	Catherine	Li	女士和Angus	
Xi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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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费用

生活费

北爱尔兰被英国教育委员会认定为是全
英生活消费最低的地区。学生一年的生
活费用约为5千到	7千5百英镑，折合人
民币5–	8万元人民币。

学费

女王大学2012	-	2013年学费

本科课程学费

文理科（以授课为主的课程）																														
11266英镑(人民币111308元)
理工科（需实验和实习的课程）																											
14460英镑(人民币142865元)
医科及牙科（临床前）																																			
14768英镑(人民币145908元)
医科及牙科（临床）																																					
27860英镑(人民币275257元)

研究生课程学费

文理科（以授课为主的课程）																														
11266英镑(人民币111308元)
理工科（需实验和实习的课程）																											
14460英镑(人民币142865元)
医科及牙科																																													
26425英镑(人民币261079元)
（以上汇率以2011年9月22日
1.00	GBP	=	9.88	CNY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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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入学条件

本科生

申请者通常要求高中毕业（成绩较好的
高中二年级学生也可以考虑），并且成
绩较好。如果申请者已通过全国高等教
育入学统一考试，或已在中国完成本科
阶段的第一学年学业，可以酌情考虑申
请直接入学，攻读本科学位。对于一般
高中毕业生，女王大学要求申请者先读
一年预科，学生可以申请女王大学设在
深圳大学的预科班课程或者设在本校的
INTO预科课程。

深圳大学预科班学科设置

•	 文		科班：为修读金融、管理、经	
	 济等文科专业做准备。
•	 理工科班：为修读各类理、工科专	
	 业做准备。
	 深圳大学预科班学制及安排
•	 学制为一年（36周），实行全日制
•	 9—12月	英语课程、深圳大学专业	
	 基础课程
•	 1—3月		女王大学专业基础课程
•	 4—5月		英语课程、雅思训练及雅	
	 思考试
•	 6—9月		获签证后赴女王大学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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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英语强化课程

深圳大学预科班课程设置
文科班与理工科班各开设4门专业课
程，40学时/每课程。
文科班：	 	
数学、商务计算——深圳大学授课
经济学、管理学——女王大学授课
理工科班：	 	
数学Ⅰ、物理学——深圳大学授课	
数学Ⅱ、工程学——女王大学授课

英语强化课程：

深圳大学教师授课，16学时/每周
女王大学教师授课，5学时/每周

费用

学费：人民币48000元	
资料费：人民币3000元

女王大学INTO预科班

学生也可以申请在女王大学开设的预
科班。预科班开设在女王大学INTO中
心。

开学日期

四月、七月、九月和一月

课程时间

每年的4月初至来年的6月中（5学期）
每年的7月初至来年的8月中（5学期）
每年的7月初至来年的6月中（4学期）
每年的9月底至来年的8月底（4学期）
每年的9月底至来年的6月中（3学期）
每年的1月初至来年的8月中（3学期）

课程长度

5学期或者大约15个月
4学期或者大约12个月
3学期或者大约9个月

专业入学要求

完成高二以上学历，均分75%（重点高
中70%）
生物方向：要求生物和化学及格
工程方向：要求物理及格，数学至少
70%

英语语言入学要求

5学期：雅思4.0（所有单项至少4.0）
或者相当水平
4学期：雅思4.5（写作至少4.5，所有
其它单项不得低于4.0）或者相当水平
3学期：雅思5.0（写作至少5.0	，所有
其它单项不得低于4.5）或者相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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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

5学期	 £21,310
4学期	 £17,380
3学期	 £13,450

女王大学INTO国际文凭课程

学生也可以申请在女王大学开设的国际
文凭课程，成功完成该课程升读女王大
学大二。国际文凭班开设在女王大学
INTO中心。

开学日期

四月、七月、九月和一月

课程时间

每年的4月初至来年的6月中（5学期）
每年的7月初至来年的8月中（5学期）
每年的7月初至来年的6月中（4学期）
每年的9月底至来年的8月底（4学期）
每年的9月底至来年的6月中（3学期）
每年的1月初至来年的8月中（3学期）

课程长度

5学期或者大约15个月
4学期或者大约12个月
3学期或者大约9个月

专业入学要求

英国中学高级水平考试	(A-level)	中取
得两个D等级或者同等水平。

英语语言入学要求

5学期：雅思4.5	(所有单项至少4.5)	或
相当水平
4学期：雅思5.0	(阅读和写作至少5.0，
所有其它单项不得低于4.5)或相当水平
3学期：雅思5.5	(阅读和写作至少5.5，
所有其它单项不得低于5.0)	或相当水平

学费

5学期	 £21,310
4学期	 £17,380
3学期	 £1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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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申请

通常在国内高中毕业，成绩合格。
可以申请到深圳大学或者INTO中心
读预科。深圳申请时间为每年的7-8
月。INTO申请时间可以提前一年申
请。

深圳大学的预科班（文、理科都有）。
联系方式：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办公楼
电话：	 0755	26534109
								 0755	26538275
邮政编码：518060
网址:		http://norc.szu.edu.cn/
education/CombineEducation/
index.htm

如果你想直接来女王大学读本科预科，
请联系：
INTO	Queen’s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Belfast
Northern	Ireland
BT7	1NN	
电话:	+44	(0)	28	9097	6850
传真:	+44	(0)	28	9097	6851
电子邮件:	into@qub.ac.uk

或者直接在线申请入学，详细网址如
下：
本科文科预科	http://www.
intohigher.com/uk/en-gb/our-
centres/into-queens-university-
belfast/studying/our-courses/
course-list/international-
foundation-in-business-humanities-
and-social-sciences.aspx

本科理工科预科
http://www.intohigher.com/
uk/en-gb/our-centres/into-
queens-university-belfast/
studying/our-courses/course-list/
international-foundation-in-
science-engineering-computing-
and-mathematics.aspx

直接申请攻读本科学位的学生可通过
UCAS直接在线申请，网址为	http://
www.ucas.com/students/apply/	

硕士申请

由于申请专业课程及英语课程的过程需
要一段时间，加上学生申请护照、准备
存款证明、办理签证及购买机票等都需
要时间，所以我们建议本科生在大四上
学期就开始申请。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
申请下一年的秋季入学。申请者可以用
已获得的三年的成绩单申请硕士，	女
王大学会先根据学生已有的三年成绩，	

决定是否发放有条件录取通知书，等学
生拿到毕业成绩和毕业证书后，立刻传
给学校招生办，招生办会再根据学生四
年的成绩，决定是否发放无条件录取通
知书。

如攻读硕、博士学位,申请者可直接从
女王大学的在线申请系统中直接在线申
请，网址为：
https://dap.qub.ac.uk/dapprd/
portal/user/u_login.php

对于一些希望攻读我校电子电气工程和
计算机科学学院的计算机专业和管理学
院金融或管理等专业的本科生或者没有
符合该硕士专业入学专业要求的大专学
生，可以先读INTO的硕士预科，点击
下面网址，可以直接在线申请。
http://www.qub.ac.uk/
home/ProspectiveStudents/
InternationalStudents/
INTOatQueens/
GraduateDiplomaprogramme/#d.
en.211640

英语课程申请

如果申请者的英语没有达到入学要求，
申请者可以申请就读女王大学的语言
学校	-	INTO，INTO	针对不同水准的学
生，提供相应的基础英语课程及强化英
语课程，具体课程设置见如下：

7．申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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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学位预备英语课程
开课时间

每年的六月、七月和八月

课程长度

10周、6周和4周

入学要求

申请者必须持有英国大学学位课程的录
取通知书。
	
英语语言入学要求

直接进入雅思要求为6.5的学位课程
10周课程：雅思5.5，	单项不低于5.0
或同等水平
6周课程：雅思6.0，单项不低于5.5或
同等水平
4周课程：雅思6.5，单项不低于5.5或
同等水平

直接进入雅思要求为6.0的学位课程
10周课程：雅思5.0，单项不低于5.0或
同等水平
6周课程：雅思5.5，单项不低于5.0或
同等水平
4周课程：雅思6.0，单项不低于5.5或
同等水平

学费

10周	 2750英镑
6周		 1650英镑
4周		 1100英镑

学生在线申请课程，只需点击以下网
址，然后点击相应的课程即可登陆在线
填写申请表。
http://www.intohigher.com/
universities/united-kingdom/
queens-university-belfast/course-
listing/pre-sessional-english.aspx

一年学位预备英语课程

开课日期

每年的一月、三月、六月、九月

课程长度

至少一学期
预定课程时必须覆盖一整个学期
									
英语语言入学要求

雅思3.0（写作至少3.0）或在相对应的
考试中获得同等水平。

学生在线申请课程，只需点击以下网
址，然后点击相应的课程即可登陆在线
填写申请表。
http://www.qub.ac.uk/
home/StudyatQueens/
InternationalStudents/
INTOatQueens/
EnglishforUndergraduateStudy/#d.
en.21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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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截至日期

对于申请本科课程的学生，每年的九月
中旬开始申请下一年的秋季入学。申请
医学、牙医及兽医学等专业的截至日
期是10月15日。申请艺术及设计专业
的截至日期是次年的3月24日。其它本
科课程的申请截止日期是次年的1月15
日。但对于国际学生迟于1月15日但在
6月30日前的申请，我校会酌情考虑。

我校研究生申请没有截至日期。但女王
大学鼓励国际学生尽早申请。有关申请
入学的问题，请联系女王大学的招生办
公室，联系方式如下：

Admissions	Office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Belfast	BT7	1NN
Northern	Ireland
United	Kingdom
电话:	+44	(0)28	9097	5081
传真:	+44	(0)28	9097	5137
电子邮件:	
admissions@qub.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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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学生评论

陈剑：女王大学本科毕业生，获全额奖
学金在女王大学攻读博士。现在中国商
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贝尔法斯特
女王大学-让我
心怀感激的母
校,不仅给予我
从本科学习到
博士研究学术
上的硕果，还
带给了我7年
丰富多彩而又
充实的生活。
每当想起在贝
市的日子,给我
印象最深的是

在Stranmillis路上那座高耸挺立的白色
的Ashby	Building(电子电器工程和机
械工程的主楼),特别是8楼从左边数第
5个窗户,我在那个位置坐了3年半,完成
了我的博士研究,在那里我经历了找不
着研究方向时的低迷期,更是体验了突
破每一个难题时的喜悦。当然那个楼上
的每一个同学,每一个老师,特别是我的
导师Prof.George	Irwin和李康老师一
起构成了我学习生活的主体。	除了学
习,在那条Stranmillis路上我生活中的其
他部分一样精彩,我在Ashby	Building
旁边的Subway学会了做三明治,成为
一个名副其实的Sandwich	Artist.	在离
那里不远的PEC,我每个周末跟朋友一
起打羽毛球,游泳,打篮球,还有丰富多彩
的学校体育俱乐部活动.	顺着这条路走

下去,就到了美丽而又宁静的Laygan	
Meadow,	选个阳光不错的日子去那里
走走你会发现生活会如此容易的得到满
足。我在贝市的生活和学习感受远不止
这些,希望选择了女王大学的幸运学子
们在你们在求学的过程中能得到更多学
习上的成就和生活上的满足，祝你们成
功。”

王忞：2011年女王大学药学博士毕业
生

	
“我在这里已
经学习了三
年，我已经
爱上了这个美
丽的城市。这
里的居民很友
好，没有任何
歧视。作为国
际学生，你可
以与当地人练
习英语。	我的
指导老师非常

好，非常支持我的科研创意，同时他也
培养了我的良好的逻辑思维，与中国传
统的学习方法完全不同。研究生培训课
程给学生提供了各种帮助与支持，其中
包括专业学习、交流沟通及个人发展。
此外，女王大学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设
施，如现代化的新图书馆和体育中心，
使得学生获益匪浅。
我想，我选择女王大学学习是非常正确
的。”

胡琰：女王大学人类学博士

	“贝尔法斯特是座宁静的城市，爱尔
兰人非常友好，这里的生活简单、快
乐、充实。女王大学的人类学专业有其
独特的传统，并且，教学组织严谨，要
求严格，有着一流的教学水准。每周四
的研究生研讨，每个学生有机会向师生
们阐述自己的研究计划、田野总结，大
家可以在研讨会上和喝咖啡中相互讨
论、共同提高；在这个群体中，你不会
感觉孤独。每周二的讲座，演讲者来自
世界各地，讲座结束后，你可以和演讲
者一同在酒吧或咖啡厅交流、切磋。这
里的老师，亦师亦友，和自己的导师每
周一见，你能感到自己在不断进步；你
也可以和其他老师预约谈你。”



28

英国女王大学欢迎您
2013-2014年

曹宵鸣：2011年女王大学化学系博士
毕业生，	现在华东理工大学工作

“女王大学是
全英顶尖的强
化研究型大学
之一。古朴典
雅的建筑群内
配备有一流的
教学科研设
施，拥有全英
领先的现代化
图书馆，IT设
施，体育中心
和学生生活中

心。学校所在Belfast，低消费，生活
方便而且安全，当地人民也非常友善还
有适宜的气温，都非常适合我们中国学
生的学习生活。”

王海丰：2011年女王大学化学系博士
毕业生

“女王大学在化学化工、医药、电子工
程等领域研究水平很高，具有优秀的

文化传统；同时，Belfast环境非常宜
人。”

岑举峰：女王大学金融系本科毕业

“我已经在英国女王大学度过了充实的
三年。金融系的学习生活充满了乐趣与
挑战，平日里除了必不可少的大课，导
师会通过个别指导的方式来增强学生对
知识的理解，导师也会随机地将学生分
组，然后通过小组讨论来展示你的应用
和演讲水平。在和当地学生的沟通与合
作中，英语和团队合作能力随之得到提
升。此外，我平日的课外学习时间大部
分在图书馆渡过，学校里先进的图书馆
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里面我们可以找
到所有教授推荐的阅读资料，比如金融
时报和经济学术期刊，这类的资料是对
课堂知识的补充和提高，额外阅读量
的多寡也最终决定了成绩是否优秀的
关键。	
除了上课以外，学校也鼓励我们参加不
同类型的社团活动，例如我在金融社团
与许多来自不同国度的同学成为好友，

平时大家会探讨财经新闻，以及对时事
的看法等等。社团还不时的举办足球比
赛和短途旅行，在文化的交流和撞击使
我开阔了视野，同时也获得了许多方面
的宝贵信息。
对于我而言，三年来各方面的提高使我
在面对未来时有了充分的准备，也使我
坚信留学之路是明智的决定。”

樊志芳：女王大学会计与金融专业硕士
	

“我于2009年毕业于英国女王大学，
获得企业经济学学士学位。在我本科毕
业的时候，我同时收到英国多所大学的
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但我还是选择
继续留在我的母校、留在贝尔法斯特。
因为这个学校、这个城市有太多吸引我
的地方了。

贝尔法斯特是北爱尔兰的首府，经济、
政治以及文化中心。在这个面积不算大
的城市里集合着众多大型跨国公司的财
政和软件研发部门。相对于英国本岛僧
多粥少的求职现状来说，这无疑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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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和实习机会。

北爱尔兰人有着天生的热情与好客。不
论是学校老师、同学或者其他工作人
员、甚至于路上的行人非常乐意帮助他
人解决一些工作、学习或者是生活上的
问题。而且，这里拥有多个学生组织、
华人福利组织以及基督教会，逢年过节
他们都会组织一些聚会和活动，增进同
学间的联络和沟通，不会让人感到“独
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

郝嘉妙：女王大学贸易经济专业本科生

“女王大学
是一所在学
术上水平很
高的大学，
它是英国罗
素集团成员
之一，这个
集团包括了
全英最顶级
的20所大
学。不仅如
此，它还拥
有绝佳的学

习生活环境。它虽位于北爱尔兰的首府
贝尔法斯特市，却没有伦敦等大城市的
喧嚣，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整个城市给
人的感觉都是悠闲而安静的，是个非常
适合学习的地方。女王大学有全英设施
顶尖的图书馆，还有几乎可以进行所有
运动的体育教育中心（PEC）。对于中

国学生，最方便的就是贝尔法斯特有
好多家中国超市，里面的货品特别齐
全，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	常常一起吃
火锅，包饺子。在这里甚至可以买到我
们内蒙的小肥羊火锅底料，这里还有味
道正宗的中餐馆，所以中国留学生在这
里的小生活都挺惬意的。”

章韧：女王大学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生

“在绿色生态的怀抱中，北爱的首府
贝尔法斯特是爱尔兰海上的一颗明珠。
在这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交
织，形成充满活力的人文生态。这里不
仅有匆忙穿梭的时尚人群，有现代化品
牌云集的购物中心，也有充满爱尔兰风
情的特色酒吧和历时几个世纪的古老建
筑。它们矗立在新兴的建筑群落中，讲
述着这座城市沧桑而深沉的历史。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主体建筑
LANYON（始建于1849年），便是贝
尔法斯特的古老地标之一。	我初见到
她时，觉得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那种大
学的模样：哥特式的建筑外观，红色砖

墙，花园式的中央广场，真如宫庭城堡
一般。2006年，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已经挤身成为英国前20位具有领先地位
的研究性综合大学之一。我所在的管理
学院是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最大的学院
之一，目前在英国同等学院的排名中名
列前茅。雄心勃勃的管理者们正在努力
使她取得更优秀的成绩和具有更广泛的
影响力。相信不久的将来，她会更好，
更兴旺。”

丁越成：2010年女王大学人类学专业
硕士毕业

（右边的女孩）

“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这个充满着
书香的大学了学习人类学一年,对我的
一生都将极其有价值.在这个智慧而优
美的环境里,我获得了全新的视觉去看
待那些生活在我身旁或远在天边的他
人.现在,我很感谢我的同学们都能获
得这个机会,在女王里老师和朋友的帮
助下,你们会像我们一样收获荣誉和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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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位置



英国女王大学外事处
地址：International	Office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Belfast	BT7	1NN
Northern	Ireland
United	Kingdom
电话	:	+44(0)28	9097	5088	
传真	:	+44(0)28	9097	5089		
电子邮件	:	international@qub.ac.uk		
网址	:	www.qub.ac.uk

女王大学驻中国的代表
联系人：Catherine	Li	女士
（女王大学驻中国招生经理，同时负责香港及澳门地区招生）
办公地点：中国广州花园酒店花园大厦1221
邮编：510064
电话：+86	13600066339
邮箱：c.li@qub.ac.uk

联系人:	Angus	Xi先生
（女王大学驻中国代表）
办公地点：中国上海浦东南浦东路32B360
邮编：200120
电话：+86	18621651770
邮箱：a.xi@qub.ac.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