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拓联国际教育

雷丁大学

院校介绍
大学简介
雷丁大学由牛津大学于 1892 年建立，1926 年得到皇家授权正式独立成为大学。如今，
已成为一所集研究和教学一体的综合大学，其各方面的成就，已经使其位于英国著名大学之
前列。
雷丁大学的教职员工不但为能够拥有英国最美丽的大学校园，而且为能够给学生提供高
水平教学和研究支持而骄傲。目前大学拥有 18,000 多名学生，其中本科 10,700 多名，来
自全球 140 多个国家的国际留学生近 6,000 名。
雷丁大学共有 4 个学系（Faculties），包括：亨利商学院（Henley Business School），
生命科学学院（Faculty of Life Science），理学院（Faculty of Science）和艺术、人
文及社会科学学院（Faculty of Art, Humanity & Social Sciences）。其教学领域涉及农
业，会计金融、商业管理、经济、房地产、法律、食品、营养学、计算机、电子、气象学、
艺术等，其教学层次包括：本科、硕士及博士。
学校声誉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红砖大学，雷丁在世界及本土范围内取得了广泛的认可。根据 2016
年 QS 和 THE 世界大学排名，雷丁大学分别位列全球第 156 位和 164 位。根据 2016 年卫
报和泰晤士报英国本土大学排名，雷丁位列第 25 位和第 32 位。这是对雷丁大学在教学、
研究及服务等各方面的肯定。作为世界前 1%的大学之一，雷丁大学也不断探索发展，在 2015
年 REF 研究排名中，雷丁在研究投入及密度上位列英国前 20。
雷丁大学曾 4 次获得女王周年奖（Queen’s Anniversary Prize），以表彰其对地区
及社会的贡献，也是对大学教学及研究质量的进一步认可。在 2015 年学生满意度调查（NSS）
中，89%的学生表示对其在雷丁的学习表示满意，这在所有英国大学中位列前茅。
作为雷丁大学商学院的亨利商学院（Henley Business School），是英国最早成立的商
学院，以培养优秀的商业人才和领导者而著称。它是欧洲顶尖商学院，是全球 60 多所同时
获得三重认证（AMBA, EQUIS, AACSB）的商学院之一。同样，其国际金融研究中心（ICMA）
也以其优异的教学及研究水平取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可，也被誉为英国金融专业七驾马车之一。
教学及研究
雷丁大学一直为其在教学及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而骄傲，在最新的国家科研评估—英国
大学科研质量调查（REF）中，雷丁大学有 98%的研究成果取得世界认可，其中 78%的研究
被评为优秀级别（excellent）。这是对大学卓越的、充满活力的和支持性的科研环境的一
种肯定，而这也可以帮助大学吸引更多优秀的降职员工和研究生，并且也使得学校的研究成
果更加适应社会的需求。
大学一直致力于教学方法的不断探索，并且其教学和研究成果方面取得了广泛的认可，
部分课程领域在英国大学中名列前茅，根据 2016 年英国三大媒体（泰晤士报、卫报、完全
大学指南）数据，各专业方向排名如下：

专业方向

泰晤士报

房地产-Real Estate

2

农业与林业-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1

畜牧学-Animal Science

2

建造学-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3

卫报

完全大学指南
1

2

听觉及口腔科学-Aural and Oral Science

2

4

食品科学-Food Science

7

2

药剂学-Pharmacy

7

7

城市及景观规划- Planning and Landscape

8

5

7

艺术设计-Arts and Design

5

10

教育-Education

8

12

会计与金融-Accounting and Finance

9

市场营销-Marketing
考古学-Archeology

9
9

11

意大利语-Italian

13

英语及创意写作-English and Creative Writing

13

地球及海洋科学-Earth and Marine Science

6

10

14

古典文学及古代史-Classics and Ancient History

15

语言学-Linguistics
戏剧、舞蹈及电影-Drama, Dance and Film

15

德语-German

18

政治学-Politics

19

20

另外，雷丁大学气象学专业在欧洲及全球享有很高的声誉，属于欧洲顶尖气象研究中心
之一，在英国位列前 3；根据欧洲《经济学者》2016 年评比，雷丁 MBA 位列全球第 22 位，
英国第 2 位。英国 REF 研究排名中，印刷及字体设计（Typography）被评为英国第一，地
球及环境科学（Earth and Environment）英国第四，农业及食品英国第四，古典学英国第
六。

雷丁大学与英国当地的公司（包括普华永道、汇丰银行等）在人才合作培养上，有着良
好的长期合作，对于在雷丁学习本科课程的学生，85%以上的课程提供三个月到一年的带薪
实习机会。
地理位置
雷丁镇位于泰晤士河的中游，在伦敦以西 40 英里，火车 25 分钟左右达到伦敦市中心。
这里是伯克郡府所在地和英国乡村环境最美的城镇，同时也是英国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历
史悠久的城镇之一。 雷丁的经济和商业十分发达，其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来很多的国内外
的商业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被称为“欧洲的硅谷”，同时也是英国失业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雷丁大学共有 3 个校园，其中 Whiteknights 校区为其最主要的校区，占地 130 多公
顷，为英国最美丽的大学校园，大学 90%以上的课程在此校区教授。在以往连续 6 年的英
国 1,600 个绿地环境评比中，在所有英国大学校园中位列第一。

费用&入学要求
预科
入学学费

入学条件

语言及相关考试

入学学费：12600 英镑
雅思：5.0
(人民币约：125196.12 元)

入学年龄:无明确要求

生活费：6000-10000 英镑

教育程度:高中毕业

传统托福(PBT)：500
托福网考(IBT)：61
(人民币约：59617.2 - 99362 元)

其他条件

（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申请人需参加该校举办的预科英语入学考试
语言要求：
--科学、生命科学要求-雅思 5.0，各部分最低分数 5.0，传统托福（PBT）500，托福网考（IBT）61，英文写作分数 3
商学院专业、社会科学、文学与人文学科专业要求-雅思 5.5，各部分最低分数 5.0，传统托福（PBT）520，托福网考（IBT）68，英文写作分数 3
--法学、言语与语言疗法-雅思 6.0

本科

入学学费

入学条件

语言及相关考试

入学学费：11440 英镑
雅思：6.5
(人民币约：113670.128 元)

入学年龄:无明确要求

生活费：6000-10000 英镑

教育程度:高中毕业

传统托福(PBT)：570
托福网考(IBT)：88
(人民币约：59617.2 - 99362 元)

其他条件

学术要求：
高中毕业且完成相关预科课程
持有 IB 证书，或
持有 A LEVEL 证书，或
完成大学本科一年级课程
语言要求：
剑桥熟练英语考试（Cambridge proficiency English）：C
英语考试侧测评（TEEP）：6.5

硕士
入学学费

入学条件

语言及相关考试

入学学费：15000 英镑
雅思：6.5
(人民币约：149043 元)

入学年龄:无明确要求

生活费：6000-10000 英镑

教育程度:本科毕业

传统托福(PBT)：570
托福网考(IBT)：88
(人民币约：59617.2 - 99362 元)

其他条件

语言要求：
雅思：6.5-7.0
传统托福（PBT）：570-600
托福网考（IBT）：88-100
剑桥熟练英语考试（Cambridge proficiency English）：C 或 B

英语考试侧测评（TEEP）：6.5-7.0

工商管理硕士（MBA）
入学学费

入学条件

语言及相关考试

入学学费：25000 英镑
雅思：7.0
(人民币约：248405 元)

入学年龄:无明确要求

生活费：6000-10000 英镑

教育程度:本科毕业

传统托福(PBT)：600
托福网考(IBT)：100
(人民币约：59617.2 - 99362 元)

其他条件

雅思：写作最低分数 7，其他部分最低分数 6.5
传统托福（PBT）：写作分数 5.5
剑桥熟练英语证书（Cambridge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A

院校设施

各种学生社团和俱乐部有 130 多个。学校主图书馆藏书 120 万册，各教研室藏书另有三
十余万册。校内共有 5000 多台计算机。所有计算机均 24 小时与图书馆和互连网相连。计算
机维护人员每周 6 天提供技术支持。并随时指导新学生使用这些校内设备。
图书馆
雷丁大学有两个主图书馆，一个位于 Whiteknights 校区，适合所有等级的学生使用。另
一个是 Bulmershe 图书馆，涵盖的领域包括教育、健康、社会福利、艺术、电影和戏剧。学
校还有档案图书馆和地图图书馆，馆内有 7 万多张地图。图书馆内还有黑白影印和计算机服
务。Whiteknights 校区的主图书馆有 80 多台电脑、打印机和遍布各处的无线网络。
计算机
全校有 600 多个工作站供学生使用电脑，有些是 24 小时开放的。学校公寓内有宽带连
接并且在校园的某些地方有无线网络。你还可以在网上的培训单元中提高自己的计算机技能。
福利
在雷丁大学获得福利的方式很多，所以学生无需担心自己找不到帮助。学校提供一个咨
询服务，就像在医疗中心那样，你可以在那里很快地看到医生。学生会也有一个咨询团队解
决福利问题。夜线是由学生会经营的夜间热线，那里的志愿者能帮你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医疗
健康中心就在校园附近，当你在第一个星期在那里登记之后，中心就会给你一个快速体
检，并且根据你的需要给你预约医生。
商店
Whiteknights 校区离市中心并不远，而且学校周边也有很多小商店、银行、药店和面包
房。学生会也有自己的商店，有学生所需的各类商品：食物、饮料、三明治、小吃、酒、药
物、文具、卡片和杂志等。另外还有一个 Blackwell’s 书店可以买到课本。
银行
在 Whiteknights 校区的中央有一个 Lloyds 取款机，在体育中心附近也有一个 Natwest
取款机。在市中心有各大银行的分行，取款大都免费。
住宿与生活
学校有 14 处学生宿舍区。宿舍分为普通宿舍和包餐宿舍等不同形式。并且有专门为已
婚学生提供的宿舍。学生宿舍办公室也协助学生在校外租私房。95%的新生住校；全部学生
中有 48%住校。有 3000 个包伙食的宿舍，周租在￡137.39 以上。1700 个可以自己作饭的宿
舍，周租￡99.89 以上。宿舍最短租期为一个学期。
各种活动丰富多彩。有现场音乐演出，周末迪斯科和免费的酒吧乐队演出。校内有电影
院，每周放映两场。校内有体育活动中心。校内出售的体育比赛和活动票都为学生打折。
学生服务
学生服务中心（SMSC）提供各个方面的咨询和资讯服务。中心还有一批在某些领域具
有专门知识的咨询人员，提供如国际事务、住房、健康、资助和学术问题方面的咨询。如果
中心无法为学生提供所需的资讯，中心人员会求助于校外团体或者是学校的某个部门， 如
卫生中心、咨询处、就业咨询处和住宿处等。雷丁大学开展特点显著、自主主动的校内体育
运动计划以使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参加体育锻炼。长年累月，该大学都开展各种社会性体育活
动，例如 7 人制橄榄球、5 人制足球或使 6 人制曲棍球比赛。
有学习指导顾问，海外学生指导员，保健中心有医生、牙医、心理医生等。并有课外辅
导员，法律顾问人员，已婚学生服务人员和幼稚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