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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要开拓视野，探索更广阔
的研究领域，并且了解和融入一个
全新的城市，那么伦敦玛丽女王大
学暑期学校将是你理想的起点！我
们针对不同的学科，开设极具学术
挑战的课程，每一位学生在这里都
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领域，发挥自己
的特长！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是一所世
界著名的高校，是英国“常
春藤联盟”罗素大学集团的
成员，位于充满活力的伦敦
东区。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始建于
1785年，作为一所历史悠久
的大学，我们在学术研究和
教学实践方面均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多次参与并领导国
际性的研究项目，注重“启
发式”教学。凭借着人文、
社会科学和创意产业、科学
与工程、医学和牙科等领域
的优势，我们开发了新的暑
期学校课程，旨在为学生提
供丰富多元的学习机会。在
这里，您可以获得相应的
学分，也可以提前体验一下
“研究生”的学习和生活，
总之，您会不虚此行！

我们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来自
世界各地的162个国家，大
家在和谐、包容的校园环境
中与外来访客一道，彼此了
解、相互尊重，体验多元的
文化，为将来前往欧洲其他
国家深造、工作或交流奠定
良好的基础。

作为我们暑期学校的一部
分，您将有机会在世界上最
令人兴奋的城市之一——伦
敦生活和学习，并结交来自
世界各地的朋友。我们的工
作人员也将在暑期学校的迎
新和课余活动中，给予您大
力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期待2019年夏季您的加
入。

Colin Bailey 教授
校长

 

Colin Bailey 教授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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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段一：2019年7月1日至7月19日
时段二：2019年7月22日至8月9日

地点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位于伦敦东
区，坐拥城市中心地带。这里的
生活缤纷多彩，社交文化丰富多
元！

学费
申 请 费：     50英镑
1个时段：1650英镑
2个时段：3050英镑

有关“学费优惠”的情况，请登
录网站，了解详情。 

住宿
住宿区环境优美，可以为所有学
生提供住宿。房间均为自炊式套
间，配备独立的浴室和卫生间。

每时段费用：500英镑

膳食计划
学生可以购买膳食计划，这样在
炎炎夏季便不会为了“伙食问
题”分心或苦恼！The Curve 自助 
餐厅每天供应早餐、午餐和晚
餐。

早 餐 费 用：105英镑
早餐+正餐：294英镑

实地短途游
我们的教室就是这个美丽的城
市——伦敦！学生在学习期间可
以参加不同的实地短途游，在获
取知识的同时，真真切切地了解
伦敦这座城市，尤其是这里的工
商业发展进程！

一些实地短途游可能收取额外 
的费用，这取决于课程的主要内
容。预计每门课程花费约30-100
英镑。 

学分
每门课程均经过认证，可获得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授予的15个学
分。这些学分可“转化”至美国
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课程中，相当
于4个美国学分和7.5个欧洲学分
（ECTS）。

入学要求
我们欢迎世界各地的学生来到伦
敦玛丽女王大学暑期学校。入学
要求如下所述： 

•    平均学分绩点 (GPA) ：最低3.0
或B+

•    英语语言要求：雅思最低 6.5分

•    申请人在入学就读时需年满 
18岁 

简介

了解一下2019年暑期学校 
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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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haire Irfan 
（来自巴基斯坦）
研修课程：国际法概论

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中最
美好的时光，结交了来自世
界各地的新朋友，并且学到
很多新东西！

•    这是一次与众不同的学术“探险”，
学生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大
咖级”专家学者面对面地交流、讨
论。

•    通过在暑期学校中的学习获得相应
的学分，并且将所学知识、所获见
解应用于您在本国学校的课程中，
让您的夏季“不负好时光”。 

•    在这里，您可以结交来自世界各地
的朋友，进行令人终身难忘的国际
交流与体验，使之成为您宝贵的人
生财富。

•    参加假期学习课程，有助于您提高
专业技能，为将来的就业打好基础。
根据英国大学联合会(Universities 
UK) 的统计数据（2017年），学生
参加国外假期培训，可以巩固专业
知识，并提高实践能力。

•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更加深入地了
解专业课程和学术研究，并将成果
“转化”至本国课程的学习中。

为什么选择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暑期学校？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暑期学校坐落于伦敦东区，地处市
中心，是首都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校园洋溢着开
放、包容的氛围，学生在这里参加世界领先的学术研
究项目，并且在“启发式”教学模式的指引下开拓视
野、获得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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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参加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暑期学校的每一位学

生都会向自己的朋友、

同学大力推荐“暑期学

校”（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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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arandh Sai Prasada 
 （来自印度）
研修课程：国际移民法

MILE END 校区的环境清新、
宜人。这里毗邻金丝雀码
头，在城市的繁华与喧嚣
中，一条条运河静静地流
淌，一片片绿地安静地拥抱
着这座城市。

乘坐地铁， 
15分钟便可到达 
牛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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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东区充满活力，堪称现代时尚与
古雅经典的完美组合：既洋溢着中世
纪的古老风情，又有时髦的街道和聚
会场所；既有摄政运河和绿树成荫的
维多利亚公园，又有维多利亚东区的
一个个酒吧；既是一个由深夜音乐演
出组成的“夜生活”天堂，又有最
“炫酷”的艺术展览。伦敦东区朝气
蓬勃，充满“正能量”，为大家带来
一个又一个惊喜。可以说，伦敦的其
他任何地方都无法与之媲美。

在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您可以体验独
特的“伦敦东区”生活，进而享受
“正宗”的伦敦生活。在这里，您可
以体验伦敦东区与众不同的文化氛
围，与不同种族、民族、国家的人接
触，品尝到风格各异的美食，大开眼
界。总之，到这里上学，就等于您在
伦敦东区当了一次“土生土长”的伦
敦人，了解伦敦，体验伦敦。

伦敦东区位于伦敦东部的中心地带，是城市中
最“酷”的区域之一。这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遍布咖啡馆、餐厅、艺术画廊和酒吧。

伦敦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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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列表
 

今年，我们扩大了课程设置范围，开设18门不同学科的课
程。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不同的课程，正所
谓“总有一款适合您”！每一个时段，您都可以报名一门课
程；我们非常鼓励您参加两个时段的课程。这是一次千载
难逢的专业学习经历，绝对让您“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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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ic Rebellion in London and Paris
伦敦和巴黎的“艺术革命”
第一时段

该课程旨在探讨巴黎前卫艺术的历史
演变过程及其对伦敦文化产生的影
响，重点关注巴黎和伦敦这两大城市
中的艺术家在1870-1980年间的一系
列政治、社会和技术变革中如何紧跟
时代潮流，取得了哪些艺术成就。 

British Horror and Fantasy Cinema 
from Dracula to Harry Potter
从Dracula德古拉到哈利•波特 
的英国恐怖和科幻电影
第一时段

该课程旨在研究英国电影与众不同的
历史演变过程，以及这些英国电影对
英国国家历史及其首都产生的影响。 

London in European Literature,  
Art & Film
伦敦：欧洲文学、艺术与电影的 
“天堂”
第二时段

该课程采用一种独特的视角，即从伦
敦的“邻居”——欧洲其他城市——
的角度，在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
的大环境中，研究伦敦这座城市——
这个欧洲文学、美术和电影的“天
堂”。

London Performance Past  
and Present 
伦敦的戏剧表演：从过去到现在
第二时段

该课程旨在介绍艺术氛围浓郁且历史
悠久的伦敦戏剧表演，并且对一些非
常著名的剧作家进行深入的剖析。

Global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的“全球化”视角
第二时段

该课程聚焦于莎士比亚戏剧，旨在研
究莎士比亚戏剧在全世界范围内备受
关注的原因（涉及戏剧表演、影视、
阅读和教学等领域），以及各个国家
推崇、传播莎翁精神及其戏剧作品的
具体方式。

Timewalkers: early humans, stone 
tool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时光行者：早期人类，石器时代， 
环境变化
第二时段

该课程旨在探索人类在欧洲的起源，
以及在此过程中人类克服困难、努力
生存的种种经历和故事，包括：应对
气候变化，消除身体功能障碍，获取
各种食物和资源，不断地适应大自
然，进行自我完善，挑战极限。

文化、电影和文学

今年，我们针对艺术、文化和电影领域开设
了6门课程。大部分课程以伦敦为研究重点，
聚焦于伦敦的艺术、文化和电影，旨在丰富
学生的精神文化世界，陶冶艺术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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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Level 1
中国语言文化（一级）
第一时段

该课程旨在教授普通话，帮助学生用
普通话进行日常交流、沟通，即“会
说会用”。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Level 2
中国语言文化（二级）
第二时段

该课程旨在为初学者提供普通话的听
力和阅读指导，提高学生的阅读认知
能力和口语流利程度。

现代语言e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孔子学院将于 
2019年新增两门课程。

90% 
的学生认为，开设的
课程非常好或很好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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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
第二时段

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从国际化的视角
对跨国公司进行研究，了解世界经济
动态，并且充分利用伦敦这一欧洲金
融中心的地理优势和各种资源！

Jovanna Montano 
（来自墨西哥）
研修课程：国际商务

教授总是鼓励我们
“做得更好”，这一
点是我非常欣赏的。

金融、商务
和管理

伦敦是欧洲的一大金融中心。在这里，
您可以与世界知名学者一同开展学术研
究项目，挑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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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法学院在《卫报》2018年
英国大学排名中位列英国第三、伦敦第一。我们
的专业课程内容严谨，由国际知名的法律专家
讲授。

法律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概论
第一时段

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深入了解国际法
及其相关领域、国际法与政治体制的
关系，以及当前国际法律制度面临的
种种挑战。 

State Crime
国家犯罪
第二时段

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国家涉嫌犯
罪的相关知识，探讨犯罪学和政治话
语中“国家犯罪”的定义和性质，在
课堂上针对“国家犯罪”的具体示
例，展开深入研究；在课程结束时，
学生将对各种严重的犯罪类型形成更
加全面、深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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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移民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以及地理学院开设了充满活力且极具挑战
的课程，帮助学生深入了解国际冲突、国际
合作和文化交流的相关原理和规律。

Issues and Deb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中的问题与争论
第一时段

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深入地研究国际
关系，内容涉及战争与安全、全球化
和发展，以及欧盟外交政策等当前热
点主题。

Migration and Urban Change  
in London and Paris 
伦敦和巴黎的移民与城市变迁 
第一时段

该课程是一门“跨学科”课程，旨在
介绍伦敦和巴黎的城市景观，鼓励学
生针对全球化、公共空间治理和城市
多元化等领域进行知识辩论。此外，
学生将参加为期一周的“巴黎短途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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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Particle Physics
粒子物理学概论
第一时段

该课程旨在介绍粒子物理学的基本概
念，从大家熟知的基本物质体块讲起，
探讨该领域中各种研究项目所运用的
基本力和实验方法。

Practical Machine Learning 
实用机器学习
第二时段

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运用Python编程
语言和TensorFlowTM编程工具包，掌
握机器学习的相关技能。

（无需编程知识背景）

The Universe
宇宙
第二时段

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宇宙的组成
部分，并且使用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天
文台的内部光学望远镜，进行真实的
天文观测。

Lasse Værum Nikolajsen  
（来自丹麦）
研修课程：实用机器学习

课程非常好，我们的老师非
常聪明，教学水平也很高。
课程只有三个星期，所以大
家一定要跟上节奏，完成每
一项研究，不要“掉队”。

2019年，我们将开设四门令人兴奋的科学
和技术课程！学生可使用校园内最先进的
设施、设备，在实验室里运用现代化学技术
做实验，通过天文台来观测星空，或者，在
计算机实验室里学习全新的编程语言！

科学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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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物理学院

连续四年在“伦敦高校总体满

意度评比”中荣获

1st 
(第1名) 

（“2014-2017年英国大学满意
度调查”）。

Chemistry for Today and Tomorrow: 
From Bench to Market 
今天与未来的化学：从实验室
到市场
第二时段

该课程鼓励学生与专家学者进行讨论，
并且参加小组活动，以便获得“第一
手”的经验，加强对现代化学技术及
其应用领域的理解。学生在这里学习
高精尖技术，并且在伦敦玛丽女王大
学的实验室里探索化学领域未来的发
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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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要求 
和流程

请填写在线申请表（网址：qmul.ac.uk/
summer-school/your-application），
完成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暑期学校的申
请流程。 

学生应提交以下资料： 

•    目前的专业课程成绩单或迄今为止
的学习记录（所修课程、成绩等）

•    母语非英语的学生，应提交英语语
言能力的证明文件（欲了解详细信
息，请参阅“入学要求/资格”）

•    一份书面陈述，说明申请伦敦玛丽
女王大学暑期学校学习课程的原因
和理由

•    护照复印件

我们在学生提交申请后的两个工作日
内进行评估，之后向学生发送录取通
知书。

申请的截止日期为 2019年5月26日。

入学要求
学生至少在本国大学修满两个学期的
课程。

我们欢迎世界各地的学生来到伦敦玛
丽女王大学暑期学校。入学要求如下
所述：

•    如果本国大学采用满分为4.0分的平
均学分绩点计量方法，那么平均学
分绩点应达到3.0。

•    如果本国大学采用百分制的平均分
计量方法，那么平均分应达到75%。

•    如果本国大学采用字母式的平均学
分绩点计量方法，那么平均学分绩
点应达到B+。

•    母语非英语的学生，应满足“英语
语言”要求，我们可以接受以下或
更多英语水平考试作为语言能力的
证明，包括：
雅思6.5分或者更高
托福100分
中国高考英语110分（满分150分）
中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550分
中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490分

此外，如果学生拥有其他国际认可的
专业资格，我们也乐于接纳。我们将
根据每一位学生的专业能力，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做出相应的评估。 

如果学生提交国际认可的其他专业
资格，应核查该专业资格是否与上
述内容具有同等效力。若有任何问
题，请通过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summerschool@qmul.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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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In the third, fourth and  
fi�h year students will  
spend time on the wards and clinics in the 
Gozo General Hospital and also the Mater 
Dei Hospital (Malta) and other relevant 
clinical faciliti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care where they will be introduced  
to clinic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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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登录网站， 
了解“英语语言”

要求

qmul.ac.uk/
summer-school/
your-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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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是一所世界顶级研究型
高校，也是罗素大学集团的成员，这里精英
云集。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暑期学校为学生
提供“教学与研究并重”的高质量学习环
境。

教学和评估

教学
学生可以参加各种讲座、研讨会和学
术活动/实地考察，开展自主学习，参
加小组活动，并且与专家学者和同学
进行讨论、辩论。 

课程结构 
所有课程的时间为周一至周四，周五
为自由活动日。通常，学生每天上午
10点至下午3点上课，午餐时间为一小
时。每门课程涵盖45小时的团队活动
内容和105小时的个人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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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In the third, fourth and  
fi�h year students will  
spend time on the wards and clinics in the 
Gozo General Hospital and also the Mater 
Dei Hospital (Malta) and other relevant 
clinical faciliti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care where they will be introduced  
to clinical medicine.

评估
每一门课程均配置好几项可供选择的
评估项目，通常采用书面作业、课堂
演示或考试的方式。如果学生希望伦
敦玛丽女王大学开具官方成绩单并且
将所获学分“转化”至本国大学的课
程中，那么，学生应完成这些评估项
目。

学分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暑期学校开设的
每门课程提供15个学分。这些学分可
“转化”至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课
程中，相当于4个美国学分和7.5个欧
洲学分（ECTS）。学生的本国大学应
当在学生参加暑期学校的课程之前针
对学分的“转化”事项做出确认。

100%
的学生表示，很喜
欢这样的课程结构。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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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的学生表示，在校
园里感到非常安全。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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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暑期学校为学生营造
环境优美的校园，并且提供舒适的住宿
条件。 

住宿和校园 
生活

校园生活
我们的校园位于摄政运河旁，俯瞰
Mile End公园。校园设施、设备齐全，
洋溢着友好、轻松的气息。这里有大
片的绿地和令人向往的户外空间，只
要身处其中，您瞬间就会忘记首都城
市中心的喧嚣与纷杂。参加暑期学校
学习课程的学生可以选择住在校园
内，拥有一方美丽而宁静的安居之
所。

我们的校园既安全又便利。工作人员
为学生提供各种周到的服务，学生只
需步行即可到达教学楼。校园里开设
有两个杂货店、四个咖啡馆、两个餐
厅、一间酒吧、一个健身和保健中
心、一个书店以及一家银行。

在网上浏览一下房间和住宿条件吧，
请登录网站 residences.qmul.ac.uk

Eleanor Skladman 
（来自美国）
研修课程：英国恐怖和科幻
电影，伦敦的戏剧表演：从
过去到现在

我对校园的地理位置非常
满意，校园远离拥挤的人
群和热闹的旅游景点，一
天的学习结束之后，回到
这里，尽情地放松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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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暑期学校组织丰
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学生可以在学
习之余参加各种活动，丰富课余生
活。

课余活动 

伦敦是一个带给人无限惊喜
的城市。步行其间，近距离
地拥抱她、感受她，您会有
很多意外收获。在这里，您
永远不觉得无聊。

Edison Lacour  
（来自美国）
研修课程：英国恐怖和科幻
电影，伦敦的戏剧表演：从
过去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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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暑期学校旨在帮助
学生开启一场全面、深入的伦敦之
旅：沉浸在伦敦东区浓郁的文化艺术
氛围之中，品尝传统的英式菜肴，徜
徉于现代时尚的休闲场所。学生通过
参加各种课余活动，可以结交来自世
界各地的伙伴儿，并且从“伦敦人”
的视角感悟这座城市的美好。

迎新活动
我们会在第一周的“迎新活动”中组
织一系列免费的活动，营造一个“
远方的家”，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
暖”。

我们会为您提供一系列中肯、实用的
建议，以便您更好地在伦敦学习和生
活。此外，还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课
余活动可供选择，比如，沿泰晤士河
乘船游览，让您在与伙伴们放松身心
的同时欣赏历史悠久的伦敦河畔。

活动内容
在暑期学校上课期间，您可以参加定
期组织的活动（有些活动可能收取少
量费用）。我们在您到达之前发送课
余活动及其他活动的详细信息，从而
为您留出充裕的时间，更好地计划自
己的课余时间和活动计划。 

2018年暑期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    西区阿拉丁音乐剧

•    白金汉宫之旅

•    东区街道艺术之旅

•    Junkyard高尔夫俱乐部

•    电影之旅

100%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暑
期学校的工作人员为
所有学生提供悉心的
指导和周到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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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及其 
优惠

学费
请登录我们的在线商店，在线提
交申请，申请费为50英镑。我们
在收到此金额之后，便对申请情
况进行评估。

1个时段： 1650 英镑

2个时段： 3050 英镑

优惠
在2 0 1 9年3月3 1日之前提交申 
请的学生，可以享受 10% 的“早
鸟”学费优惠。

此外，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在
读学生、校友以及合作院校的学
生，可以享受 10% 的学费优惠。
合作院校的学生无需缴纳50英镑
的申请费。

住宿
校内住宿费用约为每个学期500
英镑。

请注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日
程安排预订房间，每晚额外收费
约24英镑。

额外费用
学生在暑期学校培训期间，可能
需要缴纳额外的费用，比如，参
加课余活动和实地短途游。 

请登录网站，了解每门课程的额
外费用

qmul.ac.uk/summer-school/what-
can-i-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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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确认您所在大学
是否为伦敦玛丽女王
大学的合作院校， 

请登录

qmul.ac.uk/
summer-school/
your-application



此宣传册显示的信息在付印之前是准确无误
的。我们对此保留修改或取消声明的权利，并
对此类变动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欲了解
最新信息，请登录网站 qmul.ac.uk.qmul.ac.uk/summer-school

Summer School Team
Queens’ Building, Room CB110
电话：+44 (0)20 7882 3474
电子邮箱：summerschool@qmul.ac.uk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