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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选择女王大学的药学专业是
因为该专业在英国有着良好的信誉和
很好的排名。女王大学的主楼建筑深
深地吸引了我来到这里，这是一个巨
大的遗产、炫目的地标。同时，北爱
尔兰比英国任何其它城市都便宜的生
活成本也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在女王大学的学习很快乐。导师们
都非常友好并且平易近人。我的班
级还有另外五个学生来自亚洲，世
界各地和当地的学生在一起共同学
习，给我提供了一个提高英语口语的
绝佳机会

姓名: Teck Kiong Wong  
来自：马来西亚 
药学硕士

请看如下视频剪辑， 听我们的学生如何评价女王大学 
www.youtube.com/come2que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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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王大学，学生们不仅能接受到助其人生和事业蓬勃发展的教育，还能使学生们成为女王
大学这样一个世界级大学的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

作为罗素联盟大学成员，女王大学通过传统和创新相结合的特有方式为国际学生提供极佳的
受教育和职业生涯发展的机会。目前大约有1500个来自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国际学生在女
王大学学习。

女王大学：一个国际枢纽

女王大学有11个专业在全英排在前10位，有21个专业在全英排前20名 
泰晤士报和周日泰晤士报2015大学指南

全英排名第一的药学学院（药学和药理） 
泰晤士报和周日泰晤士报2015大学指南

世界排名23的最具国际视野的大学 
泰晤士高等教育2014

女王大学: “北爱尔兰的牛津剑桥” 
周日泰晤士报

学生满意度全英排第13名 
大学指南2015

英国最安全的地区 
英国2013年犯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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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r 杂志2014年世界

范围生活费用调查结果显

示，贝尔法斯特是英国生

活费用最低的城市



多姿多彩的学生

被泰晤士高等教育学生服务杰出奖提名，女王大学
是英国少数真正为学生服务做出巨大投入的大学之
一。

世界各地师生的异域文化和理念铸就了女王大学具
有创新和活力的今天。

卓越的科研和教学

女王大学的学历在现今的知识经济市场上含金量非
常高。成就显赫的科研成果在高标准的教学中处处
得以体现。来自各种独立组织的评估都显现出女王
大学是英国顶尖的大学之一。

女王大学已经获得了五个英国女王高等教育周年
奖,  在绿色化学、环境研究、古生态学、法律和
北爱尔兰的综合癌症服务(CCS)计划方面取得了世界
级的成就。

英国的最新研究评估考核(RAE)公布, 女王大学的所
有学术研究领域都被评为 “世界领先”, 女王大学的
研究优势也从教学质量中得到反映。

丰富的遗产

1845年由维多利亚女王创建，女王大学是英国顶尖
的研究密集型大学。学生都是由各个科研领域杰出
的科研教师教授。

罗素联盟大学

作为罗素联盟大学成员, 女王大学是英国24所顶
尖的科研密集型大学之一。女王大学的科研人员与
250多个世界各地的大学有着密切的合作。

我选择女王大学是因为她极高的名望
和高质量的科研。我非常喜欢我所在
的科研小组里的友好环境。作为出色
的科研团队中的一员和知识渊博而且
非常友善的导师打交道是非常开心的
事情。我在女王的经历远远超出了我
到来之前的期望值。对未来我的科研
生涯前景我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Nida Alshraiedeh (约旦) 
微生物药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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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

2014/15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女王大学位居世界
前200名的大学和前100名的国际学院和学生的行
列之中。

94%女王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6个月内找到工作或
者进一步深造，有12709名学生参加了就业培训活
动。

丰富的专业门类 

女王大学有着丰富的专业门类可供选择，15个专业
排名前20。

2015年有15个专业排名前20 排名

会计与金融 19

农业,林业学与食品 8

解剖生理学 16

人类学 12

建筑学 5

建设和城乡规划 18

化学工程 6

牙医 3

教育（圣玛丽学院） 4

法医和考古学 10

法律 11

数学 20

音乐 10

药学和药理学 4

社会工作 14

资料来源：2015年卫报英国大学指南学生满意度全英排第13
（2015年大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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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的校园

女王大学的校园是英国最现代的大学校园之一, 包
括获奖的McClay图书馆, 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图书馆
之一, 拥有120万卷藏书, 可容纳 2200个读者。我
们还有装修一新的学生会大楼(全英排名第5), 最先
进的体育中心 (PEC) ——被指定为2012年奥运会
训练场馆，以及新建的学生宿舍大楼。

国际学生住宿

对于国际学生, 包括那些只就读一学期的留学生和
交换生, 女王大学确保他们至少第一年可以住在学
校宿舍。

学生主要宿舍区都位于较好的居民住宅区内，从宿
舍到校园步行即可。所有宿舍都有厨房，有的房间
带有内卫，有网络和无线上网，上网费用都含在住
宿费中。

对于已经结婚的国际学生来说, 不容易在短期内找
到合适的住房，建议打算带家属到女王大学来的学
生，请先做好如下事宜：

 • 一旦你已经拿到女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并决定
来女王学习，请立即联系我们，咨询是否有适合
家庭的住房

 • 如果学校里没有适合家庭的宿舍，建议学生先单
独来，以便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宿舍。

国际学生服务

国际学生服务办公室设在国际学生和研究生中心, 
有专门从事签证服务的老师帮助国际学生。国际学
生到英国来之前可以事先联系他们，咨询关于签证
事宜。

电话：+44 28 9097 3820 | 电子邮箱：iss@qub.
ac.uk网址：www.qub.ac.uk/isso

校园及地理位置

女王大学具有悠久历史的校园坐落在英国北爱尔兰
的首都 - 贝尔法斯特市。从伦敦乘飞机到贝尔法斯
特不到一个小时，英国和欧洲其它地区到贝尔法法
斯特也非常方便。贝尔法斯特有着非常现代化的交
通设施，两个机场每天都有很多航班飞往英格兰和
欧洲主要目的地。

女王大学确保国际学生至少第一

年的学校宿舍。

 www.stayatqueens.com

我学的专业很具挑战性，但是非常令人兴奋。我们有
机会使用实验室里的很有趣的设备。老师们非常专业
并非常乐意帮助我们。课堂设施非常先进，教室位置
也在校园中心。我住的宿舍也非常方便，离教室，体
育馆和超市都很近。

贝尔法斯特是一个很棒的城市，设施先进。当地居民
非常友善，很有耐心。我觉得国际学生在这里很容易
克服文化冲击和当地文化融合在一起。

Yu Zheng （中国深圳） 
土木工程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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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法斯特的学生生活

贝尔法斯特被孤独星球杂志称为“游客必看的
胜地”。

被国家地理杂志--旅行者2012评为世界十大
旅游胜地之一。贝尔法斯特还是欧洲最友好
的和最时尚的地区首府之一。

值得引以为荣的各种娱乐场所，从体育场到
歌剧院，再到剧场，电影院，还有俱乐部，
贝尔法斯特常常吸引到国际著名艺术家和大
型活动来这里举办。

品牌购物

贝尔法斯特有很多名牌商品购物店, 有设计
师的精品店, 很有创意的手工艺品店和热闹
的市场。市中心的购物中心，比如维多利亚
广场，为顾客提供各种各样档次的购物店, 
以适合各种品味和需求。

饮食

贝尔法斯特的食品品种丰富、档次多样。有
历史悠久的酒店、时尚酒吧和流行俱乐部， 
使得贝尔法斯特无愧是一个有着“令人难以
置信的气氛”的“宝藏” (国家地理旅游杂志
2012).

英国最安全的地区

北爱尔兰最近被命名为英国最安全的地区(英
国犯罪调查2013)。女王大学坐落在一个安静
的居民住宅区，大约15分钟可以步行到贝尔
法斯特市中心。贝尔法斯特的街头犯罪和盗
窃率远远低于欧洲或美国其它城市。

独特的地理位置

从醉人的海岸线到五彩缤纷的城市，北爱尔
兰给人们留下丰富多彩的独特的文化体验。
北爱尔兰以其美景著称。有5个景点在英国最
著名的100个景点中被隆重介绍。

贝尔法斯特：英国最快乐的城市

我一直都希望来女王大学读书，因为它是
英国顶尖的罗素大学联盟成员，在排名方
面一直也都很不错。

当地居民非常友善，当和我们交流的时候
都非常乐观而且愿意倾听你的观点。我希
望能留下来，在会计公司找一份工作。

Lingli Liu (中国柳州) 
经济与会计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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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程序

本科生：大多数学生需要通过UCAS (英国大
学本科招生机构) 申请女王大学全日制本科
学位课程。

国际学生的UCAS申请截止日是2015年
6月30日。申请人须在如下网站上申请 
www.ucas.com

国际学生可以通过向女王大学提交申请表直
接申请，这种方式只能申请女王大学，或是
在向UCAS提交正式申请前，被要求提前提
供信息。但是申请医学，口腔学或药学的学
生不能用直接申请的方式。详情请见如下网
页：www.qub.ac.uk/home/StudyatQueens/
InternationalStudents 

研究生：女王大学的绝大部分的授课型和研
究型硕士课程都可以在线申请。硕士申请的
详细信息请查看女王大学网站上硕士申请部
分：http://go.qub.ac.uk/Howtoapply

英语要求

对申请人的英语水平的最低要求是雅思6.0, 
托福90; 然而, 一些课程有更高的要求。
请注意, 雅思的单科成绩有最低分数要求。
详情请见如下网页 http://go.qub.ac.uk/
EnglishLanguageReqs

女王的具体课程入学要求, 请查阅如下网
页：www.qub.ac.uk/home/StudyatQueens/
CourseFinder

奖学金

每年，女王大学都为优秀的自费国际学
生提供奖学金。详情请查询下面的网
站：go.qub.ac.uk/inerschol

招生办公室服务

女王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处理绝大部分学生的
入学申请。招生办公室中有一个团队专门处
理来自国际学生的入学申请, 并且解答任何
你可能有的关于入学要求和如何申请的疑
问。 

你可以通过如下电子邮件联系： 
intl.student@qub.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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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

女王大学INTO专门为国际学生提供了一系列
的专业课程和英语语言课程。这些课程帮助
国际学生进入英国大学, 为适应大学学习和
生活环境作了准备。

去年, 有270多名学生从INTO中心升入到女
王大学的70个不同的学位课程就读。

本科预科课程

两个途径:

 • 商业、人文和社会科学类的本科预科

 • 工程和自然科学类的本科预科

本科预科为学生直接进入女王大学本科第一
年作了准备。这些课程是专为已经在自己的
国家完成了高中课程的学生设置的。

两大预科为学生进入各种各样的学位课程作
了准备，这些课程包括会计、建筑、生物科
学、贸易管理、计算机科学、经济和金融、
食品质量和营养学、国际政治、法律、数
学、药学、心理学和大部分的工程类学位课
程。在成功完成相关预科课程并达到申请专
业所需的成绩后，女王大学确保学生进入所
申请的学位课程就读。

本科预科学制通常是一个学年, 入学日期在
每年的9月和1月。如果学生没有达到直接进
入本科预科的最低英语语言要求, 学生可以
申请4 – 5学期的加长预科课程, 该课程入学
日期在每年的4月、7月和9月。

国际文凭课程

两个途径:

 • 管理和金融类的国际文凭课程

 • 工科类的国际文凭课程

国际文凭课程相当于英国大学第一年的本科
学位课程，该课程为学生直接进入女王大学
许多商业或工程类本科第二年作准备。

管理和金融类的国际文凭课程是由女王大学
设置和验证。成功完成该课程(达到升级所需
的成绩)可以确保直接进入女王大学管理学院
相关专业的本科第二年。

工科类的国际文凭课程是由英国北方大学联
盟（NCUK）设置，由女王大学验证。成功完
成该课程(达到升级所需的成绩) 可以确保直
接进入女王大学相关工科类和其它在英国北
方大学联盟学校本科第二年。

国际文凭课程学制通常是一个学年, 入学日
期在每年的9月和1月。如果学生没有达到直
接进入国际文凭课程的最低英语语言要求, 
学生可以申请4 – 5学期的加长文凭课程, 该
课程入学日期在每年的4月、7月和9月。

英国北方大学联盟(Northern Consortium United 
Kingdom , 缩写NCUK)是由英国11所领先大学所
组成。英国北方大学联盟提供被广泛认可的国际学
生的预科课程已经超过20年。详情请见如下网页 
www.ncuk.ac.uk

大学预科班课程

女王大学INTO手机应用见如下网页： 
www.intohigher.com/qub/appQ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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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课程名称

开课日期 英语语言要求 课程长度
入学年龄
要求

升读途径

本科预科
9月、1月、4
月和7月

雅思4.0到5.0, 取决于课程
长度

3，4 或5
学期

16 本科第一年

国际文凭
课程

9月、1月、4
月和7月

雅思4.5到5.5, 取决于课程
长度

3，4 或5
学期

18 本科第二年

硕士预科 9月、1月
雅思5.5(其中每门单科成绩
需5.0)

3学期 18 硕士学位课程

留学课程及
英语

9月、1月、4
月和7月

雅思4.5到6.5, 取决于开课
日期

6到18
个月

17 本科课程

英语预备
课程

9月、1月、4
月和7月

雅思至少3.0( 写作至少3.0)
至少一
学期

16
任何INTO中心学术课
程或学位课程

学位英语预
备课程

5月, 6月, 

7月和8月
雅思5.0到雅思6.5, 取决于
课程长度和学位课程

4、6
、10周

17 学位课程

* 请注意, 学生上了一段时间的英语语言培训，并注册了一个延长课程后, 可以选择在全年的任何时间段上课。

免责申明

女王大学已经尽力确保这个招生简章是准确和最新的,  但是对于其中的失误和遗漏不负责任。女王大学保留修改 、变更

或中止课程的权利。任何时间修改章程和规定,   恕不另行通知。有些课程在学生被录取前后，如果证明有必要，有可能

内容和课程都会变更。申请人是否被录取，取决于申请人的数量或质量。

学生有责任保证他们能够支付全部的学费，每年的学费是有变动的，具体请见如下网页：www.qub.ac.uk 

研究生预科课程

两个途径:

 • 管理专业预科

 • 金融专业预科

对于不符合女王大学研究生入学资格的学
生，研究生预科课程给国际学生提供了进入
女王大学就读研究生的的衔接课程。有管理
和金融两种类型的研究生预科，给国际学生
提供了就读女王大学管理学院相关专业的硕
士学位课程的通道。

入学英语要求

这是一个全年的英语强化课程，为学生进入
女王大学或INTO中心进行专业学习而设置的
语言课程。学生将会在较高的层次上提高英
语语言、学术能力, 以及科研技能。

研究生预科课程每年9月份和1月开始*, 均衔接9月入学的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成功完成女
王大学研究生预科课程的学生可以获得进一步就读女王大学硕士研究生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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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贝尔法斯特的交通

从伦敦出发的
飞机不到一个
小时就到达

汽车或火车从
都柏林出发只
须2个小时

飞机

从贝尔法斯特的两个机场到最主
要的英国城市，飞行时间都在一
个小时内。每天有多次航班来往
于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和英国及世
界其它城市之间。票价低廉适合
学生。

火车

前往都柏林的火车路途只须两个
小时。北爱尔兰的铁路和汽车交
通非常发达。

渡轮

每天有很多班次渡轮从贝尔法斯
特到苏格兰和英格兰港口。

公交车

奥斯特汽车公司有横渡海峡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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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法斯特：英
国最快乐的城市 
(Instagram 2014)

女王大学和英国本
土及境外3000多个
公司的合作关系使
毕业生就业方面受
益匪浅 

跻身名列世界前1%的
大学（QS 世界大学
排行榜，联合国大学
联盟2014/15）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
学：世界上最美丽的
15所大学之一（赫
芬顿邮报）

贝尔法斯特：欧洲
十大旅游胜地之一
（CNN，2013）

94% 女王大学的学
生在毕业6个月之内
找到工作或进一步
深造

ONE OF THE WORLD’S  
TOP 10 DESTINATIONS

National Geographic Traveller, 2012

BELFAST

SAFEST REGION 
IN THE UK 

British Crime Survey 2013

STUDENTS 

TAKING PART IN
EMPLOYABILITY 

FOCUSED ACTIVITY

OV
ER INVESTED IN  

STUDENT  
SERVICES

£350
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