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拓联国际教育 邓迪大学 

 

院校介绍 

邓迪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e）是一座坐落于苏格兰邓迪市的公立大学，创立于

1881年，除邓迪外它在苏格兰其它地方还有少许研究所。现有学生 18,000人，教职工 3000

人。学校在 2005 年被《泰晤士报》评为全英教学质量第一名，其中社会服务，生物科技和

建筑专业被评为全英前十。另外学校被《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为 04－05 年度苏格兰最佳大

学。 

从它创办以来大多数历史时间里它是圣安德鲁斯大学联邦的一部分。1967 年学校大举

扩建后独立，但是保留了它的许多古老习俗和管理结构。独立后它逐渐成长为一个国际有名

的教育研究中心。 

大学的主校园位于邓迪的西区，在市区其它地方以及在市外如法夫也有一些设施。邓迪

大学的法学、医学、牙科学等传统学业以及一些新兴学业如生命科学和艺术非常有名。 

经过 100多年的发展，邓迪大学现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七大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艺术和设计学院、教育和社会研究学院、工程及物理学院、法律和财会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以及医学、牙医和护理学院）和 12000名学生和 3900名教职员工的综合性大学。 

邓迪大学在许多领域中的研究水平都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其中最为突出的学科领域包括：

生命科学、医学、金融、法律、建筑、艺术与设计、材料科学、工程等。学校于 1998 年被

授予女王大学年度奖的殊荣。在最近的由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大学评比中，邓迪大学因在

学科教学质量、毕业生工资收入、学校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突出表现而荣鹰 2004 年苏格兰年

度大学奖。在全英大学的综合性排名中，邓迪大学位于第 30 位，这比上一个年度上升了六

位，较初次设立英国大学排行榜的 1998年上升了 18位。 

邓迪大学被认为最具有活力的苏格兰大学地区规划，医学开设专业包括医学、牙医、护

理学、助产学与医疗教育等专业。 

院校特色： 

邓迪大学在英国及世界大学排名中屡占鳌头 

邓迪大学被《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2016 优秀大学指南评选为年度最佳苏格兰

大学，创立不足五十周年新兴大学排名前 20位（泰晤士 2016年创立不足五十周年高等院校

百名榜）。我们的学生在满意度一项给予了我们非常高的评价——连续 6 年在由泰晤士报高

等教育（THE）举办的“学生体验调查（2010-2015）”中名列苏格兰地区第一名。 

以下是邓迪大学近年来满意度排名以及专业排名。 

2016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 150 所创立不足 50年的新兴大学 

世界前一百所 50年内创立的大学 -- 第 16位 

英国仅有 25所大学上榜；邓迪大学是前 40名中唯一的英国大学 

在“引用”和“行业结果”两项评选标准中都在英国名列前茅 

2016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学生体验调查 

邓迪大学获得苏格兰地区第二名。 

邓迪大学同样位于英国第 21位。 

2016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最国际化的大学 

在前两百所大学中排名第 123位 



在由高等教育主导期刊《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编纂的全新的世界大学名单中，邓迪大学的名

字被列入全球最国际化的大学之中。 

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 

世界排名第 185拉，英国排名第 31位 

在研究引证方面，邓迪大学的影响力已跃居全球前 10%。 

泰晤士报优秀大学指南 2016 

荣获苏格兰地区 2016 和 2017年度大学 

在英国排名已上升了 8位，现居 37 位；苏格兰地区第 4位，邓迪大学在教学质量方面位于

苏格兰地区榜首，英国并列第 9位 

2015全国学生调查专业领域满意度 

▪ 以下领域的整体满意度达到 100%，英国排名第 1 位：美国研究、鉴证与考古科学、市

场营销学、媒体研究（电影研究）、创意艺术与设计的其它课程、物理、社会工作和西

班牙语研究 

▪ 以下 11个学科的满意度在英国排名前 10位：牙医学（第 3位），教育领域其它（非 ITT）

（第 3位），计算机（第 4位），人类与社会地理（第 4），医学（第 6），心理学（第 6），

经济学（第 7），土木工程（第 8），英语研究（第 8），哲学（第 8），规划学（第 9） 

▪ 以下领域位于英国前 20：职前教师培训（第 11 位）、德语研究（第 11 位）、金融（第

13 位）、政治学（第 14位）、设计研究（第 15位）、历史（第 20位） 

▪ 90%以上的学生对邓迪大学 43 个课程领域中的 18个整体满意（会计、土木工程、计算

机科学、牙医学、经济学、英语研究、金融、德语研究、历史、人类与社会地理、职前

教师培训、法律、医学、教育领域其它课程、哲学、规划学、政治学和心理学） 

优势课程 

今年，邓迪大学的学生对很多学位课程的整体满意度高达 100%，包括： 

• 文学学士（荣誉）社会工作 

• 会计学学士（荣誉）会计金融 

• 设计学学士（荣誉）室内与环境设计 

• 设计学学士（荣誉）纺织品设计 

• 理学学士（荣誉）法医人类学 

• 法学学士（荣誉）法律（苏格兰英国双认证） 

• 文学硕士（荣誉）英语（文学）与电影研究 

• 文学硕士（荣誉）地理学 

• 文学硕士（荣誉）国际关系与政治 

• 工程硕士土木工程设计与管理 

2016《英国大学完全指南》 

综合排名英国第 42位，苏格兰第 7位 • 解剖学与生理学排名英国第 2位，苏格兰第 1位 

• 工程综合排名英国第 3位，苏格兰第 1位 

• 土木工程、牙医学、教育、数学、医疗技术和运动科学排名英国前 10位 

• 土木工程、牙医学、教育、数学、医疗技术、医学和运动科学排名苏格兰地区前 3位 

2016《卫报大学指南》 

英国并列第 38位，苏格兰地区第 6位 

教育、机械工程和医学排名苏格兰第 1位 

以下学科苏格兰排名前 3位：牙医（第 2位）、服装与纺织品（第 2位）、数学（第 2位）、

哲学（第 2位）、社会工作（第 2位）、建筑学（第 3位）、艺术（第 3位）、生物科学（第 3

位）、健康卫生（第 3 位）、物理学（第 3位） 



以下学科英国排名前 10 位：医学（并列第 4 位）、牙医学（第 7位）、服装与纺织品（第 7

位）、机械工程（第 7 位）、数学（第 8位） 

以下学科英国排名前 20 位：设计与工艺（第 11 位）、教育（并列第 11 位）、地理与环境研

究（第 12 位）、哲学（第 13 位）、土木工程（第 14 位）、物理学（第 16 位）、艺术（第 20

位） 

此外，邓迪大学的教学质量英国排名第 5位，苏格兰排名第 2位；整体课程满意度英国排名

第 8位，苏格兰排名第 2位（均依据全国学生调查满意度一项的成绩） 

 

费用&入学要求 

本科 

入学学费 入学条件 语言及相关考试 

入学学费：10200 英镑 

(人民币约：101349.2399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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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托福机考(CBT)：237 

托福网考(IBT)：92 

IB：28 

O-LEVEL：B 

其他条件 

学术要求： 

--进入本科一年级学习要求-- 

高中毕业且平均成绩达到总分的 75%，或 

有高考成绩 

--进入本科二年级学习-- 

根据申请人实际情况而定 

--进入本科阶段 3 三年级学习-- 

专科毕业 

语言要求： 

雅思：6.0，各部分最低分念书 5.0，部分专业要求 6.5 或 7.0 

剑桥熟练英语证书（Cambridge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C 

（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C 

语言中心申请日期 



语言中心申请时间：6 月 30 日 

硕士 

入学学费 入学条件 语言及相关考试 

入学学费：11000 英镑 

(人民币约：109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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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托福机考(CBT)：237 

托福网考(IBT)：92 

IB：28 

O-LEVEL：C 

其他条件 

语言要求： 

雅思：6.0，各部分最低分 5.0，部分专业要求 6.5 

剑桥熟练英语证书（Cambridge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C 

语言中心申请日期 

语言中心申请时间：7 月 31 日 

院校设施 

图书馆 

邓迪主校区有个中心图书馆，在那里你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你需要的图书。在图书馆 2

楼，有个公共开放的学习空间，配备电脑、集体学习桌等，不过在高峰时刻，使用这些设备

的人比较多；在图书馆 3楼，是一个安静的学习空间，没有电脑，给学生提供一些房间，但

要求保持安静。 

图书馆将 24小时开放。另外学校还有一些特殊学科的图书馆，比如：医学图书馆和艺

术图书馆，可以供专门学生参考借阅图书， 

邓迪图书馆平均花在每位学生的费用在英国排名第十。 

计算机 

学校有很好的计算机系统和设备，学生不必为了没有电脑而担忧。但是一些电脑设备在

地下室和客厅，所以是不通风的。 



学校有无线上网系统，学生可以用笔记本电脑在很多场所上网。在图书馆还有很多插头

插座提供给学生需要。 

福利 

学校工会的员工都很平易近人，能帮助学生解决各种问题。医疗 

在 Fresher’s Fayre 有当地的健康中心，学生可以前去咨询或者在那里注册等登记。

商店 

邓迪市有着高级的英国商业街，是购物的中心，学生不必为了购物而抱怨。另外还有一

些著名餐厅。 

银行 

邓迪有许多银行。在学校里有苏格兰皇家银行, Clydesdale , Halifax-Bank of 

Scotland和 Natwest，学生可以步行就到达。 

住宿 

所有留学生均保证第一年入住学生宿舍，价格具有竞争力，生活费便宜。学校附近也有

大量的私人出租房屋。学生服务中心可对学生的福利，住宿，财政，就业，健康等事务提供

建议，免除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