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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伦敦艺术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http://www.arts.ac.uk/

伦 敦艺术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是欧洲最大的艺术、设计、时尚、影视表演、传媒和新闻出版类大学。大学遍布全伦敦，
其六所学院皆位于各社区的中心。学院在吸收和促进当地文化的同时，亦培养了友好互助的学习环境。

伦敦艺术大学的教学和研究被严格的英国国家教育评估机构评为“优秀”；《星期日泰晤士报》大学指南曾把伦敦艺术大学评为“英
国最好的高等院校”。
六所学院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约 20,000 多名学生提供了各个阶段的多元化课程，课程包括预科课程 (Foundation course)、本科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 以及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 乃至博士课程 (PHD)，十分齐全。
学院的教职人员很多都是活跃的专业艺术家、行业从业人员、设计师、评论家或理论家。他们以专业的眼光在引领创意性和实验性
实践的同时，亦不忘进行学术理论分析。丰富多元的学生团体、最尖端的研究和经验丰富的教职员，为学院的学生们带来独特且全
面的学习体验。
创办时间：1986 年

申请起止日期：截止日期 8 月 15 日

学校类型：艺术与设计

学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伦敦

优势专业：服装设计、纺织品设计、平
面设计、室内设计、产品设计、珠宝设计、
鞋类设计、时尚市场和管理、纯美术、建筑、
电影、动画、传媒与摄影、策展、陶瓷设
计、媒体、影视制作、化妆造型、表演艺术、
舞台和特效设计等等

主要院系：伦敦艺术大学下设 6 所学院，
分别为：伦敦传媒学院、伦敦时装学院、坎伯
威尔艺术学院、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中央
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和温布尔登艺术学院

平均录取率：13%

12

费：依据不同专业而定

申请本科：
1） 艺术类专科或本科学历；
2） 有艺术设计类相关基础；
3） 提交相应专业的作品集；
4） 时装管理、游戏设计、文物保护等专
业 高中生可直接

录取要求：雅思 6.0 托福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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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阿伯丁大学
University of Aberdeen

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
http://www.abdn.ac.uk/

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简称 AU）于 1495 年在苏格兰阿伯丁创立，是著名的教育和研究中心。该校是中世纪创

建的四所苏格兰古大学之一，也是全英校龄第五长的大学，学生总数近 14000 名。阿伯丁大学自创校以来，一直是英国的最具历史，
代表性和实力的顶尖研究型学府之一，该大学的教学和研究质量举世闻名，拥有五名诺贝尔奖得主。是英国 20 所明星级大学之一。
曾被泰晤士报评为“十所最有利于就业的大学”中的第一名。在 2016 泰晤士世界国际化大学排名中阿伯丁大学位居世界第 37 位。
阿伯丁大学的医学享有盛誉，设有英语系国家第一所医学院，胰岛素和核磁共震都是由阿伯丁大学教授发明的。法学院被认为是英
国的顶级法学院之一。石油类专业全球第二，学位被能源研究所及机械工程师学会等多家专业机构和组织认证，就业机会多。另外
阿伯丁大学商学院被评为全英最佳商学院 TOP 10, 毕业生就业率，薪资水平，雇主满意度皆名列前茅。
创办时间：1495 年

知名校友：麦克斯韦，弗雷德里克 • 索迪，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综合大学

何启，杨昌济，伊恩 • 格雷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ABB

所属地区：英国 苏格兰 阿伯丁市

优势专业：会计学 经济学 信息系统管理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ABB

主要院系： 商学院；人文与社会

哲学 统计学 工程学 法学 医药学 生物化

科学学院；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院；

学 生物学 计算机科学 微生物学

物理科学学院

申请截止日期：每年 1 月 15 日

校训：敬畏上帝乃智慧之初

开课日期：9 月（部分课程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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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A-ABB
Law 要求：A Level : AAA-ABB

学费：约 11000 英镑 / 学年

Aberystwyth University

http://www.aber.ac.uk/en/

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是威尔士联合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座大学，该大学目前有在校学生近 7000 人，其中包括 1000 多名研究生，
留学生来自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位于威尔士西海岸中部，成立于 1872 年，是威尔士第一所公立大学，也是威尔士大学联盟的创始
院校。全球最大且最早建立的国际关系学院，英国最古老的法学院之一，全英最大的生物生态农学院之一，英国唯一植物精炼卓越
中心，威尔士最大的艺术中心等各项丰富的教育资源使亚伯大学位列泰晤士英国最好大学排名前 40，是全球最国际化的大学之一。
英国五大国家图书馆之一毗邻亚伯校园，是绝佳的学习胜。
创办时间：1872 年

优势专业： 物理、运动和运动科学、地球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和海洋科学、经济学、地理和环境研究、农

雅思要求 : 6.0-7.0

业和林业、美国研究、媒体研究交流和图书

Science 要求 :A

所属地区：英国 / 威尔士

馆长职称、政治、英语

Commerce 要求 :A Level: BBC

主要院系：商科 工科 社会科学

申请截止日期：每年 1 月 15 日

Arts 要求 :A

就 业 率：52.1

开课日期：每年 1 月 1 日、9 月 1 日

Engineering 要求 :A Level: BBC

师生比例：19.1

学费：8475-12250 英镑 / 学年

Law 要求 :A

属

性：威尔士联合大学

Level: BBC - BBB
Level: BBC
Level: 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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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阿斯顿大学
Aston University

http://www.aston.ac.uk/

阿

斯顿大学建于 1895 年，1966 年升格为大学。学校不遗余力地提供学生现代化且高水准的大学或研究所的教育，目的是要让学
生毕业后在就业市场上能面对挑战充分发挥实力的能力并且在职场上获得成就。优秀的课程包括商业、管理和工程学，阿斯顿的毕
业生就业率非常高，在近 12 年间一直保持在全英国排名前 5 之内。
创办时间：1895 年

平均录取率：55.61%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offer 发放速度：6 周

雅思要求 : 6.0~6.5

就 业 率：75.7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BB-BBB

所属地区：伯明翰市的市中心

师生比例：17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BB-BBB

主要院系：商学院 , 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

优势专业：物政治学、药剂学药学、社会学、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BBB-ABB

建造学、工程学、化学、法语、经济学、数学

Law 要求：A Level : AAB - ABB

入学时间：每年 9 月

申请起止日期：医学每年 10 月 15 日，

属

性：新兴科技大学、玻璃平板大学

语言和社会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医
学院

校

训：Forward

学

费：11500-25750 英镑 / 学年

其他 6 月 30 日，热门专业 1 月 15 日

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
Anglia Ruskin University

http://www.anglia.ac.uk/

安

格利亚鲁斯金大学是位于英格兰东部一所大型现代化的综合性大学，校园主要在剑桥 (Cambridge) 和切尔姆斯福德
(Chelmsford)。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有学生 25500 多人，是英国学生最多的大学之一。现在该校已有 5 个学院。本科及研究生课
程所涉及的学科非常广泛，从商业与管理、教育、卫生与社会工作、文学及艺术、语言、法律到各种理工科类应有尽有，涵盖本科
预科、本科、硕士预科、硕士和博士各个级别。
创办时间：1958 年

就 业 率：65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型大学

师生比例：19

雅思要求 :6.0~7.5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Science 要求：A

属

性：G5 精英大学金三角名校

所属地区：英国 英格兰 伦敦

平均录取率：23.89%

主要院系：经济学；教育；法律；金融；

offer 发放速度：12 周

医学；机械；工商管理；数学等

校

训：让所有努力赢得桂冠

知名校友：伊藤博文、勃朗宁、克里
斯托弗 • 诺兰、甘地
主要奖项：32 位诺贝尔奖 3 位菲尔兹奖
16

优势专业：教育、建筑学、经济学、法律、
药学、解剖生理学、英语、人类学、心理学、

Level : CCC—BBC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CCC—BBC
Arts 要求：A

Level : CCD—BCC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CCC

历史、艺术史

申请起止时间：

每年 9 月 6 日至次年 1 月 15 日
英国大学择校指南 17

学校信息

伯恩茅斯艺术学院
Arts University Bournemouth

http://aub.ac.uk/

伯

恩茅斯艺术学院（The Arts Institute at Bournemouth ）自 1885 年创立伯恩茅斯艺术学院以来，已发展成为欧洲专科教育的
杰出院校之一，设艺术、设计与媒体的课程。本院唯一的一个校园设有一系列专建的工作室，供大约 1,700 名学生攻读全日制课程。
每个课程都有一定的名额来招收英国本国与海外学生，以确保所有海外生尽可能地与英国学生融合在一起。
创办时间：2006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卢顿
主要院系：商学院：商场广告和公共关系、

商务和金融、休闲与旅游、运动与管理、

国安纳西动画电影节、丘吉尔绘画奖、艺术奖
学金皇家学会和设计与艺术导演奖等

就 业 率：97.4%
师生比例：11.1

计算机与信息系统、艺术与设计、生物学

优势专业：摄影、数字技术与新媒体
学
费：

会科学学院：健康护理、心理学、社会科
学和社会服务。教育与体育科学学院：运
动和体育科学、教育。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业广告奖、英国动画奖、RSA 学生设计奖、法

语言交流、法律。创造艺术与科技学院：
与医药科学、传媒与表演艺术。健康与社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主要奖项： 洛杉矶世界动画展、柯达学生商

BA (Hons) Degree £15,000, Diploma
course £12,510,Preparatory Studies in Art,
Design and Media with English £12,510

录取要求：
雅 思 要 求： 本 科 生 基 本 入 学 要 求
IELTS6.0, 最少每个项目 5.5 以上
A-LEVEL : BBB
学院所有的课程除艺术和事件管理的本
科专业外都需要学生提交一组作品。申
请戏剧表演和影视专业的学生则会被要
求参加视听或者寄送有关他们表演技能
的录像带。接受邮寄或者电子邮件发来
的作品。

开课时间：9 月中下旬

http://www.soas.ac.uk/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是伦敦大学系统里享有世界知名度的杰出高校，是全世界研究东方拥有学者最多的机构。课程设置从预科到博士，
涵盖了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其学术专业人员不论在人数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伦敦大学建于 1836 年，是欧洲享
有盛名的大学系统 ( 联盟 ) 之一。而隶属于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它的创新和跨学科学习蜚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一角声国际，享有声誉，
尤其是国际研究中的研究生课程，主要以学科创新，交叉学科研究和国际研究为优势。
创办时间：1826 年

平均录取率：33.33%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综合型大学

offer 发放速度：9 周

雅思要求 : 6.0

性：伦敦大学联盟

就 业 率：68.7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B –ABB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伦敦

师生比例：11.1

Law 要求：A Level : AAA –ABB

主要院系：中国研究、人类学、东南亚研究、

优势专业：物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在亚、非洲国

申请起止日期：1 月 15 日之前

际关系、政治经济和东方语言学的研究在全英排名
前五，仅次于牛津、剑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
学院。人类学全英排名第三，仅仅排在剑桥和伦敦
政治经济学院之后。历史和艺术史第三、政治学第三、
神学和宗教研究第三、经济学第四、音乐第五。

入学时间：9 月中下旬

属

艺术、法学、中东和非洲研究、音乐

校

训：知识既是力量

主要奖项：2009 年荣获英国女王周年奖
18

学

费：16090-17500 英镑 / 学年

生 活 费：1000-12000 英镑 /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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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贝德福德大学

伯明翰大学

Univerity of Bedfordhire

英国贝德福特大学前身为英国卢顿大学。始建于 1903 年，坐落在以伦敦、牛津、剑桥为中心的著名的英国学术三角区。这里也是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源地。卢顿大学是英国 100 多所正规国立大学之一，教授本科学位课程的历史达 100 年之久。1993 年因教学成
绩突出，卢顿大学在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亲准下，晋升为国家级综合大学。2006 年 8 月，与 De Montfort 大学的贝德福特校区
合并，更名为英国贝德福特大学 (University of Bedfordshire)。

创办时间：1885 年

offer 发放速度：8 周

开课时间：9 月中下旬

学校类型：艺术类大学

就 业 率：57.4

开学时间：2 月、9 月

师生比例：19.4

录取要求：

优势专业：2014TIMES 英国大学计算机科学

雅思要求 : 6.0 单科不低于 5.5

属

性：公立大学

所属地区：英格兰南部海岸的多塞特郡
主要院系：分为艺术、设计和媒体领域
校

训：There’s always more to see

知名校友：尼克 - 奈特 ( 摄影师 )、西蒙 伯佛 《
( 一脱到底》的剧本作者 ) 和沃尔夫冈 蒂尔曼斯 (2000 年英国最负盛名的艺术大
奖“特纳奖”的获得者 ) 等

20

专业排名 第 85 名

2014TIMES 英国大学会计和金融专业排名 第
85 名
2014TIMES 英国大学综合排名 第 115 名
TIMES2012 英国大学综合排名 第 105 名
英国大学会计金融专业排名 第 69 名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ttp://www.beds.ac.uk/

two UK A level passes
tarrif:80 (CCE)

申请截止日：每年 1 月 15 日前
学

费：97500-11250 英镑 / 学年

生 活 费：6000 英镑 / 学年

http://www.birmingham.ac.uk/

伯明翰大学为世界百强名校，英国顶尖名校著名的六所“红砖大学”之一。英国常春藤联盟“罗素大学集团”创始成员，M5 大学
联盟创始成员，国际大学组织 “Universitas 21”创始成员。伯明翰大学成为全英第一所红砖大学。学校的标志性建筑约瑟夫 • 张
伯伦钟塔目前为世界最高独立式钟塔，为纪念学校的创始人约瑟夫 • 张伯伦而立。音乐学院由爱德华 艾尔加创立，并为学院第一任
教授，其珍贵手稿现藏于学校。大学拥有拉普华兹地质博物馆与芭伯艺术馆。其中，芭伯艺术馆为全英最优博物馆之一，藏有梵高、
毕加索、莫奈等众多人士的名品。学校主图书馆藏有世界最古老的《古兰经》残稿。
创办时间：1825 年

校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型大学

主要奖项：位诺贝尔奖

属

性：罗素大学集团 ,Universitas 21

训：Per Ardua Ad Alta

就 业 率：86.7

所属地区：英国 / 伯明翰

师生比例：12.6

主要院系：文化与法律学院；工程与物理

优势专业：酒店管理、戏剧舞蹈与电影学、

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医学与牙医

化学工程、心理学、机械工程、城市规划、电

科学学院；社会科学学院

子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化学、经济学

知名校友：内维尔 • 张伯伦、李四光、

学

费：£13860 - £18000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雅思总分不低于 6.5， 单项
不低于 6.0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 -AA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Arts 要求：A Level : AAA –AA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A
Law 要求：A Level : AAA

弗朗西斯 • 阿斯顿、姚桐斌

英国大学择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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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班戈大学
Bangor University

https://www.bangor.ac.uk/

班

戈大学建立于 1884 年 10 月 18 日，初始名为北威尔士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of North Wales, UCNW）。 学生们在这里
接受教育，由伦敦大学授予学位直至 1893 年，班戈以 3 所创始校之一的身份成立并加入联邦制的威尔士大学后，开始以威尔士大
学的名义向学生授予学位，学校也更名为威尔士大学班戈（University of Wales, Bangor, UWB）。班戈建校时并没有独立的校园。
1903 年，市政厅捐赠给大学 10 英亩的土地，用于兴建校园，当地市民也纷纷解囊，慷慨地捐助大学。1907 年，班戈举行奠基仪式，
四年之后，1911 年图书馆，艺术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等主要建筑物竣工。学生们开始在独立的校园内学习。而这些建筑物一直保存至今。
创办时间：1884 年

offer 发放速度：6 周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平均录取率：19%

雅思要求 : 6.0-7.0

所属地区：英国威尔士

就 业 率：61.9

主要院系：商学院，法学院，自然，人文，

师生比例：19.1

健康学院，应用科学院等

校

训：Welsh: Gorau Dawn Deall;

Latin: Mortis felix et dominus

知名校友：罗伯特爱德华兹 , 保罗贝朗热
主要奖项：近年来的科系评比中，班戈大

学的海洋科学系不仅规模为英国最大，而
且荣获了国家优秀专业中心的称号

22

Science 要求：A Level : 136-112 tariff points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120 tariff points
Arts 要求：A Level : 120-104 tariff points

优势专业：大学拥有四个主要学院：艺术和社会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80 tariff points

科学院、科学和技术学院、教育学院、卫生研究学院。
海洋环境学教学成果突出。班戈威尔士大学的银行，
财会会计以及管理课程在世界范围内均得到承认，
其函授工商管理更是倍受称道。

Law 要求：A Level : 128-120 tariff points

学

费：12,500-15,300 英镑 / 学年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 1 月 15 日前

音乐、艺术设计、射影影像、农业与林业学、
商科、教育学、计算机科学、会计与金融、电
子电气工程、地理与环境科学、创意与写作

英国大学择校指南 23

学校信息

巴斯斯巴大学
Bath Spa University

http://www.bathspa.ac.uk/

巴 斯泉大学（巴斯斯巴大学）是英国唯一一所荣获“创造性和艺术”与“企业和就业能力”两项“优质教育中心”（CETL）的大学，
在“教学质量评估和满意度”上位列英国高校第一，并作为英国国家创新行业的“卓业授课与学习中心”获得英国政府高等教育拨
款委员会的资金支持。大学位于城市巴斯，巴斯是英格兰唯一一座名列世界遗产的城市；它的罗马时代的浴室和乔治时代的建筑及
古老的修道院都世界闻名。著名的女作家简 • 奥斯汀也曾经居住在这里。 这里的购物中心、剧院和众多的美术馆为它增添了国际气
息，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失传统风格，被誉为是英国最古典美丽的城市。
创办时间：1852 年

开课日期：每年 9 月 1 日，1 月，4 月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就 业 率：55.1%

雅思要求 : An overall score of 5.5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巴斯

师生比例：19.0%

主要院系：社会企业环境，表演音乐，艺

优势专业：设计 、作曲 、音乐表演、 舞蹈、

术设计，教育学院，人文学院

校

训：Creativity,Culture, Enterprise

平均录取率：13%

美术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 8 月至次年 1 月
学

费：11,300 英镑 / 学年

All applications are reviewed
individually. These entry
requirements are general
guidelines only and may be
subject to change.

布鲁内尔大学
Brunel University

http://www.brunel.ac.uk/

布

鲁内尔大学位于英国伦敦西部，是伦敦唯一一所校园式学校，最早成立于十八世纪末，1966 年正式称为布鲁内尔大学。她是英
国一所享有国际声誉的集研究性和教育性于一体的优秀大学，也是中国学生最喜欢的英国公立大学之一。现在该校共有 14000 多名
学生，其中国际学生约为 2200 人，分别来自 113 个国家。
创办时间：1966 年

主要奖项：泰晤士高等教育 2013 年度商学院奖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平均录取率：68%

所属地区：英国伦敦西郊

offer 发放速度：6 周

主要院系：布鲁内尔商学院

开课日期：5 月，10 月

雅思要求 6-7
science 录取要求 BBB
commerce 录取要求 BBB-ABB
arts 录取要求 BBC
engineering 录取要求 AAB-ABB

校

训：From here, light and sacred

draughts

知名校友：纪尧姆大公储、约翰 • 麦克
唐纳、傅育宁
24

师生比例：18
优势专业：人类学、物理治疗学、艺术、航空和
制造工程学、机械工程、体育科学

申请起止日期：9 月
学

费：13500-16500 英镑 /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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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布拉德福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radford

http://www.bradford.ac.uk/external/

布 拉德福德大学是一所具有 140 多年悠久历史的英国老牌综合性公立大学，它的前身是布拉德福德技术学院，其创立于 1860 年

左右，1966 年根据英国皇家宪章正式命名为布拉德福德大学。布拉德福德大学又译名“布拉德福大学”，由英国首相任第一任大学
校长。
布大的前身为布拉德福德纺织、设计及建筑学院。该校于 1882 年更名为布拉德福德技术学院，再于 1957 年更名为布拉德福德理工
大学。学校于 1966 年得到皇家认证并正式改称布拉德福德大学。由于音译的关系，该校有时也被译做布拉德福大学，布拉德福德
大学或百拉福大学。布大 1966 年并入附近的布拉德福德及阿尔代尔卫生学院，使之成为布大现在的卫生学院。1980 年代学校为了
给和平学习系更多的空间而关闭了物理系。被称作和平学习的这个专业很可能是布大目前所有专业中最出色的，该系和联合国有着
密切的联系。
创办时间：1966 年

师生比例：17.6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型大学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所属地区：英国西约克郡布拉德福德市

优势专业：

主要院系：管理学院、工程、设计和技术

布拉德福德大学在全英 127 所大学中排名 53
管理与法律学院全欧商科学校中排名 59

雅思要求 : 6.0
Science 要求：A Level : BBC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BB~BBC
Arts 要求：A Level : BBC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B

学学院、考古、地理和环境科学学院、社

物理治疗（全英第 3）

学

会和国际研究学院以及成人教育学院

护理（全英第 16）

生 活 费：5685 英镑 / 学年

就 业 率：69

offer 发放速度：5 周

申请起止日期：1 月 15 日之前

学院、信息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健康科

26

费：12100-22950 英镑 /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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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布莱顿大学
University of Brighton

https://www.brighton.ac.uk/index.aspx

布

莱顿大学自 1859 年其前身：School of Science and Art。第一次招生，直至 1970 年正式成立为一所门类齐全、科系众多的
综合性高等学府。学校目前共有 10 大院校、100 多个科系、超过 300 多项本科和硕士专业。在最新的全国教育质量测评中，有近
三十个专业表现突出。其中艺术与设计、艺术史、哲学、医药与药理学、图书馆信息管理以及运动、休闲与酒店管理等专业的学术
地位更是不容忽视，年年在《全英高校杰出科系》榜上有名。除工程，自然科学与数学，环境建设，计算机信息，商科，教师培训，
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艺术、设计与表演艺术等热门专业外，极具学术优势的 MBA( 技术管理方向 )、工程管理、建筑学等方面的课程，
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毕业生长期以来在全英高校中保持高就业率。
创办时间：1859 年

师生比例：12.6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综合性大学

就 业 率：52.7

所属地区：英国布莱顿

优势专业：建造学、酒店、休闲、娱乐和旅游、
术与设计、艺术史、哲学、医药与药理学、图

雅思要求 : 6.0~7.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BB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BBC
Arts 要求：A Level : BB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BBC
Law 要求：A Level : BBC

书馆信息管 运动、休闲与酒店管理

学

主要院系：工程、自然科学与数学、环境建
设、计算机信息、商务、教师培训、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艺术、设计与表演艺术

28

教育、语言学、社会政策、药物学和药剂、艺

费：111780-12330 英镑 /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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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白金汉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uckingham

http://www.buckingham.ac.uk/

白

金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uckingham）是全英唯一一所私立独立大学，1976 年以白金汉大学学院的名字创立。不同于英
国传统的三年制本科，白金汉大学每年授课四个学期，缩短了漫长的暑期，保障了与其他英国大学相比等量的课时数，成功地将本
科学位浓缩至两年。学生不仅节省了一年的生活开销，又能早一年步入职场，或者继续攻读更高的学位。
创办时间：1976 年

主要奖项：十大最佳高校荣誉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私立大学

就 业 率：95.8%

雅思要求 6~6.5

属

性：世界百强名校

师生比例：8

science 录取要求 BBB-BBC
commerce 录取要求 ABB-BBC

所属地区：英国白金汉

开课日期：1 月、7 月和 9 月

主要院系：商学院，理学院，工程学院

优势专业：商科，经济，英语，法律

engineering 录取要求 BBC

offer 发放速度：4 周

学

校

训：From here, light and sacred draughts

知名校友： 约翰 • 海德，蒂芬 • 潘恩、克
里斯托弗 • 皮萨里德斯

30

arts 录取要求 BBC

费：12000 英镑 / 学年

申请起止日期：1 月 15 日

英国大学择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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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伯恩茅斯大学
Bournemouth University

https://www.bournemouth.ac.uk/

伯 恩茅斯大学是一所公立大学，它的教学质量受到严格的监控。全心全意提供高品质专业教育是学校的宗旨，使学生能在日后的

事业上学以致用是学校的目标。伯恩茅斯大学是英国毕业生就业率最高的大学之一。
创办时间：1976 年

就 业 率：61.4%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师生比例：15.3%

属

性：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伯恩茅斯
主要院系：商学院、活动和闲暇策展学部、运动和体育活动学部、旅
游和酒店学部、传媒制作学部、企业和市场传讯学部、新闻英语和传讯部、
国家计算机动画中心、媒体实践卓越中心、法学部、考古学人类学法医学
部、计算机信息科学部、创新科技学部、工程和设计学部、生命和环境科
学部、心理学部、护理和临床医学部、人类科学和公共健康学部、社会科

开课日期：每年 9 月 1 日
优势专业：金融服务、税法、新媒体制作、公共关系、遗产保护、

法学考古

学

费：9500-13,000 英镑 / 学年

雅思要求：An overall score of 5.5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 8 月 1 日

学和社会工作学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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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剑桥大学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http://www.cam.ac.uk/

剑 桥大学成立于公元 1209 年，最早是由一批为躲避殴斗而从牛津大学逃离出来的老师建立的。1225 年左右，剑桥的教师们就从

他们当中选出了一位校长，他的权力得到了亨利三世国王的批准，大学的自主管理就由此而来。不久之后，1233 年，格雷戈尔九世
教皇也批准了，这种教会特权牛津直到 1254 年才享受到，亨利三世及其继承人的法令确保了这两所大学的垄断地位。一直到 19 世
纪，整整六百年，牛津和剑桥都是英国仅有的大学。
创办时间：1209 年

就 业 率：74.5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综合研究型大学

师生比例：13.9

雅思要求 : 7.5 单科不低于 7

属

性：G5 超级精英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英格兰剑桥郡
主要院系：物理科学学院、临床医学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三一学院、国王学院

校

训：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

（此地乃启蒙之所和智慧之源）

知名校友：牛顿、达尔文、罗素、霍金、
拜伦、查尔斯王子、金庸、徐志摩等
主要奖项：

开课日期：9 月
优势专业：哲学、意大利语、艺术史、药剂学、

心理学、物理天文学、土木工程、兽医、生物
科学、神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考古学、
解剖生理学、建筑学、机械工程、化学工程、
化学、航空与制造、古代文学与古代史、工程
学、房地产管理、法语、电子电工程、德语、
城市与景观规划、材料科学、政治学、英语、
教育学、计算机、地理与环境科学、地理学、
经济学、音乐、药学、数学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A*A*A*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A*A*A*
Arts 要求：A

Level : AAA -A*A*A*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A*-A*A*A*
Law 要求：A

Level : AAA*-A*A*A*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 6 月 30 日
学
费：13,000-17,000 英镑（主
要视学科而定）
offer 发放速度：5 周

2015 年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大学
QS 世界排名 第 3 位（2015-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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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卡迪夫大学

奇切斯特大学学院

Cardiff University

卡 迪夫大学是一所享誉世界的顶尖名校，国际知名学府 , 简称卡大。卡迪夫大学于 1883 年成立，1884 年取得皇家许可状，位于

威尔士首府加的夫（Cardiff），是威尔士地区唯一一所罗素集团的成员，同时也是世界大学联盟（WUN）和联邦大学工会（ACU）
的成员，并且拥有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坐落于英国威尔士首府卡迪夫（又译加的夫）市中心，相对于英格兰的繁华与都市化，威
尔士在自然景致、风土民情及语言文化就显得更加原汁原味。其中卡大商学院与新闻与传播学院尤为突出，卡迪夫大学商学院（Cardiff
Business School）为经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AACSB）权威认证的世界百强英国第六的顶尖商学院，亦是欧洲最大的商学院之一。
其卡迪夫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亦在全英排名中名列前茅，有着传媒界牛津称号。在各类权威排名中，卡大长期处于精英大学行列。
在 2017 年世界学术排名第 99 位，英国第 9 位。卡迪夫大学共设 3 个学院，分别是：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院、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
院和物理与工程学院 ,3 个学院共设 26 个系。
创办时间：1883 年

知名校友：马丁 • 埃文斯、罗伯特 • 哈博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型大学

优势专业：土木工程、心理学、精神病学、

雅思要求 : 6.5~7.0

属

性：罗素集团（The Russell

Group）的成员

所属地区：英国威尔士卡迪夫
主要院系：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院，医学

与生命科学院，物理与工程学院

校

训：Truth Unity and Harmony

主要奖项：2014 英国大学研究实力 REF

排名第 5 位 ;2016QS 世界大学排名 12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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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新闻传播、文化研究、图书馆学与
信息管理、社会学、牙医学、护理学、药学、
教育学、物理学、工商管理、工程学、语言学、
临床医学、化学、建筑学、设计与规划

offer 发放速度：12 周

University College Chichesterstring

http://www.cardiff.ac.uk/

奇 切斯特大学建于 1839 年，位于英格兰西萨科塞斯郡。该校是英国最年轻的学校之一，2005 年得到枢密院的批准升格为大学。

奇切斯特大学最近采用了新组织结构，学校总共由两所学院组成，即商业艺术与人文学院和体育教育与社会科学学院，每个学院又
分为很多系别。奇切斯特大学的目标是成为一所闻名全国，享誉欧洲，得到世界认可的名校，同时不仅是在教学上出色，在教育研
究上领先，并且能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学校实行小班制教学，所以教师对每个学生都很熟悉，可以给予学生充分的学术指导。
过去 25 年来，奇切斯特大学热情地迎来了世界各地的学生，给予了国际学生最完善的帮助和支持。
创办时间：1840 年

offer 发放速度：12 周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私立大学

就 业 率：53.5

雅思要求 : 6.0~7.5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奇切斯特市

师生比例：18.4

主要院系：艺术、社会科学、经济金融、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B

工科、商科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 AAB

优势专业：酒店、休闲、娱乐和旅游、体

Arts 要求：A Level : AAB -BB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B

http://www.chi.ac.uk/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 9 月 -6 月
学

费：10270-13700 英镑 / 学年

Science 要求：A Level : BCC/CCC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BCC/CCC
Arts 要求：A Level : BCC/CCC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BCC/CCC
Law 要求：A Level : BCC/CCC

育科学、通信及传媒研究、教育、神学

Law 要求：A Level : AAA

学

费：14500 英镑 / 年 -32500

平均录取率：25%

英镑 / 年

就 业 率：76.1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师生比例：14.4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 6 月 3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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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卡迪夫城市大学
Cardiff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中央兰开夏大学

卡

迪夫城市大学 (Cardiff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始建于公元 1865 年，即著名的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学院 (University of Wales
Institute, Cardiff, 简称 UWIC)，坐落于英国威尔士首府卡迪夫市中心，与世界顶级的罗素大学集团旗下的卡迪夫大学 (Cardiff
University) 彼此相邻。作为著名的威尔士大学联盟名校之一，卡迪夫城市大学也是少数拥有英国政府誉称“教学质量和学生满意度”
的 Government Charter Mark、英国政府三次授予特许卓越标志的英国公立大学，同时它也是首批获得中国教育部认可的英国公
立大学。
创办时间：1865 年

offer 发放速度：10-12 周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就 业 率：52.2%

雅思要求 : 6.0

所属地区：英国 / 威尔士 / 卡迪夫市

师生比例：19.9

主要院系：商科、艺术设计、教育学、生

开课日期：9 月

命科学、运动体育

优势专业：国际酒店管理、国际酒店与旅

游管理、国际酒店营销管理、平面设计、
产品设计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 9 月 -6 月
学

费：10200-13500 英镑 / 学年

学校网站：http://www.cardiff.ac.uk/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http://www.cardiffmet.ac.uk/

Science 要求：A Level : 240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280
Arts 要求：A Level : 300

中央兰开夏大学是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英国公立大学，由 1828 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成立的知识传播学院发展而来；该校在国际商

务交流、传媒类专业具备丰富的理论经验和雄厚的教学资金，早在两个世纪前的日不落帝国维多利亚时期便开始教授各类国际商务
交流、传媒专业。
UCLan 的国际商务交流以及媒体类专业历史悠久。由于其学生在国际商务交流、媒体，酒店管理等专业的优秀以及学校自身的财力
和业内口碑，中央兰开夏大学与美国迪斯尼集团，英国广播电视台 (BBC)，万豪集团等跨国集团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以供在校生
获实习机会。
兰开夏郡是英国滨海之郡，与爱尔兰隔海相望，常年盛产红玫瑰。中央兰开夏大学校标也因此被注入浪漫气息，由两朵主色为艳红
和深黑的玫瑰花组成。其校内大楼和建筑为多为欧式复古风，也融合了现代建筑的特点，红玫瑰校标在校园内随处可见。
创办时间：1828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英格兰地区兰开夏郡首府
主要院系：商学院规模较大，拥有多种不

同类型的商科专业供学生选择；
* 传媒、艺术和时尚系等

校

训：From the Earth to the Sun

知名校友：Paul Moseley, Journalist

BBC， Mike Allen, broadcaster
onSmooth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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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clan.ac.uk/

主要奖项：

录取要求：

教学质量被 QS 评为五星级
国际化程度被 QS 评为五星级
基础设施被 QS 评为五星级
开课日期：每年 1 月——英语预科课程
每年 9 月——学士学位预科课程，大学本科课
程，硕士课程

优势专业：牙科、意大利语、食品科学、旅
游管理、工程学、建造学、解剖生理学、创意

雅思要求 :6.0
Science 要求：112 ucas points for 2017
Commerce 要求：120 ucas points for
2017
Arts 要求：104 ucas points for 2017
Engineering 要求：112 ucas points for
2017
Law 要求 : 120 ucas points for 2017

与写作、生物科学、建筑学、会计与金融

学

申请起止日期：六月三十之前

学校网站：

费：£9250~ £12,950/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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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切斯特大学

英国考文垂大学
Coventry University

英国考文垂大学（Coventry University）的建校历史可追溯到 1843 年考文垂设计学校。现在的考文垂大学由多座学院在 1970 年
合并之后成立，能够提供地区性教育、全国性教育和国际教育，并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同时继承了提供高等教育和多学科
研究的优良传统。在 2016 卫报英国大学排名中位居英国第 15 名 ，2016QS 世界大学排名第 724 名 。
创办时间：1843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属

性：英联邦大学协会，大学联盟

优势专业：食品科学、旅游管理、理疗、工程学、
护理、传媒、数学、政治学、心理学
offer 发放速度：4 周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考文垂

平均录取率：80%

主要院系：人文与艺术学院，商业学院，

就 业 率：66.8

工程学院，国际研究与法律学院，数学与
资讯科学学院，科学与环境学院

知名校友：Andrew Palmer,Bernie

Mullin,Ralph R Debbas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An overall score of 5.5

创立的第一所教师培训学院。切斯特大学既具有悠久的历史，也富于现代化的创新精神。学校的另一个校友沃灵顿拥有悠久的历
史和多处文化遗迹。
创办时间：1839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BBB

所属地区：英国柴郡切斯特和沃灵顿

Arts 要求：A Level : BCC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BBB

师生比例：15.4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 8 月至次年 1 月

学

费：10689-13013 英镑 / 学年

主要院系：艺术与媒体学院；人文学院；

应用与卫生科学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卫

生与社会保健学院； 教育学院；商务与管
理和法学院

优势专业：酒店、休闲、娱乐和旅游、

体育科学、神学和宗教研究、营养学、考
古学、教育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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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ester.ac.uk/

切 斯特大学创建于 1839 年，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其前身是包括英国 19 世纪最伟大的首相威廉·格莱斯在内的当地名流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BB

Law 要求：A Level : ABB

开课日期：每年 9 月

University Of Chester

http://www.coventry.ac.uk/

训：He that teacheth, on teaching

优势专业：会计与金融、艺术与设计、商科、
通信和媒体研究、计算机科学、戏剧、舞蹈
和电影制片学、教育学、英语、食品科、地
理与环境科学、历史；、餐旅、休闲、娱乐、
法律、数学、音乐、护理学、政治学、心理学、
社会工作、社会学、运动科学、神学和宗教
研究

平均录取率：21%
就 业 率：64.3%
师生比例：14
学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6.0~6.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304 UCAS
points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304 UCAS
points
Arts 要求：A Level : 304 UCAS points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304 UCAS
points
law 录取要求 : A Level: 304 UCAS points

入学时间：每年 9 月
申请起止日期：9 月至来年 01 月 15 日

费：11800 英镑 /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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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邓迪大学
University of Dundee

http://www.dundee.ac.uk/

邓 迪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苏格兰传统大学。在由英国星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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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办时间：1881 年

校

学校类型：首批国家教育部认证的国外

dominum（我的灵魂赞美主）

院校之一

属

性：世界名校

所属地区：苏格兰邓迪市
主要院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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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伦大学

学院，以及医学、牙医和护理学院

Durham University

训：Magnificat anima mea

主要奖项：2014 英国女王年度奖章 - 高等教
育杰出贡献奖

优势专业：艺术史、化学、英语、考古学、
政治学、社会政策、生物科学、历史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 1 月 15 日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6~6.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BBB
Arts 要求：A Level : ABB-BB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BBBBCC
Law 要求：A Level : AAB

学

费：8500-10500 英镑 / 学年

http://www.dur.ac.uk/

杜 伦大学是英格兰继牛津、剑桥之后第三老的大学，创建于 1832 年，采用了和牛津、剑桥一样的学院制体系，目前全英国只有牛津、

剑桥、杜伦和兰卡斯特沿用学院制体系，杜伦和牛津剑桥另一相似之处是整个城市是一个以大学为主体的大学城，杜伦大学的校园
校舍分布在全城各处，整个城市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杜伦大学是一所由 12 个学院和 2 个社团组成的联合大学。是英格兰最
早创立的第三所大学 (1832 年创建 )。该大学在杜伦拥有 14 个校园 ( 考林伍德学院、格瑞学院、海菲尔德学院、圣 - 爱丹学院、圣 查德学院、圣 - 卡斯勃特社团、圣 - 圣尔德和圣 - 贝德大学、圣 - 约翰学院、圣 - 玛丽学院、采维利安学院、大学学院、万米尔德特
学院、斯托克顿学院 )，各校园之间相距仅有数步之遥。
创办时间：1832 年

主要奖项：科普利奖章 , 坦普尔顿奖等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型大学

优势专业：一般工程、会计金融、体育科学

属

性：世界百强名校

平均录取率：48%

雅思要求 6.5-7
science 录取要求 A*AA
commerce 录取要求 AAB
arts 录取要求 AAB
engineering 录取要求 A*AA
law 录取要求 A*AA

offer 发放速度：7 周

学

人类学、考古学

所属地区：英国英格兰杜伦市

师生比例：15.3

主要院系： 理学院 , 社会科学与卫生学院 ,

就 业 率：93.6%

艺术与人文学院

校

训：Fundamenta eius super

montibus sanctis

知名校友：谢尼克，胡润等
42

录取要求：

开课日期：9 月 1 日

费：14900-25000 英镑 / 学年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 1 月 15 日前

英国大学择校指南 43

学校信息

东伦敦大学
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

https://www.uel.ac.uk/

东伦敦大学位于伦敦城区，是目前伦敦市内占地规模最大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创建于 1892 年的东伦敦大学，经过百年发展，已成

为一所新型大学。 东伦敦大学一共有 2 个校园。第一个是在 2000 年启用的多克兰兹校园 (Docklands)，这是 50 年来在伦敦建设
的第一个新大学校园。学生宿舍紧靠泰晤士河，从校园可以很方便地到达伦敦市中心，校园内还有一个火车站，这使该校园成为一
个很受学生欢迎的学习场所。第二个是斯特拉特福德 (Stratford) 校园，它是三个校园中历史最悠久的，始建于 1898 年，至今已有
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校园宿舍以及便利的交通条件。
东伦敦大学 大学下设四所学院：设计、工程与建筑环境学院、东伦敦商学院、社会科学院和科学与保健学院。可提供学士、硕士、
博士学位等课程。东伦敦大学有许多享有盛名的学科专业。其中包括：心理学、传媒研究、历史、时装和文学。这些学科在由英格
兰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 (HEFCE) 最近进行的教学质量评估中都被评为优等。东伦敦商学院也同样具有良好的声誉。它所开设的会计、
商业或管理课程，特别是这些科目的研究生课程，深受留学生的欢迎。多媒体教学使用最先进的设施，包括在多克兰兹 (Docklands)
新校园专门设计建造的媒体实验室。 该大学目前有五个学习辅助资源中心 (LRC)。学期中，每周开放时间长达 72 小时 ( 但大学计
划延长开放时间，在芭金和多克兰兹校园的学习辅助资源中心，提供每天 24 小时开放使用的电子信息资源服务 )。所有的学习资源
中心都备有推荐读物、所有其它必要的背景资料，以及幻灯片、期刊、判例汇编，等等。学生可以利用 CD-ROM( 光盘 ) 或者通过
电子资料库，检索各种各样的分成学科的电子信息源。学生宿舍都已与东伦敦大学的计算机网络联网。 东伦敦大学是伦敦市内英国
政府公办国立重点大学之一。在政府教育部和教育拨款委员会的评定中，位列所有新兴大学的第一名，有些专业更是在全英国名列
前茅。东伦敦大学在 “2002 年英国女王登基庆典活动之旅”中被选作参观项目中唯一的大学。
创办时间：1892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伦敦
主要院系：建筑、艺术与设计学院； 文
化与创新研究学院； 东伦敦商学院；教育
与社区研究学院；工程学院；保健与生物
科学学院；法学院；心理学学院、社会科
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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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校友：电影导演肯 . 拉塞尔；英国前内
阁大臣 MP 韩希拉里 . 阿姆斯特朗国会议员；
爱迪生 . 千费詹姆士，多米尼加的前首相；
Tunning Point 公司的首席执行员，罗德阿德
波维斯；前摇滚明星兰杜里；Heat 杂志编辑
马克海口；人权律师以姆兰韩；CNN 新闻主
播达儿基达丽娃儿；艺术家杰克查普曼；宝

录取要求：根据专业不同
申请起止日期：1 月 15 日前
学

费：11,440 英镑 / 年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优势专业：心理学、传媒研究、历史、

时装和文学

莱坞星和亚洲卓越女性哈妮卡拉丽亚 ；英国
Laxey 合伙公司的主席，科林敬士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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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东安格利亚大学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爱丁堡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http://www.uea.ac.uk/

http://www.ed.ac.uk/

东 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简称 UEA，官方中文名：东英吉利大学），位于英格兰诺里奇（Norwich）。世界

1582 年，与早年许多在教廷特许（Papal Charter）下成立的大学不同，爱丁堡大学在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James VI）的

在英国 150 多所拥有学位授予权的院校排名中，东安格利亚大学的绝大多数学术课程一直位于英国前 20 位，其中一些位于前 10 位，
其媒介与艺术学院甚至一度居于全英首位。英国唯一由官方每 7 年发布一次的 REF 英国大学科研实力（原 RAE）排名中，居全英第
10 位。[2] 著名作家石黑一雄，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保罗 • 纳斯爵士曾在此求学。同时，东安格利亚大学（UEA）也是全
欧洲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科研中心之一，其影响力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声誉，名为 Norwich Research Park。

创办时间：1583 年

offer 发放速度：12 周

学校类型：公立综合研究型大学

就 业 率：74.5

一流大学，著名 1994 大学集团成员之一 ，全球 1% 的精英大学 ，世界 150 强名校。该校自从 1963 年创校至今，特别在传媒、文学、
艺术人才的培养方面获得了杰出成就，培养出一大批著名的作家、记者、评论家，电影家等。

创办时间：1963 年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型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东南部历史古城诺威奇市
主要院系：生物科学、环境科学和工程

专业优势学科、传媒（全英第二）、法律、
教育、经济学和管理等

知名校友：保罗 • 纳斯、杰克 • 达文波特、
石黑一雄、伊恩

主要奖项：诺贝尔奖人数 1 名、布克奖

人数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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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专业：理疗、艺术史 、经济学、药剂学

社会工作、地理学、创意与写作、人类学、药
学、 历史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学

费：

本科：艺术、社会科学 8420 英镑 / 年；
科学 10920 英镑 / 年；
以实验室为主的学科 16500 英镑 / 年。
研究生：文学院和社会科学院 8420 英镑 / 年；
理学院 10920 英镑 / 年。
食宿费：6500 英镑 / 年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6.0
A Level
Science 要求：: ABB
Commerce 要求：: ABB
Arts 要求 : AAB
Engineering 要求： ABB
Law 要求： AAA

申请起止日期：

特许（Royal Charter）和爱丁堡市议会 (Town Council) 的资助下展开筹建。翌年，大学正式成立，作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
第一所市立大学（Civic University），其最初的名称是“唐尼斯学院”（Tounis College），是苏格兰的第四所也是整个英语圈的
第六所大学。

属

性：罗素集团、科英布拉集团、LERU

所属地区：英国爱丁堡
主要院系：人文与社科、科学与工程、

医学与兽医

校

训：The Learned Can See Twice

知名校友：达尔文、休谟、麦克斯韦、

亚当 • 斯密、戈登 . 布朗

主要奖项：21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全球

录取要求：

开课日期：9 月

雅思要求 : 6.5~7.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 - AB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ABB
Arts 要求：A Level : BB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A ABB
Law 要求：A Level : AAA – ABB

学

申请起止日期：

师生比例：13.9
优势专业：电子工程学、化学、计算机科学、
地质学、数学和统计学、物理学、金融学和会
计学、历史学、社会工作、社会学、细胞和分
子生物学、有机生物学、兽医学、社会政策等
费：

海外生学费： 13,000-17,000 英镑
（主要视学科而定）

本科：每年 6 月 30 日至次年 1 月 15 日

排名第 21 名（QS 2015/16）

本科：次年 6 月 30 日前（部分专业次年 1
月 15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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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埃克塞特大学
University of Exeter

http://www.exeter.ac.uk/

埃

克塞特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 1851 年，当时在埃克塞特市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展览会，引起了公众对艺术和科学极大的兴趣，随
后在 1855 年创立了艺术学校。到 1922 年它成为了英国西南地区的一所大学学院，这就是今天埃克塞特大学的 Streatham 校区，
1955 年经过皇家的特许，它演变成今天的埃克塞特大学。
创办时间：1855 年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型大学
属

性：英国“常青藤联盟”—罗素

大学集团（罗素盟校）的成员之一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Exeter
主要院系：商学院、生科院、人文学院、

工程计算机学院、社科国际学院等

校

训：Lucem sequimur(We follow

the light) 我们追随光明

知名校友：J.K. 罗琳，安德鲁 . 汉密尔顿，

Thom Yorke

主要奖项：2016 年完全大学指南排名第十
2016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世界排名第 93

录取要求：

师生比例：18.5

雅思要求 : 6.5 – 7.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 -AB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
AAB
Arts 要求：A Level : AAA–AA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A –
ABB
Law 要求：A Level : AAA –AAB

平均录取率：50.3%

申请起止日期：1 月 15 日前

offer 发放速度：5 周

学

2015 年国际学生满意度第一

优势专业：政治学 、哲学、英语、艺术史、药学、
会计与金融、地理学、传媒、材料科学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就 业 率：73

费：15500-18000 英镑 / 学年

生 活 费：7200 英镑 / 学年

爱丁堡纳皮尔大学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http://www.napier.ac.uk/

爱 丁堡纳皮尔大学（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是英国的一所公立大学，位于北爱尔兰爱丁堡，1992 年获得大学资格，学校
有约 17000 名学生，其中将近三分之一为留学生。

创办时间：1964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所属地区：苏格兰 / 爱丁堡
平均录取率：18%
就 业 率：69.1%

48

优势专业：表演和英语 舞台和银幕表演 建筑

录取要求：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申请起止日期：

技术 商业信息系统 土木及木材工程 土木与交
通工程

学

费：10 万

雅思要求 : 大部分课程对雅思的最低要
求是 6.0 分 ( 单项不低于 5.5 分 )
每年 8 月 1 日至次年 1 月 15 日

师生比例：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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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埃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Essex

http://www.essex.ac.uk/international/

埃

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是英国的一流院校之一，主要以的研究和探索为学术的重点并因此而闻名全国，在 1965 年
获颁英国皇家勋章。学校下设 4 个学院，共 16 个学系。埃塞克斯大学于 1965 年获得英国皇家特许证。学校有 3 个校区，主校区在
科切斯特古城郊区，占地面积约为 200 英亩，既有教学大楼、学生宿舍，又有商店、银行、影剧院（湖畔剧院）、美术馆、酒吧、
咖啡馆和运动设施。许多建筑保留着十八世纪的设计。
创办时间：1965 年
学校类型：综合型公立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伦敦 / 考彻斯特
主要院系：商科、社科、计算机、法律
校

训：智慧源于思考

知名校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
斯托弗 • 皮萨里德斯博士 ,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Derek Walcott, Oacute;
scar Ar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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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 , 英国 RAE 排名
第 9 位教学质量评估第 8 位世界百强新兴大学
第 22 位
优势专业：政治学、哲学、英语、音乐、药学、
心理学、生物科学、社会学、经济学、护理

开课日期：OCT
学

费：本科学费约 1 3,300 英镑 / 年

师生比例：6.26
(undergraduate+postgraduate)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6.0 各项不低于 5.5 分
A-LEVEL
Commerce ： ABB-BBB
ARTS: audition+ a-level 160
Science：ABB—BCC （Some
majors may require futher math or
a in a-level math ）

申请起止日期：
1 月 15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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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法尔茅斯大学学院
Falmouth University

http://www.falmouth.ac.uk/

英 国法尔茅斯大学学院成立于 1902 年，其前身是法尔茅斯艺术学校，位于英国英格兰法尔茅斯。
创办时间：1902 年
学校类型：私立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康沃尔郡 / 法

优势专业：艺术与设计、旅游管理、戏剧与

舞蹈、音乐、传媒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尔茅斯

就 业 率：60.2

主要院系：艺术、 商科、社会科学

师生比例：20.3

offer 发放速度：11 周

申请起止日期：1 月 15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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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6.0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260300
Arts 要求：A Level : 260-300
Science 要求：A level：260-300

学

费：12000-15500 英镑 /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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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格拉斯哥大学

前身为皇家海军学校（其中 Richard Hoggart Building 由知名建筑师 John Shaw Jr. 设计 )，现为金匠学院的经典主体建筑大楼。

1904 年，金匠工艺和娱乐学院并入伦敦大学，并改名为金匠学院。在当时金匠的教育学院是全英国规模最大，培育出许多教师。
金匠学院也创立护校，培育护理人员。在并入伦敦大学没多久后，金匠学院在 1907 年于校园的本部大楼后方建盖新的艺术大楼
（设计师为 Sir Reginald Blomfield)。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学校决定将所有师生移师到诺丁汉大学。1940 年，学校的本部大
楼被燃烧弹摧毁，一直到 1947 年才修复完工。1960 年期间，金匠学院的学生人数剧增，在同时期，金匠的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逐
渐被学界重视，建立名声。由于学生人数增加，学校的本部大楼扩建，并新建许多新的教学大楼，如 The Lockwood Building、
Whitehead Building、Education Building、Warmington Tower 和 St James's Hall 来容纳这些新学员。1988 年，金匠学院取得
皇家特许状。2006 年，金匠删除「学院」二字，改为目前的名称金匠 • 伦敦大学。
创办时间：1891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属

性：艺术、设计、传媒

所属地区：英国伦敦
主要院系：艺术设计，传播与媒体，教

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人类学

知名校友：弗洛伊德 达米恩 • 赫斯特 安

东尼 • 葛姆雷史蒂夫 • 麦奎因 希区柯克

优势专业：人类学、通信和媒体研究、艺术

与设计、历史、艺术、建筑和设计史、音乐
、计算机科学、政治学、戏剧、舞蹈和电影制
片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英语、社
会学

就 业 率：87.5%
师生比例：17
申请起止日期：1 月 15 日前
学

费：11100 英镑 / 学年

University of Glasgow

http://www.goldsmiths.ac.uk/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6.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B - BB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AAB
Arts 要求：A Level : AAA - BB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ABB BBB
Law 要求：A Level : AAA - AAB

http://www.gla.ac.uk/

格

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简称格大，位于英国第三大城市格拉斯哥市，始建于 1451 年，是全球最为古老的十
所大学之一，英国老牌名校，全球百强大学，历年排名最高为全球 51 名。英国名校联盟“罗素大学集团”和国际大学组织“Universitas
21”的创始成员。
创办时间：1451 年
学校类型：全日制综合型大学
属

性：公立大学

优势专业：护理、社会工作、教育学、艺术史、
建筑与设计、兽医、牙医、农业与林业学、社
会学、工程学、凯尔特研究、电子电气工程、
运动科学

所属地区：英国 / 苏格兰 / 格拉斯哥市

就 业 率：77

主要院系：亚当斯密商学院，文学院，
生科院，工学院，法学院，医学院

师生比例：15.3
学

费：11100 英镑 / 学年

训：Via Veritas Vita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知名校友：亚当 • 斯密 开尔文 瓦特

平均录取率：47.75%

主要奖项：2014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55 名、

offer 发放速度：10 周

校

2014 泰晤士报年度大学、2013 年女王周年纪
念奖、2015 年苏格兰大学学生满意度第 1 名、
2015 先驱报高等教育奖“年度最佳大学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6.5~7, 单项不低于 6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BAAA
Arts 要求：A Level : AA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B
Law 要求：A Level : AAA

学

费：19500-20500 英镑 / 学年

申请起止日期：9 月 - 6 月 30 日前（热门专

业 1 月 15 日前）

平均录取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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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格林威治大学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格洛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格 林威治大学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位于伦敦，建于 1890 年，其前身是伍尔维奇理工学院（WOOLWICH），是英国创办

http://www.glos.ac.uk/

格 洛斯特大学最初是一所教学学院，建于 1847 年，后发展为格罗斯特大学。现有学生 8500 人，国际学生占 5% 是一所具有出

色教学质量的现代化大学，英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委员会（QAA）给予大学多项专业教学水平为优秀。该大学成为英国首家达到
ISO14001 标准（国际公认的环境管理体系）的大学。大学的排名不断上升 , 成为英国现代化大学中领先之一。
就 业 率：53.3%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型

师生比例：21.4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西南切尔滕纳姆

学

主要院系：商学院 媒体、艺术和传播学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雅思要求 : 5.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UCAS Tariff
points : 120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UCAS Tariff
points : 112
Arts 要求：A Level : UCAS Tariff points :
112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UCAS Tariff
points : 112
Law 要求：A Level : UCAS Tariff points :
120

创办时间：1847 年

院 教育、人类和环境学学院 体育运动、
健康和社会护理学院

优势专业：城镇规划和景观设计、神学
及宗教研究、地理与环境科学、社会工作、
运动科学

费：11100 英镑 / 学年

平均录取率：23.89%
offer 发放速度：12 周
学

费：10850-11700 英镑 / 学年

的第二所理工学院，建在 18 世纪皇家军械库的遗址附近。20 世纪 90 年代初伍尔维奇理工学院与英国一大批综合性理工学院一起被
英国政府批准升格为大学，成为 90 多所正规大学之一。目前，格林威治大学是英国规模最大的 10 所大学之一、英国获得研究收入
和咨询收入最高的大学之一，也是教育部推荐的出国留学大学之一，并且中央电视台曾经特别拍摄过《世界著名大学》集其中就对
格林威治大学有着详细的介绍。学校拥有本科、硕士和博士等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并于 2013 年 3 月加入“英国大学联盟”。
创办时间：1890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属

性：综合

所属地区：英国伦敦
主要院系：工程学院，计算机与数学科

学学院，商学院，自然科学学院等

校

训：To learn, to do, to achieve

知名校友：高锟 (Charles Kuen Kao)
主要奖项：会计与金融专业（Accounting
and Finance）荣获 2008 年度英国学生满意
度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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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re.ac.uk/

优势专业：农业与林业学、畜牧业旅游管理、
工程学、食品科学、药剂学、考古学、数学、
护理、药学
就 业 率：55%
师生比例：22.1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学校网址：http://www.gre.ac.uk/
offer 发放速度：10 周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6, 单科不低于 5.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BB-BBC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BBBBBC
Arts 要求：A Level : BBB-BBC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BBBB
Law 要求：A Level : ABB-BBB

申请起止日期：9 月 -6 月 20 日
学

费：12483-22616 英镑 /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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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哈珀亚当斯大学
Harper adams university

赫尔大学

哈

珀亚当斯大学（Harper Adams University ）是一所位于英国什罗普郡纽波特附近村庄 Edgmond 的一所大学。该大学成立于
1901 年，名称是为了纪念 1892 年逝世的一位叫做托马斯 • 哈珀（Thomas Harper）的什罗普郡乡绅。该大学主要从事农业相关研究。

创办时间：1901 年
学校类型：专业性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什罗普郡纽波特
主要院系：商学院，理学院，工程学院
申请起止日期：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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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专业：食品质量、动物科学、农业市场
管理、食品消费研究、食品零售管理、农业与
林业学、机械工程、营养学

开课日期：一月，七月和九月
学

费：10000-17500 英镑 / 学年

University of Hull

http://www.harper-adams.ac.uk/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6.5
science 录取要求 B or C
commerce 录取要求 B or C

http://www.hull.ac.uk/

赫

尔大学成立于 1927 年，位于英格兰东北部，是英国第 14 所成为独立大学的传统国立大学。世界液晶显示材料工业化的发源地。
获得英国高等技术领域最高奖项‘女王技术成就奖’、‘国家历史性化学里程奖’等等。赫尔大学坐落于“2017 年英国文化之城”
的东部沿海港口城市赫尔市。赫尔主校园乘公共汽车到市中心只需十分钟，离伦敦市区约两个半小时火车路程、距曼彻斯特两个小时。
由 2 个校园（区）组成。
创办时间：1927 年

知名校友：John Prescott,Martin Lowe

学校类型：独立大学

优势专业：商科 美国研究 法语 会计与金融

录取要求：

所属地区：英国 / 赫尔

师生比例：19.9

主要院系：理工学院 商学院 法学院等

开课日期：9 月

雅思要求 : 6.0~7.0
Science 要求：A-Level : CCC;
UCAS Tariff points : 112
Commerce 要求：A-Level : CCC
Engineering 要求：A-Level : CCC

主要奖项：英国女王技术成就奖 1979（英国

就 业 率：67.8%

申请截止日期：每年 1 月 15 日

高等技术最高奖项）、国家历史性化学里程奖

学

属

性：综合

社会工作学 历史 德语

费：12000-25930 英镑 /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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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赫特福德大学

Heythrop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历

史可追溯到创建于 1825 年的科学和力学研究所。1799 年至 1882 年 - 创始人“Frederic Schwann”。1841 年至 1844 年 - 青
年人思维进步社团成立；1844 年至 1884 年 - 机械专科学校成立；1846 年至 1883 年 - 女性教育专科学校成立；1883 年至 1883 年 新技术学院展览；1884 年至 1896 年 - 技术学院和机械部门；1896 年至 1958 年－技术学院和机械部门成为高等专科学校；1958
至 1970 年 - 高等专科学校升级为技术学院；1970 至 1992 年 - 技术学院升级为哈德斯菲尔德理工学院；1992 年至今 - 哈德斯菲尔
德大学。
就 业 率：94.6%

创办时间：1841 年

校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主要院系：2012 年获得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评选的“全英最佳创业大学，2013 年 11 月
29 日 Times Higher Education Awards 中被
评为 "University of the Year" 年度最佳大学，
百多所英国大学中唯一的奖项

offer 发放速度：6 周

优势专业：教育学、护理、化学、音乐、药学、

申请截止日期：每年 1 月 15 日

属

性：北方联盟的创始成成员之一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西约克
主要院系：应用科学学院，艺术，设计

和建筑学院，计算机与工程学院，教育和
职业发展学院，商学学院，人类与健康科
学学院，音乐，人文和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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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Inspiring tomorrow`s professionals

历史、商科、传媒、社会学、心理学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http://www.hud.ac.uk/

费：科学、工程类 £14,000/ 年；
其他 £13,000/ 年
开课日期：每年一月和九月初
学

雅思要求 : 6.0 单科不低于 5.5

http://www.herts.ac.uk/

英 国赫特福德大学是英国十所最大学府之一它是一所著名的现代化综合性国立大学，创立于 1952 年，是英国女皇枢密院亲自批准

的大学之一，也是英国最大的十所学府之一，是一所着名的现代化的综合性国立大学。它拥有最高比例的理工科学生，毕业生能满
足政府和工商企业的需求，因而声名远播欧洲和全球。毕业生在英国工商界、政界、工程界和艺术界有许多卓越的成功者。学校是
英国著名的新兴大学，被《时代》的大学指南年刊列为新兴大学的先驱。
优势专业：哲学、英语、音乐、艺术设计、药学、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综合型国立大学

药剂学、心理学、戏剧与舞蹈、数学

所属地区：英格兰

师生比例：19.8

主要院系：艺术设计学院、计算机科学

入学时间：每年 9 月

Science 要求：A Level : 136 UCAS
points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96-112
UCAS points
Arts 要求：A Level : 120 UCAS points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104 UCAS
points
law 录取要求 : A Level: 112 UCAS points

创办时间：1952 年

学院、商学院

就 业 率：60.7

主要奖项：英国女皇奖

学

平均录取率：21%
offer 发放速度：6 周

费：11350-11850 英镑 / 学年

申请截止日期：申请 9 月开学，最晚在八月

初递交申请

雅思要求 : 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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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http://www.imperial.ac.uk/

伦 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全名帝国科学、技术与医学学院（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又称帝国理工学院，或简称帝国理工，成立于 1907 年，位于英国伦敦，是一所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在 20152016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第 8 位、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名列第 8 位 、usnews 世界大学排名第 18 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第 23 位。帝国理工英文名字简称 IC，是英国罗素大学集团成员。帝国理工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并称为“G5 超级精英大学”，其研究水平被公认为英国大学的五强之列，并以享誉世界的工程相关专业而著名。

创办时间：1907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属

性：G5 精英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 / 伦敦
主要院系：工程学院，自然科学学院，

医学院，商学院

校

训：Scientia imperii decus et

优势专业：地理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
化学工程 、航空与制造、工程学、电子电气工
程、材料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

平均录取率：16%
offer 发放速度：5 周
师生比例：11.3
入学时间：每年 9 月底或 10 月初

tutamen( 科学是帝国的光辉和守护者）

就 业 率：90.1%

知名校友：翁文波 , 高锟 , 沈元

学

主要奖项：14 个诺贝尔奖 2 个费尔兹奖得主

生 活 费：6000-10000 英镑 /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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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24500 英镑 / 学年起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An overall score of 6.5
with 6 in the writing and speaking
modules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AAA
Arts 要求：A Level : A*AA-AAA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A-A*AAA
Law 要求：A Level :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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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基尔大学
Keele University

金斯顿大学

基

尔大学创立于 1949 年，前身为北斯塔福德郡大学学院。大学创始人为 A. D. Lindsay，后获得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硕
士学位。
基尔大学约有 5600 余名全日制学生；1300 名兼职学生；以及大约 4000 名职业课程或短期课程学生。基尔大学致力于继续成长，
目标为发展到 10000 名全日制学生的规模。
创办时间：1949 年

优势专业：护理、理疗、药剂学、哲学、社

自然科学学院、农业学院、教育学院、技

开课时间：部分硕士课程和商科类大学预科
有二月、九月两季入学。

术学院

就 业 率：68%

主要奖项：2015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第

平均录取率：11%
offer 发放速度：9.6 天

申请起止时间：2017 年 1 月 15 日

所属地区：英格兰基尔
主要院系：神学院、法学院、经济 -- 社

会科学学院、医学院、人文学院、数学 -

501 名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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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10200 英镑 / 学年

会政策、音乐、会计与金融、传媒、社会工作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预科：最低 4.5（单项不低
于 4）高中 GPA：80.0
本科：6.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B - BB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AAB
Arts 要求：A Level : AAA - BB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ABB BBB
Law 要求：A Level : AAA - AAB

学校类型：教学型综合大学

地理学、数学、解剖学、化学、历史

师生比例：12

Kingston University

http://www.uni-kiel.de/

http://www.kingston.ac.uk/

拥有 110 年校史的金斯顿大学有 4 个主要的校园，分别是本雷恩路校园 (Penrhyn Road)，骑士公园校园 (Knights Park)，金斯敦

山校园 (Kingston Hill) 和罗汉普敦谷校园 (Roehampton Vale)，泰晤士河流经的校园依旧留有旧时的王宫风采。金斯顿大学以其
优越的学习环境和优秀的教学品质享誉英伦，也吸引了伦敦以及众多外国学生在此求学。
创办时间：1899 年
学校类型：城市大学
所属地区：伦敦
主要院系： 商学系、设计系、人文科学系、

自然科学系、工程技术系、计算机数学系

优势专业：食品科学排名、建造学排名、地
理学排名、航空与制造排名、创意与写作排名、
药剂学排名、土木工程排名、化学排名、教育
学排名、机械工程排名、经济学排名

师生比例：19.8

和健康科学系

入学时间：每年 9 月

主要奖项：Aphex Twin 著名音乐

就 业 率：56.6%

家 ,Simon Kneen 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执行副总裁暨设计与创意总
监 ,Richard Archer 著名音乐家，歌手和
作曲家 ,Glenda Bailey 著名记者，主编

平均录取率：19%
offer 发放速度：7 周
学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6.5~7.0
science 要求：A Level : 104 points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Points:
128 (ABB at A-level)
Arts 要求：A Level : 112 tariff points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Points: 96
law 录取要求 : A Level: Points: 128 /
A-level ABB

申请起止时间：每年 8 月至次年 1 月

费：11,700-14,100 英镑 /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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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莱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兰卡斯特大学

莱

斯特大学位于英国赖斯特郡首府莱斯特市，市中心有介绍古罗马的博物馆，整个城市被古罗马城墙所环绕。莱斯特大学的主校
区坐落于莱斯特城的维多利亚公园旁，邻近维杰斯顿伊利莎白女皇一世书院，主校区距离市中心约一英里。2013 年莱斯特大学向德
蒙福特大学购买了位于莱斯特大学主校区附近的 Brookfield 校区，以利未来学校发展与扩充需要莱斯特大学由英国著名纺织业制造
商汤玛斯 • 菲奥丁 • 詹森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牺牲的士兵而建，此举反映在莱大的格言中：“他们因而重生”。

创办时间：1921 年

主要奖项：高等教育奖、英国女王奖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型大学

优势专业：教育、建筑学、经济学、法律、药学、

录取要求：

生物科学暨心理学学院、科学工程学院以

就 业 率：72.1

雅思要求 : 总分不低于 6.0 分，单项成
绩均不低于 5.5 分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 -AA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rts 要求：A Level :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Law 要求：A Level : --------

及社会科学学院

平均录取率：13%

申请起止时间：次年 6 月 30 日前 ( 热

属

性：1994 大学集团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莱斯特
主要院系： 人文艺术与法律学院、医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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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So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解剖生理学、英语、人类学、心理学、 心理学、
历史、艺术史

师生比例：12.2

学

费：科学费 10,750~13,750 镑

Lancaster University

http://www.le.ac.uk/

http://www.lancaster.ac.uk/

二

战之后，随着人口的扩张和新技术涌现的挑战，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英国政府的重要关注点。兰卡斯特大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诞生的。兰卡斯特大学在 1964 年获皇家特许状并成立。在 1964 年 10 月接收了它的第一批学生。大学最初有 13 名教授， 32 名教
学和科研工作人员， 8 名图书馆工作人员和 14 名学术管理员。兰卡斯特大学当时的校训为“patet omnibus veritas 意为“真理面
向所有人”。1965 年，大学迎来了首位理学学士学生。
创办时间：1964 年

主要奖项：英国官方科研实力评估（RAE）：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学

全英第 19 位 2016 泰晤士报英国大学排名：11

师生比例：14.8

雅思要求 : 6.0~6.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 -AB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AAB
Arts 要求：A Level : AAB -- AB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A -ABB
Law 要求：A Level : AAA

就 业 率：73.6

学

所属地区：英格兰兰开夏郡
主要院系： 社会科学院、人文学院、科

学与工程学院以及管理学院

校

训： "Patet omnibus veritas"“真

理面向所有人”

优势专业：教育、建筑学、经济学、法律、药学、
解剖生理学、英语、人类学、心理学、 心理学、
历史、艺术史

费：13930-27000 英镑 / 学年

门专业次年 1 月 15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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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利兹三一大学
Leeds trinity university

http://www.leedstrinity.ac.uk/

利兹三一大学学院是英国一所公立性质院校，成立于 1966 年。利兹三一大学学院可授予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专业设置广泛。

利兹三一大学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当天主教教师培训学院开始在利兹三一大学的女子学院，和所有圣徒男学院。
原来的建筑工作已经完成，大约与英国赢得世界杯同一时间。两校于 1966 年九月开放之后在 1980 年合并。2009 年该校取得了大
学学院的地位并且将学校的名字改为利兹大学三一大学。利兹三一大学学院开始了一个教师培训学院，教育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对于利兹三一大学学院而言，但同时也有能力在市场营销和商业媒体，艺术和社会科学等领域。

利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创办时间：1966 年

优势专业：资讯技术与计算学、商业与管理、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教育学、健康学、运动学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利兹

offer 发放速度： 12 周

主要院系：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

就 业 率： 57.9

理学、历史学、文学、医学、哲学

学

费：9500-12000 英镑 / 学年

师生比例： 23.4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6.0
Science 要求：A Level : 280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260
Arts 要求：A Level : 260

申请起止时间：每年 9 月 ---6 月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http://www.leeds.ac.uk/

利 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eeds），世界百强名校，英国顶尖学府，英国常春藤名校联盟“罗素大学集团”成员，红砖大学成员，

世界大学联盟成员，白玫瑰大学联盟成员。其校史可追溯于 1831 年，建校至今共培养出 6 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包括约翰·托尔金、
张国荣在内的其它众多著名校友。学校在教学与科研方面享有崇高声誉， 2014 年 12 月 18 日，英国唯一由官方组织的研究卓越框
架（REF）评估中，利兹大学综合实力位居全英第 10 位。 2016 年 TIMES 英国大学排名上位居全英第 14 位 。在 2015/16QS 世界大
学排名上位居英国第 18 位，世界第 87 位。最新 U.S.NEWs 世界大学排名中全英第 12 名。在 2016 年 1 月发布的 QS 世界大学就业
能力排名中利兹大学位居全英第 3 位，世界第 20 位。
创办时间：1831 年

主要奖项：6 个诺贝尔奖得主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优势专业：会计与金融、食品科学、社会政策、

属

性：英国常春藤名校联盟“罗素大

商科、机型工程、航空与制造

学集团”成员

平均录取率：13%

所属地区：英国 / 伦敦

offer 发放速度：10 周

主要院系： 传媒学院，医学院，商学院，

就 业 率 ：74.8%

工学院，艺术院，法学院，心理学等

校

训：Knowledge Will Be Increased.

知名校友：Stephen Daintith, Ralph
Kugler,Martin SciclunaFCA, Phil White
68

师生比例：13.6
开课日期：每年 9 月底 10 月初
学

费：平均 14000 英镑 / 年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An overall score of 6.5
with 6 in the writing, reading and
speaking modules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AAB
Commerce要求：A Level : AAA-AAB
Arts 要求：A Level : AAA-AA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A
Law 要求：A Level : AAA

申请起止时间：申请截至日：每年 6
月 30 日；热门专业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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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林肯大学
Lincoln University

利物浦大学

英

国林肯大学的前身是 1861 年在林肯市建校的赫尔艺术学校（Hull School of Art），学校在以后的岁月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最终于 1992 年成为亨伯赛德大学（University of Humberside）。其后，它又于 1996 年更名为林肯郡和亨伯赛德大学。2001 年中，
大学将它的大本营搬到了英国的林肯市，从而最终成为英国林肯大学。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型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林肯
主要院系：学校下设农业和生命科学学

院，生物与环境保护学院，商学院，环境

优势专业：大学的重点专业有经济，贸易，
建筑 , 艺术和设计 , 计算机和 IT 技术 , 社会就
业 , 心理学 , 健康学 , 犯罪学 , 法律 , 人性学 ,
国际研究 , 社会研究 , 旅游 , 食物与环境科学

与社会及设计学院等

师生比例：18.8

知名校友：约翰·赫特 ,Jason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Bradbury,Chris Packham

offer 发放速度：5 周

平均录取率：71.42%

就 业 率：67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http://www.lincoln.ac.uk/

录取要求：

世

界著名大学——利物浦大学拥有着悠久的历史，由维多利亚时期的红砖建筑建成，于 1881 年成立。1882 年第一批学生入学。
1884 年始成为英国维多利亚大学的一部分。1894 年，世界上第一个公共无线电传输系统在利物浦大学诞生，两年之后在利物浦大
学 X 射线首次在英国被运用于外科手术。1899 年，利物浦大学出版社建立，它是英格兰三大古老的大学出版社之一。在那段时期利
物浦大学的学生获得来自伦敦大学颁发的学位。

雅思要求 : 6.0~7.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BBC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BCC
Arts 要求：A Level : BBC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BCC
Law 要求：A Level : BBC
申请起止时间：1 月 15 日之前

创办时间：1881 年

主要奖项：9 位诺贝尔奖得主包括英国第一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型大学

位诺贝尔奖得主 Sir Ronald Ross，以及香港特
别行政区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学
费： 9500-10000 英镑 / 学年
生 活 费：5150 英镑 / 学年

所属地区：英国 英格兰 利物浦市

性：六所“红砖大学”之一，是素有
英国常春藤盟校之称的“罗素大学集团”的

属

创始成员之一

主要院系：经济学；教育；法律；金融；
医学；机械；工商管理；数学等

校

训：These days of peace foster

learning

70

https://www.liverpool.ac.uk/

优势专业：护理、畜牧业、牙科、传媒、地理学、
工程学、哲学、药剂学、历史、音乐
平均录取率：53.33%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6.0~6.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B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BB
Arts 要求：A Level : AB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BB
Law 要求：A Level : ABB

offer 发放速度：5 周

申请起止时间：1 月 15 日之前

就 业 率：71

学

师生比例：13

费：13400-29950 英镑 / 学年

生 活 费：6300 英镑 / 学年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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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
Leeds Beckett University

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

1992 年，学校获得大学资格，并就此更名为利兹城市大学并于 2014 年 9 月正式改为现名。如今达到世界一流标准的利兹贝克

特大学面向世界开放，目前已有近 3 万名学生就读，其中包括来自世界 100 多个国家的国际学子。利兹贝克特大学一年中开设多次
不同程度的英语语言课程，帮助国际学生提高英语语言能力。在大学注册后，还可以得到免费的英语语言支持。利兹贝克特大学的
学位得到国际认可。大学开设预科学位、专科证书、本科、硕士、博士学位专业课程，可以满足各种程度学生的求学需求，并且可
提供远程教育，学生可以选择多种学习方式结合的形式完成学位课程。
创办时间：1824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西约克郡
主要奖项：英国卫报排名 - 107; 虚拟学
习平台系统排名全球大学第一（2015 年度
ISB 全球国际学生满意度调查）；运动科学
全英排名前 25（英国卫报）

72

优势专业：会计与财务、针刺疗法、动画制作、
建筑技术、生物医学、建筑测量学、商务和现
代语言、工商管理、经济信息系统、犯罪学与
心理学、舞蹈、设计学、英国文学、项目管理、
卫生保健学、历史学、旅游商务管理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LJMU)

http://www.lincoln.ac.uk/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5.5-6.0
Science 要求：A Level : 120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120
Arts 要求：A Level : 120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120
Law 要求：A Level : 120

https://www.liverpool.ac.uk/

大

学于 1823 年成立，最初为小规模的工学院（利物浦技术文学院）。经过数百年的成长融合，合并不同的院校，最终成为利物
浦理工学院。它最终在 1992 年英国政府颁布的继续和高等教育学法案的推动下升格为大学，并以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作为新的
名字。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目前已拥有超过 24,000 的学生。得益于数码科技技术的长足，大学在众多领域里成为令人振奋的发展
先锋并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如多媒体，体育科学等。这些科学领域的进步使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在 2005 年被授予女王年度大奖。
该奖目的在于表扬和奖励为英国智力，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学和学院。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还是英国北方大
学联盟的创造成员之一。
创办时间：1823 年
所属地区：英国 / 利物浦
主要院系：商学和法学系教育，社团及

公共系

优势专业：建造学、机械工程、体育科学、

人类学

平均录取率：18%
就 业 率： 63.3

知名校友：伊藤博文，勃朗宁，克里斯

师生比例：18.4

托弗·诺兰，甘地

开课日期：9 月

主要奖项：女王年度大奖

学

费：£12400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4.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BBC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BBC
Arts 要求：A Level : BBC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BBC
Law 要求：A Level : BBC
申请起止时间：2016 年 9 月 6 日至
2017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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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利物浦霍普大学

伦敦大学

Liverpool Hope University

利

物浦霍普大学学院建于一八四四年，目前主校区位于霍普公园，已形成一个村落式的环境，离利物浦市中心约四英里。该校是
利物浦大学的授权学院，设置了广泛的本科与教学类研究生课程，并为所有新到校的留学生提供入学教育、免费接机服务。学生支
援服务的内容有：校区医护、留学生福利官员、学生会、以及普世神职人员，帮助解决所有基督教学生和其他信仰学生的精神需要
和个人需求。利物浦市，以其运动、音乐、文化而闻名，能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
创办时间：1844 年

优势专业：资讯技术与计算学、商业与管理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教育学、健康学、运动学
offer 发放速度：12 周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利物浦市
主要院系：资讯技术与计算学、商业与

就 业 率： 52.6

管理、教育学、健康学、运动学、艺术与

师生比例： 24.3

设计、环境学、神学与宗教学、旅游与休闲、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心理学

学

费：10800-13600 英镑 / 学年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

http://www.hope.ac.uk/

伦

敦大学学院 UCL 始建于 1826 年 2 月 11 日，最初的名字就是伦敦大学 (London University )。鉴于当时的最著名的也是英格兰
仅有两所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教会学校，UCL 立意成为宗教性质的大学之外的选择。虽然 UCL 的精神之
父杰里米·边沁并未实际参与到学校的建设之中来，但是他所倡导的教育人人平等与国际化成为伦敦大学学院的建校之本。UCL 从
一开始就是作为一所综合大学所建立的，而不是学院或者研究机构。
创办时间：1826 年

主要奖项：32 位诺贝尔奖，3 位菲尔兹奖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6.0
Science 要求：A Level : BCC - BBB
Commerce要求：A Level : BCC - BBB
Arts 要求：A Level : BCC - BB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BCC BBB
Law 要求：A Level : BCC - BBB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型大学

优势专业：教育、建筑学、经济学、法律 、

申请起止时间：每年 9 月 ---6 月

校

雅思要求 : 6.0~7.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
-AA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AAB
Arts 要求：A Level : A*A*A –AA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A
–AAB
Law 要求：A Level : A*A*A –AAB

录取要求：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伦敦

药学 、解剖生理学 、英语、人类学、心理学、
历史、艺术史
平均录取率：23.89%

主要院系：经济学；教育；法律；金融；

offer 发放速度：12 周

属

性：G5 精英大学 金三角名校

医学；机械；工商管理；数学等

训：让所有努力赢得桂冠

知名校友：伊藤博文，勃朗宁，克里斯

托弗·诺兰，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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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cl.ac.uk/

就 业 率：79.9
师生比例：10.1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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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伦敦城市大学
City University London

伦敦都市大学

伦

敦城市大学 (City University London) 始建于 1848 年，至今已有 160 多年的历史，是全英第三大、伦敦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国
立大学。伦敦城市大学系英国政府正式批准成立的国立大学，还是首批通过中国政府教育部认证的国外大学之一。长期以来，学校
倍受英国王室和政府的支持。菲利浦亲王一直为学校提供经济赞助，推动学校的发展。如今学校已经发展成为伦敦地区最大的综合
性国立大学及英国最大的大学之一。
创办时间：1848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 伦敦
主要院系：卡斯学院 法商学院 生命科学
与计算机学院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院
校

训： To serve mankind

知名校友： Muhtar Kent，Durmu

Yılmaz

入学时间：每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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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专业：教学校有 16 个教育科目如金融、
会计、人文建筑、法学、心理学、IT、高分子
材料等等被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AA）
评为优秀，其中卡斯商学院而在国际上享有一
定声誉。影像学、医学相关专业 、一般工程、
通信及传媒、犯罪学 、 航空和制造工程学、
商业研究、会计与金融、护理 、音乐

录取要求：

offer 发放速度 : 6 周

雅思要求 : 6.0~6.5 （或 IGCSE 英文 C
及以上）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340
UCAS tariff points
Arts 要求：A Level : 320 UCAS tariff
points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BB
Law 要求：A Level : 320 UCAS tariff
points

就 业 率 : 71.7

申请起止时间：每年 8 月至次年 1 月

平均录取率 : 35.93%

师生比例 : 16.6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http://www.city.ac.uk/

http://www.londonmet.ac.uk/

伦

敦都市大学是英国一所著名的公立大学，学校位于英国该校于 2002 年由伦敦吉尔德霍尔大学（London Guildhall University）
和北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London）合并而成。伦敦都市大学设有两个校区，分别位于伦敦市中心和北伦敦的伊斯灵顿。
伦敦都市大学开设的专业课程包括：交互媒体、国际商务、国际商务管理、国际发展、国际发展与国际关系、护理医师、和平冲突研究、
配药科学、制药学、哲学、政治学、哲学与经济学、聚合物工程、聚合物技术、产品设计、公共健康与营养、公共健康与社会护理、
社会人类学、社会政策、社会学、西班牙语与拉丁美语研究、商业经济与财政学、商业心理学、化学、会计与金融、应用艺术、建
筑学与内部设计、航空学与市场贸易、生物医学科学和临床营养学等。此外，伦敦都市大学还为国际留学生设置了英语课程，以提
高母语为非英语的国际留学生英语语言能力。   2002 年由 London Guildhall University 和 North London University 合并成立。伦
敦都市大学是由英国两所历史悠久的国立大学北伦敦大学和伦敦市政厅大学，在 2002 年 8 月 1 日正式合并而成。经过 150 多年的
历史的洗礼，伦敦城市大学已发展成为英国一所提供预科 、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 学术和职业教育培训的重点大学。
创办时间：2002 年

平均录取率：28%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师生比例：17.5

所属地区：英格兰伦敦市

开课日期：9 月

优势专业：计算机科学、会计和金融、
商科、电气及电子工程、经济学

学
费：£9000
申请起止时间：1 月 15 日申请截止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6.0~7.0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B - BBB
Commerce要求：A Level : AAA - AAB
Arts 要求：A Level : AAA - BB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ABB - BBB
Law 要求：A Level : AAA - A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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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LSE)

http://www.lse.ac.uk/

伦

敦政治经济学院 ( 简称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或 LSE) 创建于 1895 年，1900 年作为经济学院加入伦敦大学联盟。 现
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社会科学的大学之一，与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齐肩。
创办时间：1895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性：G5 超级精英大学 , 英国金三角
名校和罗素大学集团的成员

属

主要奖项：经济学领域曾有 17 名诺贝尔奖

获得者

优势专业：社会政策、哲学、人类学、经济学、

所属地区：英国伦敦

地理与环境科学、历史、政治学、会计与金融、
数学、商科、平均录取率 : 23.89%
offer 发放速度 : 12 周

主要院系：会计和金融、经济学、商科、

就业率 : 87.8%

人类学、历史、法律

校

训：追本溯源

师生比例 : 11.8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7.0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Arts 要求：A Level : AAA - AA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N/A
Law 要求：A Level : A*AA

申请起止时间：每年 1 月 15 日前
学费：17040-30384 英镑 / 学年

开课日期：10 月中旬

伦敦城市大学
City University London

http://www.city.ac.uk/

伦敦大学学院 UCL 始建于 1826 年 2 月 11 日，最初的名字就是伦敦大学 (London University )。鉴于当时最著名的也是英格兰仅

有两所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教会学校，UCL 立意成为宗教性质的大学之外的选择。虽然 UCL 的精神之父
杰里米·边沁并未实际参与到学校的建设之中来，但是他所倡导的教育人人平等与国际化成为伦敦大学学院的建校之本。UCL 从一
开始就是作为一所综合大学所建立的，而不是学院或者研究机构。
创办时间：1900 年

知名校友：伊藤博文，勃朗宁，克里斯托弗·诺

学校类型：私立学校

兰，甘地

属

性：G5 精英大学 金三角名校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伦敦
主要院系：经济学；教育；法律；金融；
医学；机械；工商管理；数学等

校

训：让所有努力赢得桂冠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78

主要奖项：32 位诺贝尔奖，3 位菲尔兹奖
优势专业：教育、建筑学、经济学、法律 、药学、

解剖生理学、英语、人类学、心理学、心理学、
历史、艺术史
平均录取率：23.89%

offer 发放速度：12 周
就 业 率： 79.9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6.0~7.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 -AA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
AAB
Arts 要求：A Level : A*A*A –AA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A –
AAB
Law 要求：A Level : A*A*A –AAB

师生比例：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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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London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

伦 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简称 KCL 或者 King's）是伦敦大学联盟的创校学院之一，1829 年由英王乔治四世和首

相威灵顿公爵于伦敦泰晤士河畔精华地带所创建，国王学院与早前成立的大学学院 -UCL 联合发起创立了当今赫赫有名的伦敦大学 ;
学院毕业生与教育职员中共有 9 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国王学院在英国的名声，是英国金三角名校和罗素大学集团的知名学院，培
养出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到 2010 年时国王学院已有 9 大学院，14400 名大学学生，8600 名研究生和 5500 名教职工。
创办时间：1829 年

知名校友：彼得·希格斯、托马斯·哈代、伍尔芙、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综合研究型大学

主要奖项：12 个诺贝尔奖

雅思要求 6.5-7

优势专业：牙医，药学，法律，心理学，医学

science 录取要求

所属地区：英国伦敦

平均录取率 : 13%

commerce 录取要求 A*AA

主要院系：人文艺术学院、牙医学院、
自然科学与数学学院、生命科学与医学院、

offer 发放速度 ：7 周

arts 录取要求 AAA

就业率 ：79.6%

engineering 录取要求 AAB

师生比例 : 11.7

law 录取要求 A*AA

开课日期：( 秋季 ) 每年 9 月 25 日，( 春季 )

申请起止时间：每年 1 月 15 日

属

性：英国金三角名校 罗素集团重要成员

潘迪生法学院、南丁格尔护理与助产学院、
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学院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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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Strenuis Ardua Cedunt

每年 1 月 8 日，( 夏季 ) 每年 4 月 23 日

Birkbeck, University of London

http://www.kcl.ac.uk/

AAB

学费：15200-36050 英镑 / 学年

http://www.bbk.ac.uk/

伦 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英语：Birkbeck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是位于英国首都伦敦市中心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是
伦敦大学的 18 个组成学院之一和 1994 大学集团的成员。由乔治·伯贝克（George Birkbeck）创立于西元 1823 年，为伦敦大学
主要综合学院中历史最悠久的学院，原名伦敦机械学院。

在由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办的 2008 年研究评估考核（RAE）中，有 12 个学系被评为具有国际卓越水平的最高分 5* 与 5。其中有
5* 等级的包括英语、历史和西班牙语，有 5 等级的包括晶体学、地球科学、经济学、艺术史、法律、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和德语。
在 2001 年卫报公布的 RAE 得分排名中，伯贝克学院得分列英国第 13，有 10 个科目进入国内前十，其中：英语专业全英第一，历
史学全英第一，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地球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等专业位列全英前五。是伦敦唯一在晚间提供高等教
育的学校。
创办时间：1823 年

知名校友：阿尔弗雷德·华莱士；贝尔格里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尔斯；麦克唐纳（英国首相 )

所属地区：伦敦

平均录取率 : 40%

主要院系：艺术学院、商学，经济学和

师生比例 : 19

雅思要求 : 6.5~7.0
science 要求：A Level : UCAS tariff
points 112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UCAS tariff
points 104
Arts 要求：A Level : UCAS tariff points
112
law 录取要求 : A Level: UCAS tariff points
120

信息学院、法学院、科学学院、社会科学，
历史和哲学学院

入学时间：每年 9 月

学费：11334-14075 英镑 / 学年
申请起止时间：9 月至来年 01 月 15 日

英国大学择校指南 81

学校信息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https://www.royalholloway.ac.uk

始

建于 1886 年，维多利亚女王亲自授予其皇家特许状并主持了开校典礼。皇家霍洛威学院于 1900 年加入伦敦大学，成为独立组
成学院之一，并且作为伦敦大学选定专门进行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五所院校之一。1986 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又于该校 100 周年校庆之
际主持了其与贝德福德学院（1849 年成立）的合并典礼。皇家霍洛威是 1994 大学集团的成员。该校是世界上首个开设信息安全专
业授课型硕士课程（MSc）的大学 ，与牛津大学合作建设由政府出资的国家网络安全研究中心 。在 2008 年英国高教委的 RAE 科
研评估中，皇家霍洛威位居全英第 23 位 。2016 年 QS 专业排名中，表演艺术专业名列世界第 14 名。在 2015 泰晤士报英国大学排
名中位居全英第 34 位。在 2014-15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英国第 17 位，世界第 118 位。
创办时间：1886 年

知名校友：乔治·艾略特 , 何超莲 , 莫文蔚等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优势专业：音乐、心理学、英语、地理学、

属

性：伦敦大学，1994 大学集团等

所属地区：英国 / 英国大伦敦地区萨里郡
主要院系：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经济

学与管理学院、自然科学院

校

训：Esse quam videri

德语

平均录取率 : 59.21%
就 业 率 : 62.7%
师生比例 : 15.3%
开课日期：每年 9 月底 10 月初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An overall score of 6.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BB
Arts 要求：A Level : AB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BB
Law 要求：A Level : ABB

申请起止时间：6 月 30 日前
学

费：12,765 英镑 / 学年

伦敦大学圣乔治医学院
St George's, University of London

http://www.sgul.ac.uk/

伦敦大学圣乔治学院是位于英国伦敦的一所医学院，是伦敦大学下属学院。历史可追溯至 1733 年，是仅次于牛津大学的英格兰第
二所提供医生培训课程的机构。伦敦大学城成立不久后乔治学院便即加入。

创办时间：1733 年

知名校友：约翰·亨特，爱德华·詹纳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性大学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雅思要求 :6~6.5

所属地区：英格兰伦敦

学费：13000 英镑 / 学年

Medical 要求： AAAB

主要院系：医学和生物医学科学系和健
康与社会护理科学系

申请起止时间：每年 1 月 15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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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堡大学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http://www.lboro.ac.uk/

来

源于 1909 年在拉夫堡（Loughborough）成立的一个小型技术学院，后来发展为拉夫堡学院（Loughborough College）。
学院由于体育方面的成就很快在 1929 年加入了大学体育运动联盟（Universities Athletic Union）。1952 年，学院划分为四个分离
的机构：工程系成为拉夫伯勒理工学院（Loughborough College of Technology）；教师培训部分成为拉夫伯勒教师培训学院，
1963 年更名为拉夫伯勒教育学院；艺术与工艺系成为拉夫伯勒艺术与设计学院；继续教育系成为拉夫伯勒技术学院（Loughborough
Technical College）。
1957 年，开设高等工程和应用科学课程的拉夫伯勒理工学院被命名为高等理工学院（College of Advanced Technology）。此
后学校发展迅速，于 1966 年 4 月 19 日成为拉夫伯勒理工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创办时间：校史可追溯于 1909 年建立的拉

主要奖项：女王周年奖共七枚（Queen's

夫堡学院，1966 年晋升为大学

Anniversary Prize) 是自 1994 年以来颁发的英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国高等教育奖项，为了表彰英国大学在世界范

属
始成员

性：M5 大学联盟和 1994 联盟的创

所属地区：英国英格兰莱斯特郡拉夫堡校
区、伦敦校区
主要院系：工程学院，科学院，人文和社

会学院

校

训：by Truth, Wisdom and Labour

知名校友：David Moorcroft、Paula
Radcliffe、Sir Clive Woodward
就 业 率 : 2014 年 94% 学生顺利就业或是

接受其他高等教育

开课日期：每年九月

围取得的成就。
2013 －表彰拉夫堡大学于高端制造技能方面
的研究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
2007 －表彰拉夫堡大学于交通工具，道路与
驾驶者安全方面研究做出的贡献
2005 －表彰拉夫堡大学于评估帮助社会政策
相关项目做出的杰出且广泛受人尊敬的贡献
2002 －表彰拉夫堡大学作为英国顶尖大学在
体育发展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在体育研究方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商业与经济学专业总分 7.0 分，各项
不低于 6.5 分
社会科学总分 7.0，各项不低于 6.0
其他专业：总分 6.5，各项不低于 6.0
Science 要求 :ABB
Commerce 要求：AAB
Arts 要求：ABB from 3 A-Levels
including grade B in A-Level Design
and Technology or Art and Design

面世界领先的地位

Engineering 要求：A* AA

2000 －表彰拉夫堡大学在光学工程方面的开

Polits,social science 要求：AAB-ABB

拓性研究

申请起止时间：每年 1 月 15 日

1998 －表彰拉夫堡大学在发展中国家所开展

学费：15200-36050 英镑 / 学年

的工作
1994 －表彰拉夫堡大学与航天航空及汽车公
司开展的合作，特别是劳斯莱斯及英国宇航系
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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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http://www.manchester.ac.uk/

曼大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1824 年，那年由近代化学之父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等人创办的曼彻斯特机械学院成立，后发

展成为曼彻斯特理工大学。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始建于 1851 年，那时称作欧文斯学院，命名来自于纺织商人约翰·欧文斯（John
Owens），正是他用 96,942 英镑创办了这所学院。此后，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首先发起了“市立大学运动”，并在 1880 年成
为第一批被授予皇家宪章的市立大学。由于这些大学大多有红砖的校园建筑，英国人统称这些大学叫做“红砖大学”（Red Brick
University），全英国仅有 6 所大学享有这一地位，分别是曼彻斯特大学、布里斯托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伯明翰大学、利兹大学和
利物浦大学。她们都是英国最顶尖的老牌名校，这个称谓主要是有别于牛津和剑桥大学。
创办时间：1824 年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型大学
属

性：“红砖大学”之一，英国罗素大学

集团的创始成员之一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曼彻斯特
主要院系：商学院 工程与物理科学院 人

文院 生命科学院 医学和人类科学院

校

训：Cognitio, Sapientia,

Humanitas（知识，睿智，人道）

知名校友：汤姆孙、威尔逊、卢瑟福、
哈伊姆·魏茨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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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奖项：25 位诺贝尔奖得主。现任全职教
职员中有 3 位诺贝尔奖得主，为全英之冠

录取要求：

优势专业：护理学、建筑 / 建筑环境、化学
工程 材料学、社会学、会计与金融 、商业与
管理研究、历史、物理与天文、心理学、生物
科学、数学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ABB

平均录取率 ：45%

Law 要求：A Level : AAA

雅思要求 : 6.0~7.5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B
Arts 要求：A Level : AAB
Engineering要求：A Level : AAA-AAB

就 业 率： 70.5

申请起止时间：每年 8 月至次年 1 月

师生比例：15.2

学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生 活 费：7600 英镑 / 学年

费：14500-40000 英镑 /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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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都会大学

玛格丽特大学
Queen Margaret University

爱丁堡玛格丽特女王大学于 1875 年创建于爱丁堡，以其优质的教学而享誉国内外，有权颁发英国学位。爱丁堡玛格丽特女王大学
开设的课程主要涉及以下学科领域：商科、管理与信息、舞台艺术和保健，体现了该大学以职业和专业教育为重点的特色。爱丁堡
玛格丽特女王大学可以授予文科学士、荣誉文科学士、理科学士、荣誉理科学士、研究生文凭、文科硕士和理科硕士等学位和文凭。
大学还开设英语基础课程和预科课程。爱丁堡玛格丽特女王大学的办学宗旨是致力于向各行业提供实用的高等教育机会及研究成果。
以下专业是本大学的强项：人文科学、管理、保健及相关学科。爱丁堡玛格丽特女王大学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每年有大批外国
留学生从世界各地来大学就读各门课程。各国留学生对大学出色的教学质量、良好的福利待遇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创办时间：1785 年

优势专业：音乐治疗、环境、医疗、护理

录取要求：

所属地区：英国 / 苏格兰

平均录取率：10.10%

主要院系：学院、企业学院和管理学院、

就 业 率：59.6

雅思要求 : 总分不低于 6.0 分，单项成
绩均不低于 5.5 分

戏剧学院和创业产业学院社会科学院、传
媒交流学院

申请起止时间：每年 9 月 6 日至次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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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比例： 19.1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学

费：£12400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http://www.qmu.ac.uk/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BCC
Arts 要求：A

http://www.mmu.ac.uk/

曼

彻斯特城市大学 ( 简称 MMU) 是英国一所综合性公立大学，建立于 1970 年。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经历学院的整并，有些学院建
立于 19 世纪。合并计划始自 1970 年 1 月 1 日，当时曼彻斯特专科学校由曼彻斯特艺术与设计学院、曼彻斯特商业学院以及 John
Dalton 技术学院组成。1992 年由学院改为大学。涵盖 70 门以上的学科。有五个校区位于曼彻斯特，同时在 Crewe 和 Alsager、
Cheshire 还有两个校区。
创办时间：1970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 / 曼彻斯特市
主要院系：艺术与设计学院，健康、心

理学和社会关怀学院，Hollings 学院，人

优势专业：电子和电气工程学、市场、会计、

语言学、企业管理
平均录取率：23.89%

offer 发放速度：12 周
就 业 率：58.1%

类学、法律与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商

师生比例：18.9

学院，MMU Cheshire，理学与工学院

开课日期：每年 9 月 1 日、1 月 1 日

申请起止时间：每年 9 月份至次年 1 月

学

费：11500-15840 英镑 / 学年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6.0
Science 要求：A Level : UCAS Tariff
points : 112-120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UCAS Tariff
points : 104-112
Arts 要求：A Level : UCAS Tariff points :
112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UCAS Tariff
points : 104-112
Law 要求：A Level : UCAS Tariff points :
112-120

Engineering 要求：A
Law 要求：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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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密德萨斯大学
Middlesex University

http://www.mdx.ac.uk/

该

校历史最早可追溯自 19 世纪，经过一百多年的校务推广与校区扩展后，终于在 1992 年正式改制为大学。学校也从最初的
Tottenham 校区发展为现今共计 13 个校区，遍布于北伦敦市区。密德塞克斯大学拥有现代化的设备，但其中有些校区仍保留了古
典的建筑风格至今，该校与全球 250 所学校有极为密切的学术交流活动，并已在东亚、东南亚、地中海东岸、印度与南美设立海外
办事处。密德塞克斯大学在研究方面的成绩极为傲人，校内许多高阶的研究计划均由英国知名研究协会资助，在研究领域获得多项
全国优良的评鉴成果。
创办时间：1873 年
学校类型：教学型综合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 / 伦敦
主要院系：法学院、商学院、艺术学院
主要奖项：三次荣获女王周年奖、两次

荣获设计委员会的千嬉年奖

学

90

费：£10400 - £10670

优势专业：运动科学专业、社会工作专业、
音乐专业、经济学专业、艺术设计专业、会计
与金融专业

录取要求：

平均录取率 : 14%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CCC

雅思要求 : 5.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BBC

就 业 率 : 64.9

Arts 要求：A Level : BBC

师生比例 : 18.5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BBB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Law 要求：A Level : BBB

英国大学择校指南 91

学校信息

纽卡斯尔大学
University College Newcastle（NCL）

http://www.ncl.ac.uk/

纽 卡斯尔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34 年由纽卡斯尔城成立的医学院，

提供当时在学的 26 名学生演讲以及手术实验课程。在 1851 年六月，该校分裂为两所敌对的学院。主要的学院成立了纽卡斯尔医
学院 (Newcastle College of Medicine)，而另一个学院则成立为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医学与实用科学学院 (Newcastle upon Tyne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Practical Science)。
在 1852 年，纽卡斯尔医学院正式与杜伦大学结合，并在 1856 年授颁布第一个“医学证照”(Licence in Medicine' (Lic.Med))，
该校教授的证书授伦敦大学认可。两所学院后来在 1857 年合并，并且在 1870 年重新命名为杜伦医学院 (Durham College of
Medicine)。
为了在城市提供教授科学的地方，教授数学、物理、化学及地球科学的学院所在 1883 年成为了杜伦物理科学学院，并且在 1904 年
以威廉·阿姆斯特朗，第一代阿姆斯特朗男爵之名命名为阿姆斯特朗学院 (Armstrong College)。这些独立或分裂出来的学院所后
来皆成为 1908 年被官方认可、分成两个部门并分别位于两个城市杜伦及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杜伦大学。到了 1908 年，泰恩河畔纽
卡斯尔的部门系所如医学系、艺术系，以及涵盖农业以及工程的科学系所，已经教授了广泛的科目。
创办时间：1834
学校类型：研究型大学
属

性：罗素大学集团

主要奖项：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个被授予人
类干细胞研究许可的医学机构
曾获得泰晤士报年度大学奖

所属地区：英格兰东北部泰恩河畔纽卡

女王周年奖

斯尔

研究卓越框架（REF）排名全英第 16

主要院系：人类与社会科学，医学，科学、

优势专业：传媒、艺术设计、牙科、农业与

农业与工程

校

训：With Holiness and Wisdom

知名校友：尤金妮公主、罗温·艾金森、

威廉·阿姆斯特朗、亚历山大·唐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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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学、解剖生理学、化学工程、哲学、地理
与环境科学、建筑学

就 业 率 : 93.7% 2013 的毕业生在毕业六个

月后就业或接受其他高等教育，培训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大部分专业要求雅思总分
6.5 分，各项不低于 6.0 分 [6]
部分专业要求 7.0 分 -7.5 分
A-level : AAB-ABB（医学相关 AAA）

学

费：按照不同科系有所不同，比

如会计和金融专业为：13980 英镑 /
年（2017 entry）

offer 发放速度 : 有些科系或需要额
外的评鉴，笔试，作品集，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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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丁汉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http://www.nottingham.ac.uk/

诺 丁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建于 1881 年，是一所位于英国诺丁汉市的老牌世界名校。诺丁汉大学是全球百

强名校，英国常春藤联盟罗素大学集团成员，M5 大学联盟创始成员之一。诺丁汉在各类全球大学综合排名上常居全球前 100，获
得广泛声誉。
英国诺丁汉大学曾荣获英国“女王企业奖”和“女王高等教育年度奖”。诺丁汉大学分为五个学院，并提供范围广泛的各种自然科
学和人文科学的约 50 种学位，是入学竞争最激烈的英国大学之一。这所大学至今已经产生了很多的杰出校友，包括三位诺贝尔奖
的得主和众多奥运奖牌得主。根据 2011 年 UCAS 报告，该校与剑桥大学并列英国第 3 培养出最多位知名 CEO 的学校，毕业生在
英国列为重点聘雇的第 2 名，仅次于华威大学，2014 年 12 月 18 日，英国唯一由官方每 7 年发布一次的 REF 英国大学科研实力（原
RAE）排名中，诺丁汉大学高居全英第八位。诺丁汉大学在 2015/16QS 世界大学排名上位居英国第 14 位，世界第 70 位。 2013 上
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上位居英国第 9 位，世界第 84 位。2014 年 TIMES 英国大学工程学专业排名全英第二位 。诺丁汉大学法学
院享誉世界，是英国最顶尖的法学院之一。
创办时间：1881 年

主要奖项：3 位诺贝尔奖得主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综合型大学

优势专业：农业与林业学、畜牧业、兽医、
工程学、创意与写作、建造学

雅思要求 : An overall score of 6.5

学集团成员，M5 大学联盟创始成员之一

平均录取率：49%

Commerce要求：A Level : A*AA-AAA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诺丁汉

offer 发放速度： 7 周

主要院系：生命科学院，工程学院，理学院，

就 业 率：67.07%

属

性：百强名校，英国常春藤联盟罗素大

法律和教育学院，商学院

校

训：A City is Built on Wisdom（城

市建于智慧之上）

知名校友：查尔斯·普林斯，克莱夫·格兰杰，

大卫·赫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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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比例：14.0%
开课日期：每年 9 月底 10 月初
学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AAB
Arts 要求：A Level : AA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B
Law 要求：A Level : ABB

申请起止时间：6 月 30 日前（热门
专业 1 月 15 日前）

费：按照不同科系有所不同，比如

会计和金融专业为：13980 英镑 / 年（2017
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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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安普顿大学

诺森比亚大学
Northumbria University

诺

森比亚大学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 其优异的教学质量可谓有口皆碑。学校建立于 1870 年，其前身为卢瑟孚工程学院，
到了 1969 年成为纽卡斯尔理工学院，直至 1992 年才合并成为大学。该大学坐落于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学生的大量聚集为该领域
注入了朝气和活力，并使这座城市充满友好的气氛。英国的官方评估机构为该校的工商管理，英语，法律，社会学现代语言，戏剧
以及初级教育专业质量的评估极高。
创办时间：1870 年

优势专业：教育学、建造学、城市与景观规划、

The University of Northampton

https://www.northumbria.ac.uk/

录取要求：

https://www.northamption.ac.uk

北安普顿大学是一所规模大型、设施一流、师资力量出众的高等学府，它位于英格兰中部名城北安普顿市。虽然离伦敦和伯明翰不远，
但北安的生活消费水平却只有它们的一半不到。在北安，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约合人民币 20 多万。其高水准的教学质量
和低廉的留学成本，每年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目前，已经拥有公园 (Park) 和林荫大道 (Avenue) 两大校区以及将于耗
费数亿英镑正在建设的河滨校区 (Riverside Campus)。同时 , 学校的皮革技术专业位列全欧洲第一 , 其高水准的教学质量加之无可
比拟的硬件设施使北安普顿大学成为了英国新兴大学的代表。

创办时间：1975 年

就 业 率：50.4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6.5-5

学校类型：综合类大学

传媒、机械工程、政治学、社会工作

雅思要求 : 6.0~6.5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师生比例：20.6

所属地区：英格兰纽卡斯尔

平均录取率：21%

所属地区：英格兰北安普顿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主要院系：艺术与设计学院；工程，科
学与技术学院；保健，社会工作与教育学

就 业 率： 71.9%

Science 要求：A Level : 364 UCAS
Tariff points

院；社会科学院；纽卡思尔商学院。

师生比例： 17.1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364
UCAS Tariff points

校

入学时间：每年 9 月

Arts 要求：A Level : 364 UCAS Tariff
points

校

训：The age of learning

知名校友：TONY BLAIR, Jonathan Ive
主要奖项：Queen's Anniversary

Prize THE 年度最佳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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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费：12500-17500 英镑 / 学年

申请起止时间：9 月至来年 01 月 15 日

训：Transforming lives, inspiring

优势专业：政治学、英语、音乐、艺术设计、

change

药学、心理学、生物科学、社会学、旅游管理、

知名校友：雅诗兰黛的市场总监 Kelly

经济学

offer 发放速度：10 周

申请起止日期：9 月 -6 月 30 日前

Science 要求：A Level : BCC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BCC-BBC
Arts 要求：A Level : BCC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BCC-BBC
Law 要求：A Level : BBC

学

费：10700-12700 英镑 / 学年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364
UCAS Tariff points
law 录取要求 : A Level: 364 UCAS
Tariff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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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维奇艺术大学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Norwich University Of The Arts

诺

维奇艺术大学（Norwich University of the Arts）是一所位于英国诺福克郡诺里奇的艺术大学，有艺术、媒体和设计专业。
其历史可以追溯至 1845 年成立的诺里奇设计学院（Norwich School of Design），2013 年 1 月获大学资格。诺里奇大学艺术
学院可授予颁发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证书。开设的课程涵盖面十分广泛，主要包括动画、时装、游戏艺术设计、电影图像制作、
平面设计、图表制作、电影图像与音频等。除上述课程外，诺里奇大学艺术学院还开设预科课程和学位。
创办时间：1845 年
学校类型：公立
所属地区：英国 / 诺福克
名人校友： Michael Andrews 等艺术家
就 业 率：70.5
师生比例：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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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专业：动画、时装、游戏艺术设计、电
影图像制作、平面设计、图表制作、电影图像

录取要求：

与音频、艺术设计、戏剧与舞蹈

雅思要求 : 总分 5.0 分 , 写作 5.0 分 ,
其他不低于 4.5 分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Science 要求：A Level : BBB

学

费：£13,000

申请起止时间：每年 9 月 6 日至次年 1 月

15 日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http://www.nua.ac.uk/

创办时间： 1843 年
学校类型：公立学校
所属地区：英国 诺丁汉市

录取要求：

荣获第一名

雅思要求 : 6.0-7.0

2016 年 2 月获得英女王周年大奖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 BBB

主要院系： 动物、农村和环境科学学院；

2015 年获得卫报大学评选的最佳教学奖

建筑、设计和建筑环境学院；艺术和设计

2015 年毕业生就业率居全英第四

学院；艺术、传播和文化学院；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AAB

优势专业：新闻类，出版及公共关系类专业、

Arts 要求：A Level : AAB

知名校友：西蒙·斯塔林
平均录取率：15%

Commerce 要求：A

offer 发放速度 ：8.74 天

Arts 要求：A Level : BBB

就 业 率：89.6%

Engineering 要求：A

主要奖项：2016 年 Whatuni 学生选择大奖

http://www.ntu.ac.uk/

设计与手工艺术类专业、服装与纺织设计类专
业、农业，食物安全类专业、建筑及城市规划
类专业

师生比例：18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AABB
Law 要求：A Level : A*AA - AAA

申请起止时间：6 月 30 日申请截止
学

费：11,800-12,300 英镑 / 学年

Law 要求：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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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

http://www.ox.ac.uk/

牛 津是泰晤士河谷地的主要城市，传说是古代牛群涉水而过的地方，因而取名牛津（Oxford）。牛津向来是伦敦西行路线上的
重点，早在 1096 年，就已有人在牛津讲学。在 12 世纪之前，英国是没有大学的，人们都是去法国和其它欧陆国家求学。

1167 年，当时的英格兰国王同法兰西国王发生争吵，英王一气之下，把寄读于巴黎大学的英国学者召回，禁止他们再去巴黎大学。
另一说法是，法王一气之下，把英国学者从巴黎大学赶回英国。不管如何，这些学者从巴黎回国，聚集于牛津，在天主教本笃会
的协助下，从事经院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于是人们开始把牛津作为一个“总学”，这实际上就是牛津大学的前身。学者们之所以
会聚集在牛津，是由于当时亨利二世把他的一个宫殿建在牛津，学者们为取得国王的保护，就来到了这里。

创办时间：牛津大学有记录的授课历史

优势专业：

可追溯到 1096 年

35% 继续高等教育

英语文学，现代语言及历史，建筑，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型大学

师生比例：1.8

医药，人类学，法律，政治，国际研
究 皆为 QS 世界大学排行第一

团、英国“G5 超级精英大学”，欧洲顶尖大

主要奖项：Lord Rayleigh（发现氩）、

Owen Richardson（创建理查森定律）、

学科英布拉集团、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以

James Chadwick（发现中子）、Ernst

申请起止时间：每年九月初 ~ 十月
十五号 6pm UK 时间

及 Europaeum 中的核心成员

Chain9（发现青霉素）、Patrick Blackett（核

学费：根据科目不同 up to £23,190 / 年

所属地区：英国牛津市

物理和宇宙辐射）、Richard Synge（开发分

开课日期：每年 1 月 /10 月

属

性： 英国研究型大学罗素大学集

主要院系：该校在心理学、生物学和法律、
工程学、社会科学、经济、哲学、历史、

音乐、化学、生物化学、文学、法语、德语、
丹麦语、数学、物理、地球科学上均是行
内之翘楚。

校

训：Dominus Illuminatio Mea（上

区色谱）、Frederick Sanger（发现胰岛素分
子结构）、Francis Crick（决定 DNA 结构）、
John Hicks（创建均衡理论）、Antony
Hewish（发现脉冲星）、Cesar Milstein（发
展单克隆抗体生产技术）等。

录取要求：

主乃我的光）

雅思成绩：7.0 或以上

知名校友：日本皇室德仁皇太子，戴维·卡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 -A*A*A*

梅伦， 艾玛·沃特森等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A*A*A*

offer 发放速度 : 每年 11 月（某些科目）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A -A*A*A*

笔试，12 月面试，一月初发放 offer

100

就 业 率：毕业六个月后 56% 直接就业，

Law 要求：A Level : AAA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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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http://www.brookes.ac.uk/

在

英国的这片土地上，被当地人民和学者称为“大牛津”的牛津大学和成立于 1865 年的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小牛津”在同
一片天空下共享现代的知识与文明，为社会科学事业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小牛津”在 1970 年开始改名名为牛津技术学院；
1992 年正式成为大学 。学校有校园三处，分别位于吉普塞路（距市中心 1 英里）、威特利（距市中心 6 英里）和赫丁顿山厅（距
市中心 1 英里）。前身为牛津理工大学，自 1992 年成为综合大学以来，已经发展成为英国最具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其就业率全
英排名位居第 8， 并连续 9 年被《泰晤士报》评为最优秀的英国现代综合大学， 其中商科和管理学，经济学， 规划等学科被评
为全英教学质量满分。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学生可以使用牛津大学图书馆，并且可以加入牛津大学生联合会享有牛津大学的社会和
学术资源。高质量的教学以及良好的国际声誉吸引了来自全英和世界各地的学生。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现有预科生、本科生和研究
生共 18,727 名。其中本土学生约占 80%，16.5% 是来自包括欧盟在内的全世界 150 多个国家的海外学生。
创办时间：1865 年

主要院系：人文艺术学院、建筑环境学院、生命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科学学院、商学院、威斯特敏斯特教育学院、技术

雅思要求 : 6.0~7.0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牛津
优势专业：商学、建筑学、护理学、法学、
教育学、酒店管理、工商管理 应用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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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健康护理学院、社会科学与法学院

就 业 率：64.1
师生比例：16.7

申请起止时间：满额为止
学

费：10600-11300 英镑 / 学年

开课日期：1 月底、9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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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朴茨茅斯大学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http://www.port.ac.uk/

朴 茨茅斯大学位于英国南部著名海滨城市朴次茅斯，由 1869 年建立的戈斯波特文理学院发展而来，于 1900 年开始颁发学士学

位。自从 1992 年改为综合性大学至今，已成为英国规模较大的大学之一，拥有学生 12925 人，其中英国及欧盟学生 12121 人，
国际学生 804 人。商学院于 2007 年正式成为 AMBA（世界 MBA 协会）成员。在 2015-16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中，
朴次茅斯大学位列第 401-500 名区间。2015 年全球新兴大学排行榜第 85 名。最新 2016QS 世界大学排名中首次入选该榜单，位
列 601~650 名区间。2016USNEWS 世界大学排名中列 588 名。朴茨茅斯大学属于中英文凭互认院校之一。
创办时间：1869 年
学校类型：综合公立大学
属

性：英联邦大学协会成员

所属地区：英格兰朴茨茅斯
主要院系：朴次茅斯商学院，创意与文

化产业学院，人文学，理学院，工学院

校

训：Let us follow the Light

知名校友：马丁·惠特马什、胡敏

主要奖项：商学院是世界 MBA 协会正式成员，
泰晤士报英国现代化大学评选第五，欧洲大学协

录取要求：

会成员，2012 全国学生满意度第一名

Science 要求：A Level : BBB

优势专业：护理、射影影像、意大利语、药剂学、
创意与写作

平均录取率：64.28%
offer 发放速度：14 周
就 业 率：61.9
师生比例：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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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要求 :6-7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BBB
Arts 要求：A Level : BBC-BB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BBB-AAA
Law 要求：A Level : ABB

申请起止时间：每年 1 月 15 日前
学

费：9000-11000 英镑 / 学年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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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普利茅斯大学
University of Plymouth

http://www.plymouth.ac.uk/

英

国普利茅斯大学（Plymouth University）成立于 1825 年，是英国规模最大的一所知名百年公立大学。多次受到英国皇家嘉
奖。在 QS(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世界最权威大学综合排名中列居全球 1% 地位 （参考排名为全球 48000 所正规大学
列 NO 275 位）。2016 年世界专业四大排名之一的 US NEWS 显示，普利茅斯大学在英国国内的排名位列 38 位。2014 年获英国
女王奖及十大英国学生最受欢迎大学之一，TIMES 现代型大学排名第 1 位。普利茅斯大学是英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公立大学，有
着优异的学术成就，中央电视台曾经特别拍摄过《世界著名大学》集其中就对普大有着详细的介绍。
创办时间：1825 年
学校类型：公立综合型大学
属

性：百年公立名校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普利茅斯德文郡
主要院系：健康、教育和社会学院 ; 艺术

学院；科学技术学院；商学院；远程教育
学院；半岛药学和牙医学院；普利茅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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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奖项：英国女王奖，全球百强精英大学，
英国最受雇主欢迎，英国皇家学位

录取要求：

优势专业：旅游和酒店管理、机械工程、电

Science 要求：A Level : Tariff 100-120
之间，至少两门 A-level 成绩

气与电子工程、计算机、海洋生物学、海运
和物流、运动营养和健康、机器人科学、会
计与金融、国际商务、商业研究、土木工程等。
其中环境、海洋、供应链、物流、艺术等专
业单科位居全球第 1 位排名。

雅思要求 : 6.0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Tariff 100120 之间，至少两门 A-level 成绩
Arts 要求：A Level : Tariff 110-120 之间，
至少两门 A-level 成绩

文国际学院

offer 发放速度： 5 周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Tariff 110120 之间，至少两门 A-level 成绩

知名校友：舞蹈艺术工作者金星（荣誉

就 业 率： 62.4

学位） 诗人徐志摩，前北大校长胡适先生

师生比例：16.5

Law 要求：A Level : 104 Tariff，至少两
门 A-Level 成绩

开课日期：1 月，5 月，9 月

申请起止时间：每年 8 月至次年 1 月 15 日之前

学
费：10300-17800 英镑 / 学年
生 活 费：6033 英镑 /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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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http://www.qub.ac.uk/

贝 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英国 20 强研究型大学，也是著名的罗素集团成员之一，该大学拥有世界级领先的研究因此提供了领先的教育

水平。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有着非常古老的历史底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于 1845 年建立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
Belfast），是这个岛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后来在 1908 年独立成为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于 2008 年满 100 年历史。根据 2009 年
泰晤士企业家大学排名中，该大学成为了“顶级工程研究型大学”（THE Outstand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Team），女王大
学是独一无二的。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在社会和生命学研究中为世界级领先水平，从癌症到环保科学，无线电子科技，再从医药学
到法律，等等学科为该大学获得了皇家颁发的女王高等教育周年奖。英国研究研究评估考核（RAE) 于 2008 年便确定贝尔法斯特女
王大学为全球顶级研究型大学。另外，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拥有一流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和上百万册馆藏图书。它的计算机设备和
交互多媒体教学体系在全英大学中居领先地位。
创办时间：1845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属

性：罗素大学集团，英联邦大学协会，

欧洲大学协会

所属地区：英国 / 北爱尔兰
主要院系：医学院 工程学院 教育学院 商学院
校

训： what shall we give in return

主要奖项： 诺贝尔奖，女王周年奖，RAE 顶
级研究型大学，世界百强

录取要求：

优势专业： 航天工程学、药剂学、会计与金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 -BBB

园林学、农业园林、化学工程学、人类学

Arts 要求：A Level : BBB

融 、解剖生理学、牙医、食品科学、建筑与

平均录取率：23.89%
offer 发放速度：12 周

雅思要求 : 6.5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B–BBB
Law 要求：A Level : AAB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 1 月 15 日前

for so much

就 业 率：71.9%

学

知名校友：爱尔兰总统 Mary Mcaleese

师生比例：15.3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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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13280-33170 英镑 /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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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皇家艺术学院
Royal College of Art

http://www.rca.ac.uk/

皇家艺术学院（简称 RCA）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只有研究生教学的艺术设计学院。RCA 的授课教师都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家、实

践家和理论家，学生能在设计师云集的环境中学艺术，在艺术氛围浓厚的环境中做设计。学校集中而个性化的教学形式，一流的技
术设施和研究中心，共同缔造了其独一无二、充满创造力的环境。 皇家艺术学院不仅欢迎世界各地的学生，还在国际领域与顶尖艺
术设计文化类机构和商业机构关系良好。1967 年学院获得皇家特许状，明确了其办学宗旨是“通过教学、研究及与工商业的合作来
提高专业水平与专业竞争力”。

创办时间：1837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属

性：艺术顶尖名校

优势专业：材料学院，建筑学院，传达学院，
设计学院，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平均录取率：18%

所属地区：英国 // 伦敦

师生比例：1：8

主要院系：材人文学院、美术学院、

学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6.5~7.0
Music 要求：A Level : EE

申请截止日期：每年 9 月份

费：28400 英镑 / 学年

设计学院，建筑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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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英国皇家农业大学
Royal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皇家兽医学院

皇

家农业大学创建于 1845 年，原为皇家农学院，经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正式授予特许权，受英国王室支持。2013 年，学校获得大
学资格，更名为皇家农业大学，是一所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充满活力的学校。
创办时间：1845 年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型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Cirencester,
主要院系：皇家农业大学设立了农学院、

商学院以及农村经济发展和土地管理学

院，包括超过 40 个职业重点专业，目前
分农、商两大类，其中农业方面专业较多，
而且多是实践性较强。商务管理方面也大

优势专业：皇家农业大学设立了农学院、商
学院以及农村经济发展和土地管理学院，包括

录取要求：

其中农业方面专业较多，而且多是实践性较强。

雅思要求 : 6.0 单科不低于 5.5
A LEVEL: tariff : 56 (DEE)
专业也不全

商务管理方面也大多和农业相关，如不动产管

申请截止日期：1 月 15 日之前

超过 40 个职业重点专业，目前分农、商两大类，

Royal Veterinary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http://www.rac.ac.uk

http://www.rvc.ac.uk/

皇

家兽医学院建立于 1791 年，隶属于伦敦大学，是英国最早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兽医学院。在 2002 年 2 月，由质量评估会（Quality
Assurance Agency）组织的教学测评中，RVC 获得满分 24 分。早在 1999 年，该院就成为英国第一家被美国兽医医学协会认可
的兽医学院。 皇家兽医学院是全欧洲最好的兽医研究中心之一，在最近的研究考核中，取得了满分 5 分的优异成绩。同时，凭借其
下属的 3 家知名医院，以及优良的诊断服务和职业发展课程，为整个兽医行业提供了完善的支持和充足的后盾。 该院共有 2 个主校
区，一个是伦敦的 Camden 校区，另一个是位于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的 Hawkshead 校区。
创办时间：1791 年

优势专业：兽医学、兽医科学、兽医护理学

录取要求：

所属地区：英国 / 伦敦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理、农 / 牧场管理等。

平均录取率 : 16%

学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就 业 率： 79.8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 9 月 6 日至次年 1 月

雅思要求 : 7.0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BB - BBB
Commerce 要求：A
Arts 要求：A
Engineering 要求：A
Law 要求：A

师生比例：12.6

15 日

费：£17500

多和农业相关，如不动产管理、农 / 牧场
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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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皇家音乐学院
Royal Academy of Music

皇家学院的音乐

皇家音乐学院由威尔斯亲王（后为国王爱德华七世）于 1883 年创立，并被接纳为皇家协会成员。学院院长常为皇室成员担任，从

1952 年起院长由王太后殿下担任，女王陛下为该学院的资助人。学院主建筑位于南肯辛顿，在萨姆森·福克斯先生的慷慨赞助下，
于 1894 年进行了内装修，主建筑现占用的场地已由 1851 年度的皇家展览委员会的委员们批准使用。
创办时间：1882 年
学校类型：私立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伦敦
主要院系：听力研究与音乐师、作曲、

指挥、早期音乐、电子音乐、音乐史、歌
剧等。在乐器方面教授铜管乐器、管风琴、
打击乐器、钢琴、弦乐器、木管乐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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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Coll Music

http://www.ram.ac.uk/

皇家音乐学院由威尔斯亲王（后为国王爱德华七世）于 1883 年创立，并被接纳为皇家协会成员。学院院长常为皇室成员担任，从

1952 年起院长由王太后殿下担任，女王陛下为该学院的资助人。学院主建筑位于南肯辛顿，在萨姆森·福克斯先生的慷慨赞助下，
于 1894 年进行了内装修，主建筑现占用的场地已由 1851 年度的皇家展览委员会的委员们批准使用。

优势专业：乐器演奏、古代及巴洛克时期的
音乐和乐器演奏、爵士乐演奏、作曲系、歌剧

录取要求：

创办时间：1883 年

雅思要求 : 5.5

系、声乐系、合唱和教学音乐系、钢琴系、弦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知名校友：詹姆士贝利鸥 James

属

乐系、竖琴和古典吉他、木管乐器、铜管乐器、
定音鼓和打击乐、音乐剧专业、音乐传媒和适
用音乐专业等

学

费：17,570 英镑 / 年

Baillieu，伊芙琳格莱尼Evelyn Glennie ，
格雷厄姆约翰逊 Graham Johnson ，
安妮蓝妮克丝 Annie Lennox ，埃尔顿
约翰 Elton John

http://www.ram.ac.uk/

性：综合大学

所属地区：南肯辛顿
优势专业：亚历山大工艺学，听力研究

与音乐史、作曲、指挥、早期音乐

主要院系：及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和乐器演奏、
爵士乐演奏、作曲系（包括现代音乐）、歌剧系、
声乐系、合唱和教学音乐系、钢琴系（包括钢
琴伴奏专业）、弦乐系（包括小提琴、中提琴、
大提琴、
低音贝司）
、
竖琴和古典吉他、
木管乐器、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5.5
Any Subject at grade E

申请起止日期：1 月 15 日前
学
费：14075 英镑

铜管乐器、定音鼓、打击乐和音乐剧专业等

知名校友： li me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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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罗汉普顿大学
Roehampton University

http://www.roehampton.ac.uk/

罗 汉普顿大学于 1975 年成立。同时罗汉普顿大学由四个高校联合构成。劳安普顿大学有一个值得骄傲和尊敬的历史可追溯至 19
世纪 40 年代。罗汉普顿大学特别是在儿童领域的研究和教育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罗汉普顿大学还包括国家承认妇女高等教育的
第一院校。是英国最早接纳女学生的学校。数百年来保持着教育专业的传统优势。学校既靠近市中心，又与美丽的皇家公园毗邻，
融现代与自然于一体，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工作机会。
创办时间：1841 年

优势专业：师范教育、学前教育和教育研究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学校

等专业

本科：雅思（IELTS）总分 6.0，各项均不低
于 6.0，托福 550（机试 213），包括写作
Science 要求：A ; Commerce 要求：A
Arts 要求：A ; Engineering 要求：A
Law 要求：A

属

性：教学型综合大学

就 业 率：60.1%

所属地区：英格兰 伦敦

师生比例：20.8

主要院系：商业与社会科学学院、艺术

开学时间：每年 9 月

学院、教育学院、以及人文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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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费：8740-12890 英镑 / 学年

申请截至日：额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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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罗斯布鲁弗戏剧演艺学院

雷丁大学

Rose Bruford College of Theatre & Performance

The University of Reading

https://www.bruford.ac.uk

平均录取率：57%

录取要求：

offer 发放速度：4 周

雅思要求 :

开课日期：部分硕士课程和商科类大学

预科有二月、九月两季入学。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B - BB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 AAB
Arts 要求：A Level : AAA - BB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ABB - BBB
Law 要求：A Level : AAA - AAB

http://www.reading.ac.uk/

雷丁大学始建于 1892 年，由牛津大学创办，于 1926 年得到皇家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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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使她位于英国著名大学之前列。雷丁位于泰晤士河流域的中心，在伦敦以西 40 公里处，是伯克郡府所在地和英国
乡村环境最美的城市，同时还是一座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历史悠久的城市。 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700 年前，并且在英国历史上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著名的英国国王亨利一世 (King Henry I) 便埋葬在这里。这里还是英国拥有修道院最多的城市，很多著名
的修道院都建在这个城市。
创办时间：1892

优势专业：农业与林业学、食品科学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学校

房地产管理、城市与景观规划、畜牧业、考古

雅思要求 : 预科：最低 4.5（单项不低

学、建造学、会计与金融、药学、意大利语

于 4）高中 GPA：80.0

所属地区：英国伯克郡雷丁

平均录取率 : 57%

本科：6.5

主要院系：亨利商学院、艺术人文和社

offer 发放速度 : 4 周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B - BBB

会科学学院、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就 业 率 : 69.3%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

知名校友：怀尔·德史密斯、琼·史密斯、

师生比例 : 14.9

属

性：1994 大学集团

汤唯

开课日期：每年 1 月、7 月、9 月

主要奖项：女王周年奖

开学时间：每年 9 月

预科申请条件 :

本科申请条件：

开学时间：每年 1 月、7 月、9 月

开学时间：每年 9 月

申请截止日：额满为止

申请截止日：医学院：每年 10 月 15 日；其他

AAB
Arts 要求：A Level : AAA - BB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ABB BBB
Law 要求：A Level : AAA - AAB

学

费： 14170-17000 英镑 / 学年

专业 6 月 30 日

118

英国大学择校指南 119

学校信息

罗伯特戈登大学
Robert Gordon University（RGU）

http://www.rgu.ac.uk/

罗

伯特戈登大学或罗伯特哥顿大学（Robert Gordon University，简称 RGU），是一所涵盖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和人文与
社会科学三大学科门类，提供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学位多层次教育，设置全日、在职和远程多类型培养方式的综合性大学。罗伯特
戈登大学于 2014 年 7 月取得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毕业生就业排名榜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第一名。坐落于英国阿伯丁市，罗伯特戈登
大学校区位于城南加斯地 (Garthdee)。
创办时间：1992 年

优势专业：财会金融系、管理系、法律系、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财会和金融管理、工商企业管理

雅思要求 : An overall score of 6.0

所属地区：英国 / 苏格兰 / 阿伯丁

offer 发放速度：5 周

申请起止时间：每年 15 日前

主要院系：阿伯丁商学院、社会卫生学

就 业 率：67%

学

院和设计技术学院

校

120

训：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费：12,300 英镑 / 学年

师生比例：19.4%
开课日期：每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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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萨里大学

苏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urrey

萨里大学在 1966 年 9 月 9 日被皇家许可而成为综合性大学。萨里大学成立于 1891 年，其前身为巴特西理工学院，大学目标是
为伦敦的贫穷居民提供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萨里大学是 1994 联盟的成员。其研究范围包括了小卫星 等顶尖空间技术，并拥有
众多学术团体的成员。 大学的 9 个部门在 2001 年分别被研究测试协会评为“5” 的最高排名。
创办时间：1891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萨里郡吉尔

主要奖项：女王高等和继续教育年度大奖 ,
高等及继续教育女王周年奖 , Elektra 奖
优势专业：会计与金融、戏剧与舞蹈、社会
学、化学工程、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音乐、

University of Sussex

https://www.surrey.ac.uk/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总分为 6.5 分 , 各项不低于
6.0 分

1911年的 12 月，在布莱顿的皇家展览馆召开了一个关于探讨如何资助成立大学的公开会议。但这个计划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爆发而被迫停止，项目所筹集的基金则用在了市立专科学院教科书的采购。值得庆幸的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个计划被重新提
出。在 1958 年，政府批准自治委员会在布莱顿建校的提议成立，从诞生了第一间“平板玻璃大学”( 在 60 年代成立的英国大学
因为他们的建筑风格而被称为“平板玻璃”大学 )。1959 年间，萨塞克斯大学是以公司的模式构建起来的。直到 1961 年 8 月 16
日获得皇家特许权后，才逐渐发展成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在获准成立大学之后，萨塞克斯很快因其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而闻名。

UCAS entry point: 424

创办时间：1961 年

数学、法律、心理学

申请起止 时间：9 月至 01 月 15 日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学学院、电子学与物理学院、工学院、欧

平均录取率 : 77.08%

学

洲卫生与医学院、人文科学学院以及管理

就 业 率 : 81.1%

福德

主要院系：文学院、生物医学和分子科

学院

校
训：Perseverance,excellence,
commitment, and knowledge

师生比例 : 13.9
入学时间：每年一月和九月

费 : 14900-19000 英镑 / 学年

知名校友：量子阱激光器的发明

人 Alf Adams，核物理学家 Jim AlKhalili，萨里卫星科技公司创始人
Martin Sweeting 爵士

所属地区：英国南部阳光城市布莱顿
主要院系：商学院，教育与社会工作学

院工程与设计学院，英语学院，全球研究
学院，历史与哲学学院，信息学院，法学院，
数学与物理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传媒

主要奖项： 世界绿色大学排名（2016）位居
11 位 ，2016 年英国卫报和英国泰晤士报排
名中均位列英国第 19 名，3 位诺贝尔奖得主。
优势专业：人类学、生物科学、解剖生理学、
哲学、戏剧与舞蹈、英语、传媒、音乐、法
语

平均录取率：69.94%

学院，心理学学院，布莱顿和萨塞克斯医

offer 发放速度： 5 周

学院

就业率： 71.1 %

校

训：Vacate et scire

知名校友：President Thabo（南非共和国

总统）、张欣（SOHO 中国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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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ussex.ac.uk/

师生比例：16.6
入学时间：每年 9 月 1 日
学费：16000 英镑 / 学年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雅思总分 5.5（写作 5.5）
如您的英语水平尚未达到该要求，您
可参加我们的英语语言课程以提高您
的雅思成绩
成功完成高三，平均成绩 75%（4 门主
科及以上 )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B-AB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B-ABB
Arts 要求：A Level : AAB-AB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BB-BBB
Law 要求：A Level : AAA-AAB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 1 月 15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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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谢菲尔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http://www.sheffield.ac.uk/

世

https://www.shu.ac.uk/

谢

界著名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历史悠久，其校史最早可追溯至 1828 年“谢菲尔德医学院”成立之时。1897 年，谢菲尔德医
学院与“福斯学院”及“谢菲尔德技术学院”两所学术单位结合组成“谢菲尔德大学学院”。1905 年经由英国皇家宪章 (Royal
Charter) 的认可后，正式成立大学并定名为谢菲尔德大学，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及爱丽珊德拉皇后亲自来到谢菲尔德大学
为福斯楼 (Firth Court，高级行政主管办公楼 ) 的启用举行剪彩仪式。谢菲尔德大学在此基础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规模
和学术声誉都在不断扩大，逐渐成为英国及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学府。

菲尔德哈勒姆大学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建校于 1843 年，前身为谢菲尔德设计学院，在工业革命中享有近一个
世纪的盛名， 从建校伊始，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就和工业产业界紧密相连。经过二十世纪两次院校合并和调整，目前已发展为
全英第六大的综合性大学，是中国教育部中英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中第一批通过的英国大学。由 Professor the Lord Winston 和
Professor Philip Jones 分别担任校监和副校监。今天的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拥有 28000 多名学生，和 3000 多的教职员工。包
括接受远程教育的学生在内，我们一共有 3000 多名海外学生，来自全球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学生总数的 12%。

创办时间：1828

校

录取要求：

创办时间：1843 年

学校类型：公立学校

优势专业：戏剧与舞蹈、社会工作、生物科学

雅思要求 : 6.5~7.0 单科不低于 6.0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 -ABB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物理天文、建筑学、经济学、城市与景观规划、教
育学、政治学、心理学、土木工程、社会工作、化学、
物理天文、哲学、考古学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B
including Maths

主要奖项：英国女王奖章、诺贝尔奖、世界百强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A –
ABB

属

性：红砖大学之一，大学联盟罗

素大学集团 (The Russell Group）、欧洲
大学协会 (EUA）、世界大学联盟 (WUN）、
白玫瑰大学联盟的成员。

所属地区：英国 南约克郡 谢菲尔德市
主要院系：工程学院，自然科学学院，

管理学院，经济学院

知名校友：Harold Kroto、钟士元、
张沛霖和 Sidney Yu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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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探索真理，知其所以然

大学、泰晤士高等教育年度英国最佳高校

平均录取率：44%

Law 要求：A Level : AAB

开课日期：每年 1 月，9 月。

offer 发放速度：5 周

学

就 业 率：72.7%

生 活 费： 8060 英镑 / 学年

师生比例：15.4

费： 15000 英镑 / 学年

属

性：英联邦大学协会成员

所属地区：英格兰谢菲尔德
主要院系：艺术、计算机、工程与科学

学院，发展与社会学院，组织与管理学院

优势专业：房地产管理、射影影像、材料科学、
理疗、建造学、旅游管理、食品科学、社会

录取要求：

政策、建筑学、人类学、城市与景观、工程学、

Science 要求：A Level : BBC

经济学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BBC

平均录取率：61.53%
offer 发放速度 : 12 周

（谢菲尔德商学院）及健康与福利学院

就 业 率：57.6

训：learn and Serve

师生比例：19.6

校

雅思要求 :6.5

知名校友：Stanley Royle， Nazir Ahmed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Baron Ahmed，Graham Barnfield，
Richard Caborn

学

Arts 要求：A Level : BBC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BB
Law 要求：A Level : BBB

申请起止日期：医学院：每年 10
月 15 日；其他专业 6 月 30 日

费：11500 英镑 -12400 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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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斯坦福郡大学

南安普顿大学

Staffordshir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http://www.staffs.ac.uk/

斯

坦福郡大学（Staffordshire University 又译斯塔福德郡大学，斯泰福厦大学 )，位于有英国之心称谓的斯塔福德郡斯托克城，
成立于 1914 年，是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著名综合性大学。 在由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 (QAA) 对全英大学教学质量的评定中
被评为“极好”，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并列。作为英国大学的佼佼者，斯坦福开设了全英第一个电影，电视和广播专业，拥有
由英女王 - 伊丽莎白二世（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亲自到场剪彩揭幕的世界一流电视制作中心和广播媒体中心，是
国家记者培训协会（NCTJ) 与广播新闻训练局 (BJTC) 合作机构。法医科学学位（法医学，法医学和犯罪学和法医学和心理学）
被英国法医协会（FSC）评为全英最优学术质量与教学服务。生物化学与科学，计算机设计，MBA 等专业被 QAA 评为全英五星
级课程。

南安普顿大学是位于英格兰南安普顿市的一所公立高等院校，学校历史悠久，1952 年由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颁布许可成为正

式的南安普顿大学。这也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皇在登基后为高校授予的第一个皇家特许状。南安普顿大学重视研究，学校是获得英
国研究活动资金最高划分机构之一，南安普顿大学的教育水平极高，在多项高校排名中始终名列前 20 位，在全国学生普查中经
常获得十大最佳高校荣誉。
创办时间：1952 年

主要奖项：十大最佳高校荣誉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综合研究型大学

优势专业：航空和制造工程学、土木工程、
计算机科学、电气及电子工程、通信及传媒研

雅思要求 5.5-7

究

commerce 录取要求：AAB-ABB

属
创办时间：1914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属

性：综合大学

所属地区：斯塔福德郡斯托克城
主要院系：会计学、经济学与金融学，

商务、MBA、管理学与市场学，建筑学与
建成环境学，艺术与设计，工程设计学与
数学，影视与新闻学

校
创新）

训：Create The Difference( 勇于

知名校友：梁振英，贝尔·格里尔斯，米兰
达·哈特，Russell H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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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奖项：国家本科生就业奖中荣获全英最

录取要求：

性：世界百强名校

所属地区：英国南安普顿
主要院系：商学院，理学院，医学院，

佳就业辅助大奖

雅思要求 6

优势专业：农业及相关学科；应用与纯科学；

science 录取要求 BCC

工程学院，艺术学院

Applied Science at grade BB

校

建筑、建造及规划；商科与行政管理；计算
机与数学科学；创造艺术与设计；工程与技
术；卫生与医药；人文科学；法学；社会学

及传媒通信；旅行、旅游及酒店管理 , 农业及

commerce 录取要求 BBB
arts 录取要求 BBC
Engineering 录取要求 BBC

相关学科；应用与纯科学；建筑、建造及规

申请起止日期：1 月 15 日前

划；商科与行政管理；计算机与数学科学；

学

创造艺术与设计；工程与技术；卫生与医药；
人文科学；法学；社会学及传媒通信；旅行、
旅游及酒店管理

http://www.soton.ac.uk/

训：Strenuis Ardua Cedunt（勤奋

征服巅峰）

知名校友：约翰·海德，蒂芬·潘恩、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平均录取率：47%
offer 发放速度：4 周
就 业 率：72%
师生比例：13.4
开课日期：10 月

science 录取要求：AAB
arts 录取要求：BBB-AAB
engineering 录取要求：A*AA
law 录取要求：AAA

申请起止时间：1 月
学

费：10000-27000 英镑 / 学年

费：9900-12800 英镑 / 学年

就 业 率 : 58.9%
师生比例 : 21.6
开课日期：9 月 1 月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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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英国南威尔士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Wales

http://www.southwales.ac.uk/

在 2013 年正式对外开张营业，南威尔士大学是威尔士大学纽波特分校（University of Wales, Newport）和格拉摩根大学

（University of Glamorgan）两所大学合并而成的。格拉摩根大学以其一流的教学水平、实用的实验探索、齐全的设施和学术
支持而闻名。作为现代派大学的代表，格拉摩根大学是威尔士地区唯一两所有权授予本校学位的一流大学之一，2007 年被正式
命名为大学。 大学的商学院在威尔士排名第一，其商业教学课程被评为全英大学仅有的 20 佳课程之一。研究院声誉卓著，拥有
3 个“优秀”等级的研究中心。学校周边交通便利、生活费便宜，是不少海外学子所倾向的留学选择。
创办时间：合并于 2013 年，追溯到 1893
学校类型：公立学校
属

性：威尔士王储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威尔士地区盘提普里夫市
主要院系：圣大卫三一学院 , 斯旺西都会

大学 , 商学，新闻，项目管理，城市规划，
建筑，音乐，药学，兽医学

校
训：Goreu Awen Gwirionedd
真理是最好的灵感

知名校友：Dr.Price Gareth Evans - 著名
导演、Loma Dunkley - Skys News 主播、
Emma Darwin - 作家、Jamie Beard - 特
效师，代表作，指环王、X 战警、Rosie
Ashforth - 摄影师

主要奖项： 2015 英国 CNB 排名第 6 位
师生比例：18.8
学

费： 9000.0-11900 英镑 / 学年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B - BB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AAB
Arts 要求：A Level : AAA - BB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ABB BBB
Law 要求：A Level : AAA - AAB

申请起止日期：9 月至次年 1 月前

伦敦南岸大学
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

http://www.lsbu.ac.uk/

伦

敦南岸大学 (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 是伦敦地区规模最大和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自 1892 年以来，伦敦南岸大学
为学生提供的教育始终与职业相关联，并获得职业机构及专业协会的认证。作为综合性及全球性的大学，伦敦南岸大学拥有 25,000
多名学生来自于 140 多个国家。该校教学质量被独立的质量保证机构（QAA）评为最高级别，我们为在培养优秀学生方面取得的优
异成绩而感到自豪。
创办时间：1892 年

知名校友：钟树根、StephenCheung、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Greg Searle

所属地区：英国 伦敦

优势专业：影像学 一般工程 化学工程 建造
学 酒店，休闲，娱乐和旅游 社会工作

雅思要求 : 6.0~7.0
Science 要求：A Level : CCC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CCC
Arts 要求：A Level : CCC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CCC
Law 要求：A Level : CCC

主要院系：商学院、工程学院、建造环
境和建筑学院
128

学

费：7500-13000 英镑 /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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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索尔福德大学

斯特林大学
St Mary's University, Twickenham

University of Salford

http://www.stir.ac.uk

斯

特林大学于 1967 年获英国女王的授权而成立，坐落于曾经的苏格兰王国的皇城，是苏格兰地区最顶尖的大学之一。斯特
林大学拥有全英国最顶尖的教育学院和体育学院；全苏格兰第一的新闻传媒学院；全英国最大的市场营销学系，是全英市场营
销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全英国第一个设立投资分析专业，斯特林的投资分析专业享誉国际，拥有注册金融分析师协会（CFA
INSTITUTE）的官方认证且课程极具实效性，授课老师均为苏格兰著名的投资分析专家，银行家或者资深金融从业者；全欧洲第一
个开设公共关系专业；全英国第一个设立体育产业管理专业；斯特林大学的教育、金融、传媒、体育、酒店、旅游管理，癌症护理，
水产，管理科学，零售研究和社会营销等大批专业都位居全英顶级或领先水平。

索 尔福德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 1896 年的皇家技术学院，于 1967 年成为大学。索尔福德大学以其精彩的职业教育而著名。学校
一直被公认是英国老牌大学中的佼佼者，在泰晤士报最近登载的英国大学排行榜中更是名列前茅。
创办时间：1896 年
学校类型：城市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曼彻斯特
主要院系：商业管理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创办时间：1867 年

主要奖项：32 位诺贝尔奖，3 位菲尔兹奖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型大学

优势专业：教育学、酒店、体育和旅游、运

雅思要求 : 总分不低于 6.0 分，单项成
绩均不低于 5.5 分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建筑环境学院环境

和媒体研究、金融与会计、经济学、护理

Science 要求：A Level : BBB

社会工作和社会科学学院等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BBB

平均录取率 : 19%

属

性：G5 精英大学 金三角名校

所属地区：英国 / 苏格兰
主要院系：文学院、人文科学、管理学院、
自然科学学院

校

训：Innovation and Excellence

知名校友：伊恩·班克斯、亚历克斯·弗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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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科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哲学、通信

就 业 率 : 73.3
师生比例 : 15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学

费：£11555 - £13760

Arts 要求：A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BBB

http://www.salford.ac.uk/

与生命科学学院，健康科学学院，护理、产科、

offer 发放速度 : 7 周

优势专业：解剖生理学、射影影像、旅游管
理、社会政策、建造学、社会工作、建筑学、

录取要求：

航空与制造、理疗、土木工程、地理与环境

science 要求：A L

科学、创意与写作、药学、物理天文学、法语、
会计与金融、护理、政治学、历史、生物科学、
戏剧与舞蹈

雅思要求 : 6.0~6.5
Commerce 要求：A
Arts 要求：A
Engineering 要求：A

就 业 率： 56.4%

law 录取要求 : A

师生比例：16.2

学

入学时间：每年 9 月

费：11500 英镑 / 学年

申请起止日期：1 月 15 日前

Law 要求：A Level : BBB

申请起止日期：2016 年 9 月 6 日
至 2017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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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圣安德鲁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斯旺西大学

圣

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一所始建于 1413 年的顶尖公立研究型大学，坐落于美丽的高尔夫球发源地——
英国苏格兰东海岸古镇圣安德鲁斯，是苏格兰第一所大学，同时也是英语世界中仅次于牛津剑桥的第三古老的大学。
大学的规模不算大，是英国人数最少的大学之一。但是依然被认为拥有顶级的科研和教学实力的英国大学之一。圣安德鲁斯大学
在泰晤士报发布的 2017 英国大学排名中位居第 3 位，在 2018 完全大学指南排名和卫报中同样位居第 3 位，在三大最具权威的
英国本地排名中均排在苏格兰第 1 位，全英第 3 位。根据排名中的数据，学校是全苏格兰大学中入学门槛最高的大学，同时学校
还拥有居全英前三的学生满意度。
创办时间：1410 年至 1413 年
主要奖项：2015-2016QS 世界大学排名第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研究型综合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苏格兰法夫 圣安德鲁斯
主要院系：文学院，理学院，管理学院，

神学院和医学院

校

训：Ever to Excel or Ever To Be

The Best

知名校友：威廉王子、詹姆斯二世、凯

68 英国、苏格兰年度大学；人文科全世界第
33

优势专业：物理天文学、哲学、英语、神学、

商科、经济学、法语、地理与环境、生物科
学

平均录取率 : 37%
offer 发放速度 : 10 周

特王妃

就 业 率 : 74.1%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师生比例 :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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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nsea University

http://www.st-andrews.ac.uk/

威尔士 - 斯旺西大学建于 1920 年，是威尔士大学 6 所成员院校之一。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亲身掌管了大学的奠基典礼，并确认斯

旺西大学为英国的第 29 所公立大学。斯旺西大学拥有悠久的历史和高质量的教学程度，斯旺西大学陆续五年被英国泰晤士 (times)
与伦敦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评为全英顶尖 50 名的知名大学。
创办时间：1920 年
学校类型：公立综合类大学
属

性：威尔士大学 6 所成员院校之一

优势专业：材料技术、社会政策、航空与制造、
社会工作、考古学、化学工程 、机械工程

录取要求：

平均录取：23.89%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B-BB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BBBBB

雅思要求 :7~8

所属地区：英国 / 威尔士 / 斯望西市

Offer 发放速度：12 周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B-AAA

主要院系：工程学院，物理科学学院，

就 业 率：66.3%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Arts 要求：A Level : AAB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Not
available
Law 要求：A Level : Not available

申请起止日期：9 月 -6 月 30 日前（热
门专业 1 月 15 日前）

学

http://www.swansea.ac.uk/

人类与健康科学学院，艺术学院，商务与
经济学院，医学院，法学院，环境与社会
学院

校

训：Technical Skill is Bereft

Without Culture

师生比例：16.4
开课日期： 9 月
学

费： 12100-16500 英镑 / 学年

生 活 费： 8000 英镑 / 学年

雅思要求 :6.0—6.5

Arts 要求：A Level : BBB-BBC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ABBB
Law 要求：A Level : ABB-BBB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 8 月至次年 1
月

知名校友：林恩·埃文斯

费：18780 – 26460 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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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桑德兰大学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http://www.sunderland.ac.uk/

桑

德兰大学的高等教育自 1901 年开始，到 1990 年其正式成为了一所大学。学校共有三个校区，全部在威尔河北部的桑德兰地区。
与时俱进是学校的一大特色，桑德兰大学能够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正是由于其不断地跟随社会的需求，始终站立在学术的前沿。学
校与工商业的联系密切，特别是与世界一些顶尖的公司。
创办时间：1901

主要奖项 : 该校的圣彼得商学院获 ACCA，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CIPD 以及 SHRM( 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认证

雅思要求 : 6.0

所属地区：英格兰北部泰恩河畔桑德兰市

优势专业：2013 年商科英国排名第 31 位，

Science 要求： 128 - 120 points for
2017

管理英国排名第 7 位，传媒英国排名第 45 位

Commerce 要求：112 ucas points
for 2017

主要院系：艺术、设计和传媒学院，商

学与法律学院，应用科学学院，教育与社
会学学院

知名校友：SirAlan William Parker，

Tony Scott，Silin Lu 等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 8 月 1 日

134

药物学与药剂英国排名第 6 位，旅游与酒店
（2008 年 rae 排名第 15 位）

就业率 : 92% 2014 的学生在毕业后六个月

就业

开课日期：每年 9 月 1 日

Arts 要求：112 ucas points for 2017
Engineering 要求：112 ucas points
for 2017
Law 要求：112 ucas points for 2017

学费：11000 英镑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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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https://www.strath.ac.uk/

思

克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曾译为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其名称来自于古老的思克莱德王国，其历史可以追
溯到 1796 年，格拉斯哥大学的 John Anderson 教授决心创办一所大学 , 面向所有的人——无论性别和阶层，这在当时的英国是
开历史先河的壮举，于是，安德森大学（Anderson's University）成立了。大学在 19 世纪取得了长足发展，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
安德森大学已经成为了英国的一所在研究和教学方面都声誉卓著的主要的综合性大学。尤其是商学院和工程学院，有着广泛的国
际声誉。思克莱德大学工学院是苏格兰地区最大的工程学院，其土木工程地质工程等学科在英国有重要影响力。

创办时间：1796
学校类型：综合型公立大学
所属地区：苏格兰 格拉斯哥
主要院系：商学院、艺术学院、教育学院、
工程学院、科学院
校

训：The Place of Useful Learning

优势专业：
2014 年英国政府组织的科研实力排名
《REF 2014》中，化学工程专业全英第 4 名，
土木工程专业全英第 8 名，政府与公共政
策专业全英第 11 名
2015 年《金融时报》MSc.Finance 世界
排名 28 位
2015 年《完全大学指南》金融学专业排名

知名校友：电视发明者 John Logie Baird 、
摩托罗拉公司 CEOSanjay Jha

录取要求：

主要奖项：2008 年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Ranking 与《金融时报》均将思

Science 要求：ABB (Chemistry,
Maths, Physics or Biology/Human
Biology)

克莱德商学院（SBS）列为全苏格兰第一，
全球 TOP30 的顶尖商学院 ; 该校的工程学
院和商学院中的几乎所有专业在英国官方的
评估中获得了满分（5 星或 5* 星），其 IET
Power Academy 在英国 EEE 的强电领域中
处于 TOP1 水平。在政府已公布的 4 次就业
率报告中，该校都是优秀。可以说，该校的

雅思要求 : 6.5

Commerce 要求： ABB
Arts 要求：BBB
Engineering 要求：BBB
Law 要求： ABB

申请起止日期：
每年 1 月 15 日前

学生就业情况是英国最好的之一。

开课日期：每年九月，一月中
学费：£13,500~ £18,000/year

全英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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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提赛德大学
Teesside University

http://www.tees.ac.uk/

创立于 1970 年，位于英格兰东北方 Middlesbrough 市中心，是英格兰东北地区的一所充满活力的新型大学，仅有一处校园，

对学生来说，最大的吸引力莫过于低廉的生活费，而且临近美丽的海滨和乡间，还有一处耗资上百万英镑兴建的河边露天运动场，
生活非常便利目前。学生人数有一万六千多人，约 3% 的海外学生，分别来自六十几个国家。开设的课程广泛、水平多样，从高
级国家文凭 (HND)，本科学位，直到教学类硕士课程，还可获得达到博士水平的研究机会。
创办时间：1970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属

性：综合性大学

治疗学、土木工程

offer 发放速度：10-12 周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米德尔斯堡市

就 业 率：58.6%

主要院系：社会科学 商科 经济金融 医药

开课日期：9 月

学 工科 法律 艺术 自然科学

138

优势专业：影像学、化学工程、护理、物理

学

费：10750-13000 英镑 / 学年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4.5 单科不低于 4.0
Science 要求：A Level : 280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120-200
Arts 要求：A Level : 280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300
Law 要求：A Level : 260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 6 月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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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阿尔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Ulster（UU）

https://www.ulster.ac.uk/

年，位于科尔雷恩的新阿尔斯特大学（New University of Ulster）和位于乔丹的阿尔斯特理工学院（Ulster Polytechnic，
1984
Jordanstown）合并，加上位于德里的麦吉学院（Magee College，Derry），形成了阿尔斯特大学。
该大学各主校园分布于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市中心及周边地区，学校正在规划建设第五个现代化校区。
创办时间：1968

优势专业：政治学、英语、艺术设计、音乐、

录取要求：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心理学、土木工程、食品科学、社会学、社会

雅思要求 : : 雅思总分 6.0 分，各项不低于 5.5
分

属

性：英联邦大学联盟成员，同时又是

爱尔兰大学联盟成员

所属地区：英国北爱尔兰
主要院系：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共管理，
法律及国际贸易等课程。另外，其生物工
程学科比较突出。酒店管理专业按照美国
标准评定为五星级。

校

训：Leading in the provis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Professional Life.

140

工作、历史；欧洲最大规模的学院之一，英国
仅有的十个五星级商学院之一；获得英国高等
教育质量保障局的最高教学质量评级；是英国
商学院联合会（ABS）以及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会（EFMD）的成员；

就业率：90% 的 2014 年毕业生在六个月内进

Science 要求：AAB -BBB - ABB to include
A Level Mathematics.
Commerce 要求：BBB - BBC.
Arts 要求：BBB-BCC.

申请起止日期：普通的申请最后日期为

入职场或接受其他高等教育

1 月 15 日，艺术设计类为 3 月份，截止
为6月1日

师生比例：1:8

学

费：约 13,000 英镑左右

开课日期：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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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威尔士大学圣大卫三一学院
University of Wales, Trinity St David

http://www.uwtsd.ac.uk/

威

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 (University of Wales Trinity Saint David) 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由兰彼得大学与威尔士三一大
学卡马森学院根据 «1828 年兰彼得皇家宪章 » 合并而成。2013 年 8 月 1 日斯旺西城市大学正式并入。享有国际声誉的威尔士大
学也将于 2017 年完全并入。查尔斯王子是学校的皇家赞助人。继牛津和剑桥之后，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学
位授予历史最悠久的机构之一。其中兰彼得校区成立于 1822 年并在 1828 年获得国王乔治四世签发的皇家宪章 . 威尔士最早的教
师培训中心于 1848 年在卡马森校区建立。成立于 1853 年的斯旺西艺术学院也是英国最早的艺术学院之一。

创办时间：1893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属

性：大学联盟

所属地区：威尔士
校

训：Goreu Awen Gwirionedd

真理是最好的灵感

申请起止日期：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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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专业：商业与管理、计算机与多媒体、
建筑、工程、环境、海洋生物、物流和运输、
表演、艺术与设计、电影和数字媒体、古代
史、人类学、应用哲学、考古学、中国研究、

录取要求：
雅思 6 分

学

费：10200 英镑

古典研究、创意写作、神学、英语与英语教学、
历史学、管理与信息技术、心理学、幼儿教育、
教师教育、宗教研究、休闲与旅游、运动和
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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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息

西英格兰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

http://www.uwe.ac.uk/

400

年来，在英国大专院校重组过程中， 西英格兰大学前身院校不断融合了英国的多所学院后，于 1992 年 , 在高等教育法令
下，正式成为西英格兰大学。大学有 3 个校园，4 大学院，包括 18 个院系，500 多个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及 27 个研究中心。课程
包括许多学科领域，如商科 MBA、会计金融与经济、影视新闻、创意媒体、艺术与设计、计算机、综合医疗、建筑、工程与数学、
生物医学、社会与健康学、管理和市场学、地理、法律、动物及农业等等。目前学生总数达 27000 人，国际学生比例约占 10%。
创办时间：1595 年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属

性：研究型综合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布里斯托市
主要院系：会计学、经济学与金融学，

主要奖项：国家本科生就业奖中荣获全英最

佳就业辅助大奖

雅思要求 6~ 6.5

优势专业：商科、工程学、建筑学、创意媒体、

science 录取要求 Any Science
subject at grade C		

艺术设计及影视传播、法学

offer 发放速度：8 周

商务、MBA、管理学与市场学，建筑学与

就 业 率 ：65.1%

建成环境学，艺术与设计，工程设计学与

师生比例：20.8

数学，影视与新闻学

校

训：Light Liberty Learning

知名校友：梁振英，贝尔·格里尔斯，
米兰达·哈特，Russell Howard，

录取要求：

开课日期：9 月

commerce 录取要求 No specific
subjects required.
arts 录取要求 a minimum of two
A levels
engineering 录取要求 Grade C

申请起止日期 ：1 月 15 日前
学

威斯敏斯特大学

费：8250.00 ～ 8750.00 GBP/ 年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https://www.westminster.ac.uk/

威

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成立于 1837 年的威斯敏斯特大学已有 160 多年的招收国际学生的历史。 学校
现有 24000 多名学生，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我们设置的课程非常广泛，有本科、硕士、工商管理、博士等学位课程，也
有文凭课程、出国学习、非母语英语课程和暑期课程等。威斯敏斯特大学位于伦敦的中心地带 – 世界最大的国际都市之一，也是
全球经济的中心。
创办时间：1837 年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 伦敦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校

属

性：英联邦大学协会

主要院系：商务与金融、法学、生物科学、
综合保健和建筑等等，营销、服务管理、视觉
文化、电子商务、旅游业与城市发展、语言、
时装、新闻、公共关系和传播等
144

训：The Lord is our Strength

知名校友：切丽·布莱尔（英国御用大律师，

优势专业：传媒；语言学；建筑；

解剖学；物业管理；

录取要求：雅思要求：5.5
费：10125 英镑 / 年

前首相之妻），艾兹拉·庞德

学

主要奖项：国际贸易女王企业奖

就 业 率： 55.1%

被《金融时报》列为英国顶尖大学

师生比例：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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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伦敦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UWL）

http://www.uwl.ac.uk/

成 立于 1860 年，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现代化大学，从事职业技术教育已经有 130 多年的历史，1992 年升为大学。其前身为泰晤
士河谷大学（Thames Valley University）。1990 到 1991 年间，该大学与伊林高等教育学院、泰晤士河谷学院、夏洛特皇后保
健医疗学院以及伦敦音乐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提供多样化的课程，主要是为学生就业提供教育培训。2004 年与 Reading 艺术
和设计学院合并，2011 年 5 月 12 日泰晤士河谷大学正式更名为西伦敦大学。成为英国最大的大学之一。
创办时间：1860
学校类型：综合公立
所属地区：英格兰伦敦
主要院系：音乐学院，艺术设计和媒体

学院，心理社会工作和人力资源学院，理
疗健康护理学院，西伦敦商业学院，法学
院，酒店管理和旅游学院，计算机科学学
院。

校

训：To raise aspirations through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学

费：约 10，650 英镑 / 每年

主要奖项 : Law Student Buki Ajimobi won
the Young Enterprise Start Up Women in
Business Programme Businesswoman of
the Year Award.
Computer Science student Obaro I
Johnson won a London Higher award for
designing a London is my Campus app
for students.

雅思要求 : 总分 6.0 分，各项不低于
5.5 分
Science 要求：112-120
Commerce 要求：112-120
Arts 要求：120-128
English and Maths (A*-C).
Engineering 要求：112-120

优势专业：旅游与酒店管理、电脑科技、商

务学、法律、心理学及护理学。酒店与旅游
管理是西伦敦大学非常有特色的专业，也是
非常强的专业。曾经在这个专业获得英国女

开课日期：九月中

王的年度教育大奖。

申请起止日期：九月到次年一月

就 业 率 : 96% of 2014 毕业生在六个月内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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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要求：

到工作或接受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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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威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http://www.warwick.ac.uk/

华

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 世界五十强名校 ，英国顶尖研究型学府 ，位于英国英格兰中部华威郡和考文垂市的交界处。
华威是除剑桥、牛津外唯一一个在任何排行榜上都从未跌出过排名前十的英国大学。华威大学在工、商、政、学各界均拥有良好口
碑，美国总统克林顿访英时特地到访参观华威。华威也是最早和工商业界建立密切联系的高等学府。世界闻名的华威商学院 (WBS)
被誉为英国最顶尖的商学院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华威商学院的卓越表现使其在所有的排行榜中稳居英国前 5 名，欧洲前 10 名，
世界前 30 名，并处于继续上升的势头。此外，华威大学的传媒、数学、经济学、戏剧、英美文学、社会学、法学、医学等多个领
域持续名列英国前茅。其中，传媒专业在 2013-15 年蝉联全英第一。
创办时间：1965 年
学校类型：公立研究型大学
属

性：罗素大学集团，M5

所属地区：英国 / 英格兰
主要院系：商学院，数学院，经济学系，

制造工程学院，法学院等

校

训：Mens agitat molem（精神

凌驾物质）

知名校友：瓦莱瑞·阿莫斯 , 李国宝 , 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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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奖项： 位菲尔兹奖
优势专业：商业和管理研究、数学、典学、媒体
与影视研究专业排名、艺术史、 历史、通用工程、
现代语言和语音学

平均录取率 : 12.8%
就 业 率 : 79.8
师生比例 : 12.6
学
费：
第一档 :15820 英镑 第二档 :20180 英镑
医学 /1 年：18480 英镑 医学 /2-4 年：32200 英镑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雅思总分不低于 6.0， 单项不低
于 5.5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B -ABB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
Arts 要求：A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A
Law 要求：A Level : AAA

申请起止日期： 2016 年 9 月 6 日至

2017 年 1 月 15 日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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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特大学学院

温彻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Winchester

温彻斯特大学成立于 1840 年，前身为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名为温彻斯特学院，于 2005 年 6 月正式拥有大学资格。该校是一所

中等规模的大学，但却有着十分丰厚的底蕴，它结合了传统教学和学习的前瞻性与创新，同时注重研究和知识转移，为不同种族、
不同背景的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大学教育环境。被英国研究评估组织评为优秀学院，并在 QAA 评估成绩中，有 4 门学科被评为
优秀，考古学和教学取得 24（满分 25 分）的优异成绩。
创办时间：1840 年
学校类型：公立综合性大学
所属地区：英国 / 温彻斯特
主要院系：经济学；教育；法律；金融；
医学；机械；工商管理；数学等

平均录取率 : 23.89%
offer 发放速度 : 12 周
就 业 率 : 51%
师生比例 :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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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专业：会计与金融、美国研究、考古学、

艺术与设计、商科、通信和媒体研究、戏剧，
舞蹈和电影制片学、教育学、英语、历史、

餐旅 / 休闲 / 娱乐、法律、政治学、心理学、
社会工作、社会学、运动科学、神学和宗教
研究

开课日期：9 月 1 日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 9 月至次年 1 月 15 日
学

费：10900-12400 英镑 / 学年

Writtle College

http://www.winchester.ac.uk/

http://writtle.ac.uk/

瑞

特学院成立于 1893 年，学院主要从事自然环境方面的教学。 学院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位都由在英国科研领域名列前 7 位的埃
塞克斯大学授予。瑞特学院接受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和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OFSTED）共同管理。
这三家机构对全部高等院校统一协调拨款，进行质量管理。

录取要求：

创办时间：1893 年

平均录取率 : 23.89%

录取要求：

雅思要求 : 6.0

学校类型：公立大学

offer 发放速度 : 12 周

所属地区：英国 / 埃塞克斯郡

就业率 : 79.9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UCAS
Tariff points : 104-120

主要院系：马科和动物科学学院、环境
可持续发展学院、设计学院、园艺学院

师生比例 : 10.1

Arts 要求：A Level : UCAS Tariff
points : 104-120

优势专业：马科和动物科学学院、环境
可持续发展学院、设计学院、园艺学院

申请起止日期：每年九月至次年 1 月 15 日

雅思要求 : 6.0
Science 要求： UCAS Tariff points :
240 - 280
Commerce 要求： UCAS Tariff
points : 240 - 280
Arts 要求： UCAS Tariff points : 240 280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NA
Law 要求：A Level : NA

Science 要求：A Level : UCAS
Tariff points : 104-120

Law 要求：A Level : UCAS Tariff
points : 104-120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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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大学
University of York

http://www.york.ac.uk/

约

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是一所位于英格兰约克郡的顶尖研究型大学。作为罗素集团，世界大学联盟，N8 大学联盟，
白玫瑰大学联盟，欧洲大学工会（EUA）的重要学术成员，约克大学不仅科研实力雄厚，教学质量也与剑桥大学并列教学联盟的首位。
从 1617 年人们向詹姆斯一世国王发出建校请愿失败后，到 1963 在罗宾斯报告催生下与华威大学、苏塞克斯大学、兰卡斯特大
学等平板玻璃大学一同建校至今，约克大学已发展成欧洲前 50 强的学术组织。
创办时间：1959 年
学校类型：综合大学
属

性：公立大学

录取要求：

平均录取率 : 39.64%

Science 要求：A Level : AAA*AAB

雅思要求 :6.5~7.5

所属地区：英格兰约克郡

offer 发放速度 : 10 周

主要院系：艺术与人文学院，自然科学

就 业 率：70.6%

Commerce 要求：A Level : AAAAAB

师生比例： 15.6

Arts 要求：A Level : AAB

学院，社会科学学院

校

训：In limine sapientiae

知名校友：达龙·阿西莫格鲁，斯特拉

特福，史蒂夫·贝雷斯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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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专业：艺术史、化学、英语、考古学、
政治学、社会政策、生物科学、历史

开课日期：9 月中下旬
学

费： 12720-24080 英镑 / 学年

Engineering 要求：A Level : AAA
Law 要求：A Level : AAA

申请起止日期： 每年 1 月 15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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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爱迪学校官方微信获取更多教育信息

www.aidi.edu.cn
400-800-4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