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拓联国际教育 贝尔法斯特 

 

院校介绍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创立于 1849年维多利亚时代，是英

国历史最悠久的十所大学之一，是英国著名的罗素大学联盟之一（该联盟由牛津，剑桥等

20所英国最著名的大学组成）。现有学生 24560人，其中大学部 19165人，研究生 5395人。

现任校长为 Professor Peter Gregson。 

  女王大学座落于英国贝尔法斯特市的南部，建筑古色古香，环境宜人。经过多年的发展，

女王大学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已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女王大学拥有一流的教学研究仪器设备

和上百万册馆藏图书。它的电脑设备和互动多媒体教学体系在全英大学中居领先地位。全英

只有 3所大学两次荣获英国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女王周年纪念奖，女王大学便是其中之一。 

同时，女王大学设有门类齐全的本科、研究生课程，主要包括科学、法律、医学、工程学、

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农业和食品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工程学院下设的技术开发中心，具有

高科技水平，为学生提供各种技术服务和培训。为适应不断更新的社会需求，该校于上世纪

末进行了一场学科设置和教学机制的改革，使大学教育更加联系实际，毕业生的就职率和就

职能力获得大幅度提高。 

  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从这所大学曾走出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

获得者 Seamus Heaney、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David Trimble 以及爱尔兰总统 Mary 

McAleese。女王大学于 2001年 5月授予前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在 21 世纪中，女王大学以开拓和变革为主旋律，不断扩展新的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和装

备先进的设备，这所具有悠久传统的大学也因此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亮点 

百年红砖大学-英国第九古老的大学（成立于 1845年） 

罗素大学成员，六次荣获英国女王高等教育周年奖，年度创业奖，学生满意程度前 15 

罗素集团大学国际学生总体学习体验排名第一, 研究生学院罗素集团大学排名第一（2015

年国际学生数据调查） 

国际视野排名世界第 20位 （201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 

世界前 200毕业生就业能力  

世界排名（QS 2015/16 全球大学排名）  

全球排名前 1%； 全球前 200强 （全球前 182） 

13个专业前 200强 例如：化学工程，电子电气工程，法律，机械、航空、制造工程，医学，

药学，教育学，统计，历史 

专业排名（2016 年泰晤士报与周日泰晤士优秀大学指南排名)总体全英前 31，25 个专业全

英排名前 20  



前 2: 食品科学    创意写作  牙医   药学 

前 3: 会计与金融  语言学  

前 6: 社会工作学  城市规划  

前 7: 电子与电气工程  

前 11: 建筑   航空与制造工程  

前 12: 法律  

前 14: 化学  

前 16: 经济   通讯与传媒学  

前 18: 商业  社会政策学  

前 19: 数学   英语 

女王大学专用金融交易室  

模拟实时纽约和伦敦的交易所,仅三所大学拥有如此昂贵的虚拟交易室，女王大学拥有最多

终端 

会计学本科课程 ACCA 免考 9 门（全英免考最多大学之一）金融学本科和硕士课程 ACCA 免

考 5门 

管理学院：全英前 20 商学院, 罗素集团排名前 2 商学院 （全英学生调查） 

大量本科阶段三明治课程，研究生阶段实习机会，罗素集团大学挣钱机会排名前 2 

领先的就业率  

罗素集团大学就业率前 8（高等教育统计局 2014报告） 

毕业生担任北爱尔兰 100强公司中 80%高级管理职位（2016年卫报大学指南） 

师资 

罗素集团大学优秀教师排名第二     

设施 

3.5亿英镑投资校园设施   

世界最漂亮大学之一 

世界顶级研究中心 

英国最大信息安全研究中心－ CSIT 

全球最先进的声波实验室－声波艺术研究中心(SARC，Sonic Art Center) 

同类声音艺术表演和实验中唯一的全 3D 工作室，拥有音乐、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中

的世界级专家 

侏罗纪公园音乐在此制作，荣获奥斯卡最佳音响编辑奖 



贝尔法斯特城市－文艺科技友善的城市 

全欧最大电影制片厂（权利与游戏主要拍摄之地），MTV颁奖之地 

全欧最先进最大软件和技术支持中心，全球最大金融技术研究发展中心, 外商直接投资全英

第一（除伦敦外） 

全英生活消费最低（年生活费 5500 英镑－7000 英镑，租房一周 50 英镑左右，仅伦敦费用

的 1/4） 

交通方便，市内两个机场，航线通达全英全欧及美洲，每天 40多趟航班飞伦敦仅需 50分钟，

来回机票仅需 30-60英镑左右， 中国人非常少，大学中国学生比例 5% 

 

费用&入学条件 

 

预科 

入学学费 入学条件 语言及相关考试 

生活费：6000-10000 英镑 

(人民币约：59617.2 - 99362 元) 

入学年龄:无明确要求 

教育程度:高中毕业 
暂无 

其他条件 

高中毕业，且成绩优秀 

 

本科 

入学学费 入学条件 语言及相关考试 

入学学费：14460 英镑 

(人民币约：143677.452 元) 

生活费：6000-10000 英镑 

(人民币约：59617.2 - 99362 元) 

入学年龄:无明确要求 

教育程度:高中毕业 

雅思：6.0 

传统托福(PBT)：550 

托福机考(CBT)：213 

IB：27 

其他条件 

1.高中毕业,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并且已经完成英国大学预科课程 

2.高中毕业,取得高中毕业证书,A-level 合格或者高中 GPA：75.0 



3.其中农业技术、医学、牙医学等专业,要求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就读国际预科 

4.中国大学在读一年级学生,成绩优秀及可申请(英语条件不满足)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国际文凭课

程,然后可以直接就读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大二的课程,专业一定相符合,目前只有管理、经济等学科

提供类似的申请。 

 

硕士 

入学学费 入学条件 语言及相关考试 

入学学费：14460 英镑 

(人民币约：143677.452 元) 

生活费：6000-10000 英镑 

(人民币约：59617.2 - 99362 元) 

入学年龄:无明确要求 

教育程度:本科毕业 

雅思：6.0 

传统托福(PBT)：550 

托福机考(CBT)：213 

1  本科毕业,985 或者 211大学：申请课程要求 2:1 对等英国学位，则本科平均成绩需达到 75 分。

申请课程要求 2:2 对等英国学位，则本科平均成绩 70 分。 

2.本科毕业,双非大学：申请课程要求 2:1 对等英国学位，则本科平均成绩需达到 85 分。申请课程要

求 2:2 对等英国学位，则本科平均成绩 80 分。 

 

院校实施 

麦克雷图书馆 

麦克雷图书馆位于植物园大道（BotanicAvenue）上的学院公园里。这栋新建筑里有 2000

个阅览座位，藏书量高达 120万册。图书馆里为教学科研提供了广泛的设施，包括两个语言

实验室、计算机帮助中心、自习室和培训室。图书馆里收藏了大量的书籍杂志、手稿和期刊，

尽显过去 160多年来收藏的精华。 

计算机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在用信息通信技术（ICT）支持教学方面走在时代前列。校园里各

处的学生计算机区里共有 2200 台计算机。无线网络让师生能够通过自己的手提电脑、手机

或个人桌面设备上网。校园的电脑上都安装了 Windows 7操作系统，对安装的软件也不断升

级更新。学生会有个人电邮帐户，能够通过学校名为“女王在线”的虚拟学习环境进行远程

学习。 

语言中心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有一个先进的多媒体语言中心，帮助学生提高语言机能。语言中心

为大学各个专业想要学习语言的学生提供语言课程，也开设了有针对性地语言证书课程。 

体育活动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体育设施一流。女王大学的体育活动中心位于贝尔法斯特美丽的

植物园里（PEC）。大学投资了 700 万英镑来为这个中心增添新的设施，其中包括健身区、

一个 6道游泳池、两个体育馆、训练室、球场和室外训练设施。 

新生欢迎服务 

女王大学的国际学生支持团队专门负责照顾和支持国际学生，而且这样的服务从学生到

校前就开始了，力求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抵达英国后的新生活。该团队在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

为国际新生提供接机服务。在规定的日期里，学校会在机场免费迎接国际学生。 

迎新介绍活动 

为了帮助国际学生适应女王大学的生活，学校还组织了迎新介绍活动。该活动向学生提

供学习、大学住宿、生活开支和当地移民要求方面的信息。活动中还会带领学生参观大学的

学术和休闲设施，以及参观贝尔法斯特市。 

签证和移民支持 

国际学生办公室为有意前来我校的国际学生和需要延签的在校生提供签证和移民方面

的建议。 

学生会 

学生会开展的服务和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学生建议中心就在大学主校址对面，为学生提

供社交和福利方面的建议。学生会支持着 65个学生社团，让学生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兴趣、

尝试新事物。 

就业建议 

大学提供各种就业服务，其中包括组织求职招聘会和培训讲座，为在校生提供求职上的

协助。就业服务部的工作人员也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就业发展和进一步深造方面的指导。 

住宿条件 

女王大学保证至少为国际学生提供第一年学习期间的大学住宿。女王大学的 Elms 村和

其他的学生寓所都在大学的步行范围内。女王大学拥有的宿舍超过两千个，所有的住宿都是

膳食自理型的，有的房间是套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