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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 英国是国际学生攻读硕士研究生的首选地

• 在读的硕士研究生中有46%来自于非欧盟国家

• 其中，中国学生有91,215人，远超其他国际学生
人数

• 超过三分之一的硕士研究生选择学习医学、健康
与生命科学类专业

在英国攻读硕士研究生



● 授课型课程

– 硕士研究生学位（ Masters  degrees  ）（1年）

– 硕士研究生文凭（ Postgraduate  diplomas  ）（9个月）

– 硕士研究生证书（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s  ）（4个月）

● 此类课程由讲师指导，每周开展研讨会和讲座。学生可选择文学硕士（MA）、理学硕士
（MSc），工商管理硕士（MBA）、工程硕士（MEng）或者科研型硕士（MRes）项目。所
有学位课程均包含研究项目或论文模块。

● 科研型学位

– 博士学位：一般是为期3年的研究型项目

● https://www.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co.uk/postgraduate/postgraduate-education/types-of-postgraduate-study/

学习模式



• 择校需要考虑多重因素

• 地理位置、留学费用、教学质量、权威排名等

• 权威排名

o QS世界大学排名（ 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  ）
o 泰晤士高等教育（ THE  ）世界大学排名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

• 排名种类繁多，均可供查询，包括院校、专业科目、就业能力等

• 罗素大学集团成员地位意义重大

学习模式



• 被誉为英国的“常春藤联盟”

• 代表英国24所顶尖高等学府，致力于保持最高研究水平，为学生提供卓越教学及学习体验

• http://www.russellgroup.ac.uk/for-students/postgraduate-study-and-research/students-from-outside-the-eu/

罗素大学集团

罗素大学集团



• 创立于1849年

• 英国第九古老的大学

• 国际学生来自82个国家

• 24个专业排名英国前20强

• 英国罗素大学集团成员

• 世界大学排名第180位（ 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

欢迎来到女王大学



关于女王大学

罗素大学集团中国际学
生人数增长最快的大学
（2017年HESA调查）

罗素大学集团中学生满意
度排名并列第2位

全英大学排名第36位
（2018年高校全指南）



学生排名

国际视野世界排名第25
位

（2018年泰晤士高等教
育）

全英科研力度排名第8位
（2014年研究卓越框架）

学生体验全英排名第9
位

（2017年泰晤士高等教
育）



“2016年英国最佳城
市”

（2016年《卫报》与《观察家报》
旅行奖）

“贝尔法斯特：2018
年最佳旅游目的地”

（2017年《孤独星球》）

“全英最安全的
城市”

（2016年英国犯罪调查)

“全英生活成本最
低的城市”

（2018年MERCER调查）

最佳学生城市



女王大学全球合作伙伴

• 与全球250多所院校有合作项目

• 与全球3000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 多种学位提供国外学习或产业内实习的机会



英国女王大学生活

• 住宿

保障所有国际学生住宿

住宿费用为每周71－160磅

• 生活成本

全英生活成本最低

9000镑即可负担住宿费和生活开销

• 学费（每年实验室课程）

授课型硕士研究生项目学费 － 20,200镑／年（¥177,175）

科研型硕士研究生项目学费 － 20,300镑／年（¥178,052）

• 有奖学金可供申请



医学、健康与生命科学学部宣讲

Colin  McCoy教授

医学、健康与生命科学学部国际发展部长



“我们学部因世界顶尖的研究工作水平和突破
性研究而享誉全球。我们致力于解决一些全球
健康、食品和环境方面的最大挑战。”

Chris  Elliott教授

医学、健康与生命科学学部副校长



医学与健康相关专业排名

医学、健康与生命科学学部的部分专业排名世界200强
（2018年QS世界大学专业排名）
例如：
• 药学与药理学－100强
• 护理－50强
• 医学－200强

《泰晤士报》与《星期天泰晤士报》发布2018年优秀大
学指南（Good  University  Guide  2018）：

• 药学与药理学－全英第5位
• 牙科－全英第5位
• 食品科学－全英第5位
• 医学－全英第20位



QUB  Heritage

SCHOOLS 学院

医学、牙科与生物医
学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学院 护理与助产学
院

药学院



医学、健康与生命科学学部四大课题

健康 食品

生物科学 生态保护



学费与奖学金



• 在英国，博士生需要承担实验室内研究项目消耗品的费用，即板凳费（ Bench Fee）

• 为支持未来的医学、健康与生命科学学部的博士生的学习，学校将为其补贴板凳费：

研究项目支持

支持 金额 申请资格 申请程序

板凳费 博士学习期间，
4000磅／年

向所有自费博士生开放 成功申请博士学位项目后，由研究项目主持人
（PI）申请



授课型研究生项目奖学金
奖学金名称 金额 申请资格 申请程序

英国女王大学忠诚奖学金（QUB  
Loyalty  Scholarship  ）－仅限女王
大学本校学生

仅限免除第一年学
费的20％

所有收到录取通知的中英联合
学院（CQC）学生

录取通知持有者须填写表格申请

早鸟奖励（Early  Bird  Reward） 仅限免除第一年学
费的10％

所有收到录取通知的国际学生 2019年8月22日之前支付90%学费的录取通知持有者，自动
授予

校长成就奖学金（Vice-Chancellor  
Attainment  Award）

免除全额学费（最
多一年）

1个名额 通过英国女王大学网站申请

国际部办公室奖学金（International  
Office  Scholarships）

3000磅 所有收到录取通知的国际学生
－不能与其他奖学金计划同时
使用

自动授予

详细条款及条件请参见：www.qub.ac.uk



选项 奖学金 申请资格 第一年学费

1 英国女王大学忠诚奖学金 无限制 £16,160

2 英国女王大学忠诚奖学金＋早鸟奖励
无限制 £14,210

3 校长成就奖学金 1个名额 £0

4 国际部办公室奖学金 无限制 £17,200

详细条款及条件请参见： www.qub.ac.uk

授课型研究生项目奖学金



奖学金名称 金额 申请资格 申请程序

中英联合学院女王大学学
者奖学金（CQC  Queen’s  
Scholar  Awards）

每个学生奖学金总额
9000磅

(每年免除3000磅学费）
最高免除3年

4个名额

可与早鸟奖励同时使用

早鸟奖励 仅限免除第一年学费的
10％

所有收到录取通知的
中英联合学院学生

2019年8月22日之前支付90%学费的录取通知持有者，
自动授予

英国女王大学忠诚奖学金
－仅限女王大学本校学生

仅限免除第一年学费的
20％

所有收到录取通知的
中英联合学院学生

录取通知持有者须填写表格申请

校长成就奖学金 免除全额学费（最多3
年）

1个名额

不能与其他奖学金计划
同时使用

通过英国女王大学网站申请

国际部办公室奖学金 2500磅（第一年） 向所有自费学生开放 自动授予

国家公派留学奖学金
（CSC）

全额奖学金 约3个名额 国家公派留学奖学金申请者

科研型研究生项目奖学金



选项 奖学金 申请资格 第一年学费 第二年学费 第三年学费

1 中英联合学院女王大学
学者奖学金

4个名额

£17,300 £17,300 £17,300

2 中英联合学院女王大学
学者奖学金＋早鸟奖励

£15,270 £17,300 £17,300

3 英国女王大学忠诚奖学
金

无限制（中英联合学院
学者除外）

£16,240 £20,300 £20,300

4 英国女王大学忠诚奖学
金＋早鸟奖励

无限制（中英联合学院
学者除外）

£14,210 £20,300 £20,300

5 校长成就奖学金 1个名额 £0 £0 £0

详细条款及条件请参见： www.qub.ac.uk

科研型研究生项目奖学金



接下来呢？
对女王大学的授课型研究生（PGT）/ 科研型研究生（PGR）项目有疑问吗？

• 请联系 askmhls@qub.ac.uk，获得课程/奖学金和贝尔法斯特生活相关的更多信息。

申请了吗？

• 可通过在线申请门户（Direct  Application  Portal）直接申请授课型研究生项目。免费申请！如果
你想了解博士学位项目，请联系 askmhls@qub.ac.uk，我们可以帮你与导师取得联系，寻找合
适的研究课题。

收到录取通知了吗？

• 如果你对课程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askmhls@qub.ac.uk，获取更多相关信息。你可以通过在线
申请门户接受录取通知。

选择女王大学了吗？

• 我们会帮你与住宿团队取得联系，国际学生支持团队将指导你如何获得学习录取确认函（CAS）
和学生签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