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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欢迎辞
邓迪国际学院欢迎每一位新生来这里
开启一段精彩的人生！

今年，邓迪国际学院与全世界一起迎来了无比
奇特的一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一段时间
以来，我们不得不把授课和学习放到网上。老
师和同学们在逆境中沉着冷静，努力向上的精
神令人动容。

学院的指南原则是尽可能在网上还原面对面的
授课和评估场景，以互动方式给学生上精彩有
趣的课，确保实现学习效果，保持质量标准。
那些不得不上网课的学生对网上教学给予很高
的评价。这给了网络教学团队很大的鼓舞。我
们始终把学生放在第一位。在采取新冠疫情防
控措施时，绝不让学生处于弱势地位。

学院的学生升入邓迪大学的比例很高，顺利
在本院读完相关课程的学生往往会选择继续
留在本院学习。这其实不奇怪。邓迪大学被
《2020年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优秀大
学指南》评为“年度最佳学生体验大学”。邓
迪大学学生会主席Josh Connor说：“这个奖项
反映了邓迪大学在校生的真实感受。我们是一
个社区，一个大家庭，大家相互照顾，让所有
人获得全英国最好的学生体验。”国际学院的
学生都把自己看成学院和邓迪大学的一分子，
在邓迪感受到了安全和温馨（2019年国际学生
晴雨表）。

邓迪国际学院的核心宗旨是支持帮助学生。在
今年这样特殊的时期，我们仍然忠实地履行着
这一宗旨。我们会随时指导每一位学生成为更
好的自己。

希望很快见到你们。

院长 

Corinne Wales博士

“邓迪不像其他城市。规
模不大不小，刚刚好，
不一定要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走路或骑车就能
游遍全城。邓迪与自然
融为一体，随时都可以
投入自然的怀抱。城市
生活丰富多彩，有酒吧、
会所等各种设施。”

Larissa Kennel
解剖学理科学士

↑  院长Corinne Wales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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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邓迪国际学院
邓迪国际学院是升入邓迪大学，攻读本科或硕士学
位的捷径。

在邓迪国际学院，学生可以一边学习核心科目知识，一边在辅导
下提高学术英语能力和大学阶段的学习能力。邓迪国际学院师资
力量雄厚，通过小班授课等形式确保一流的教学质量，同时给予
学生必要的个人指导，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全新的英国大学生活。

地理位置优越

国际学院位于邓迪大学主校区，既毗
邻繁华的都市，又靠近如画的乡村。

大学生身份

学生一入学就拥有邓迪大学的学生身
份。跟邓迪大学的学生享受相同的服
务，住相同的宿舍。

小班授课

在小班授课中，学生能得到更多的个
人支持和关注，能更好地学习知识，
理解核心科目。

友好、多样化的学生社区

邓迪国际学院的学生来自世界各
地――大家有机会了解不同的文化，
拓宽眼界，交到终身挚友。

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的教职员

邓迪国际学院的主管非常敬业，能帮
助学生尽快适应邓迪的学习生活。

直升大学课程

只要在邓迪国际学院顺利完成一年级的
学习，学生就能直接升入邓迪大学。

邓迪国际学院96%的毕业生直接升入邓
迪大学
→ 按2018/19学年有升读资格的学生统计

96%

邓迪国际学院是牛津国际教育集
团和邓迪大学合作开办的学院。
牛津国际教育集团成立于 1 9 9 1
年，是经过认证的私立教育机
构，在英国和北美开办私立寄宿
学校、国际学院和英语语言学习
中心，为全世界学生提供令人一
生受益的学习体验。每年有5万多
名英国学生和国际学生通过我们
的课程顺利升学。我们与世界各
地的教育顾问机构建立了良好的
关系，持续向各国学生提供最好
的课程。

www.oxfordinternational.com

学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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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评价

与学生大使沟通

“我最喜欢邓迪的人。他们热情友好，乐于助人。这
里比较安静，生活成本也不高。”

Belema（尼日利亚）
商学国际大一

“邓迪的学生会很大，什么都有，还能
交到很多新朋友。”

Amir（伊朗）
工程学与自然科学国际大一

“导师很棒。我遇到了一
些特别好的老师。他们
鼓励我不断进步，他们
能看到每一位同学的潜
力，这让我们对学习充
满热情。”

Zack（马来西亚）
艺术与设计国际大一

“我觉得邓迪很美，新
鲜事物不断，不管做
什么事都很方便。这
里的人很热情，让人
有家的感觉。老实
说，我来邓迪以后都
没想过家。”

Faye（印度）
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国际大一

如需了解邓迪国际学院的更多信息，请使用TAP
工具跟学院的学生聊天。

使用方法

单击聊天图标或前往： 
oxfordinternational.com/chat

创建聊天帐户

连接学生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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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第三年 本科第四年

第3阶段 第4阶段

高中 毕业
国际大一 本科第二年

牛津国际 
教育集团提供 升入邓迪大学

英语先修班

第1阶段 第2阶段
国际联合本科

大学简介

只要学生在邓迪国际学院顺利完成国
际大一的学习，就能直升邓迪大学。
邓迪大学有很多备受推崇的优质课
程，科目广泛，涉及艺术与设计、生
物医学、工程学、石油和天然气法
律、护理学等众多领域。

选择等级和学位科目

邓迪国际学院的课程分两个等级，即国际联合
本科课程和国际联合硕士课程。

国际联合本科课程

国际联合本科课程为学生入读本科提供了不同
的途径。课程着重加强学生的英语能力，介绍
所选学科领域的核心概念和关键知识。

邓迪国际学院提供国际联合本科课程国际大一
的课程。

邓迪国际学院有很多衔接课程，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选中的本科学位做出选择：

可供选择的国际联合本科衔接课程

 → 艺术与设计

 → 商学

 → 计算机学

 → 工程学

 → 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

 → 护理学

 → 法律与社会学

国际大二

国际联合本科的延伸课程

国际大二的衔接方向：

 → 商业

本科第三年 本科第四年

第3阶段

高中毕业证书 毕业
国际大二

牛津国际 
教育集团提供 升入邓迪大学

英语先修班

第1阶段 第2阶段

（已完成12年教育）

英语语言水平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可以先上6周或12周的英语先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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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合硕士课程

国际联合硕士是研究生等级的课程，主要培养高
级技能，以便学生继续攻读选择的硕士学位。

国际联合硕士升学方向：

 → 商学

 → 健康教育与社会科学

 →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 工程学

 → 设计

本国的本科学历 毕业
硕士预科 硕士课程

牛津国际 
教育集团提供

英语先修班

升入邓迪大学

第1阶段 第2阶段
国际联合硕士

英语语言水平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可以选择英语先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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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结合式学习
邓迪国际学院致力于在确保学生安全的前
提下带给学生良好的学习体验，结合在线
学习和校内学习，为学生提供线上线下结
合的学习体验。

线上线下结合教学模式

邓迪大学在校内实施了一系列健康
和安全举措，例如严格的定时清洁
计划、手部消毒站、使用个人防护
设备等。邓迪大学根据事态发展定
期更新指导方针。最新信息请参阅
大学的“常见问题解答”。

dundee.ac.uk/coronavirus

除了邓迪大学的校园指导方针外，
国际学院还将实行单向通行原则。
为遵循最新的健康和安全指导方
针，学院可能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校园安全保障以小组形式（目前3到8人）组织校内课
堂教学，以便学生进行社交疏离。

在虚拟学习环境（Blackboard平台）中
上传录播课程，布置作业，让学生在家
也能学习。

线上和校内面对面实时互动授课内容。

确保学生学到同样优质的课程内容。

校内课程和网络课程的课时取决于当前
落实的、必须遵守的新冠疫情防控规则
和指引。

线上课程的优势

学院推出网络课程的目的在于管理当前的社交
疏离措施和旅行限制，确保所有学生都能按计
划继续学习。此外，网络课程本身也有便利等
优势。课程内容预先录制，学生可自行选择合
适的时间开始学习，还能掌握未来就业所需要
的电脑技能。

课程所需的重要设备

所有学生需要配备带麦克风和扬声器的台式电
脑或笔记本电脑，确保上课期间稳定连网，以
便学生在线参与课程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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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迪一览
邓迪是一个开放的城市，
拥有鲜明的特色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邓迪也是一个
宜居城市，充满生机，社
区以学生为中心，城市生
活丰富多彩。

邓迪大学位于市中心，周围配

套设施齐全。距众多文化景

点、咖啡馆、餐厅、商店和酒

吧仅数步之遥。火车站和公交

车站也都近在咫尺，便于游览

苏格兰，看遍各地美景。坐火

车和汽车去宁威尔教学医院校

区和柯科迪校区也很方便。

这就是我们在邓迪大学开设国

际学院的原因。邓迪大学教学

一流、学生体验一流、学生支

持一流，是学生实现欧洲顶级

学府梦的理想选择。在2019年

国际学生晴雨表调查中，邓迪

大学的学生体验在苏格兰排名

第一，在英国排名第四。

“购物中心、市中心、宿舍什么的就在学
校附近，走走就到。美丽的泰河河畔和
遍布的绿地也是散步嬉戏的好地方。”

Jacklyn Em Qi Thong

数学与金融经济学专业在读生

苏格兰第一
 → 在2019年全国学生调查中，
邓迪大学学生会排名苏格兰
第1，英国第8

苏格兰第二
 → 在2019年泰晤士报和星期日
泰晤士报优秀大学指南中，邓
迪大学的学生体验排名苏格
兰第2

金奖
 → 邓迪大学在2017年教学卓
越框架评比中获得最高
奖――金奖

大学30强
 → 邓迪大学入选2019年泰晤
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优
秀大学指南和2020年卫报
大学指南英国大学30强。

世界一流
 → 在2014年研究卓越框架评
选中，邓迪大学76%的研
究被评为世界一流或国际
知名研究，生物学研究英
国第一。

七分之一
 → 邓迪人口目前正在从事全
职教育相关工作

大学10强
 → 在2015年~2019年全国学
生调中，邓迪大学连续第
四年入选英国学生满意度
最高的10所大学。

苏格兰第一 

英国第四 

全球第十四
 → 学生整体平均满意度苏格
兰第一，英国第四，全球
第十四
（2019年秋季国际学生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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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留学的名校
邓迪特色鲜明，跻身全球最适合留学的城市。

学业有成离不开良好的教学和

支持。邓迪非常重视教学和支

持。我们始终致力于提供一流

的教育，在2017年英国政府教

学卓越框架评比中获得最高奖

金奖，跻身英国授课好、学习

好、成绩好的精英大学之列，

并入选2016年泰晤士报高等教

育增刊‘全球国际化大学’。

邓迪大学的学生来自世界各

地，也来自苏格兰和英国。

邓迪交通便利，可轻松往返各

地。从邓迪开车90分钟可到

达苏格兰90%的地方，坐火车

可达苏格兰的大部分城市以及

伦敦、纽卡斯尔和约克。苏格

兰的四个国际机场距邓迪较短

的火车车程，便于前往欧洲和

全球各大城市。

“邓迪大学不仅教育水平突出，更
有国际师生带来的文化多样性。
学校设施齐全，是学生的理想选
择。大家的友善和尊重让我有家
的感觉。”

Adil（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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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力的研究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始
终走在创新前沿，研究
领域广泛，包括手机和
平板所用的平面屏幕技
术和微创手术。我们的
探索和创新精神正在延
续，我们的研究对整个
世界产生了影响。

我们致力于开展有影响力的重

要研究。与全球院校、研究机

构、主要慈善机构及知名企业

开展广泛的合作，实现抱负。

长期以来，我们取得了多项研

发成果，为推动创新，解决全

世界某些最紧迫的问题做出了

贡献。

邓迪大学的创药物研发部门

是英国唯一一个大学内部全

面运转、全面融合、对多种

疾病展开研究的药物研发团

体。我们的研发成果众多，

包括可能只需要一剂就能治

愈疟疾的化合物。 

邓迪大学医学院是英国一流的

医学教育中心，始终致力于在

研究中取得突破，以加强人类

对癌症、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

等的理解、治疗和预防。此

外，我们还在努力攻克帕金森

氏病和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

研
究

航天器的数据处理网络

STAR-Dundee是主要航空器数据处理网
络SpaceWire的领军企业。

液晶显示器技术

Walter Spear和Peter LeComber的研究
成果――非晶硅薄膜晶体管已经广泛
应用于平板电视，造福千家万户。

疟疾治疗研究

邓迪的研究人员目前正在开发有助
于疟疾等疾病治疗的分子。

自动柜员机（ATM）

通过与NCR的工程对接，邓迪大学协
助开发了自动柜员机（ATM）。

有
影
响
力
的

侠盗飞车

侠盗飞车是一个系列游戏，
最早由总部位于邓迪的D M A 

Design开发，目前已经在全世
界卖出了2.5亿套，是迄今为止
最畅销的电子游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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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位于苏格兰的路网中
心，交通便利，无论是
游览美景奇观，还是去
滑雪、登山、扬帆，或
是打锦标赛高尔夫球都
很方便。爱丁堡、格拉
斯哥等各大城市也都不
远。苏格兰的四大国际
机场都有国家航空（如
英国航空公司）和廉价
航空。便于游览英国和
欧洲各大中心城市。

邓迪是适合国内外学生的好

地方，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有大量奇特的酒吧和舒适的

雅间供人享用最爱的美食和

饮料。用舒缓的酒吧经典音

乐、健康的食物、各国佳

肴、跟朋友的相聚补充能

量，缓解疲劳。在邓迪这样

一个令人振奋、亲切友好的

城市，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生

活方式并不难。

邓迪也有各种大型连锁商店

和饭店，但是人们对工作的

热爱和投入让邓迪变得尤为

特别。学校周围有很多当代

餐馆、私家小馆、酒吧和社

交场所。离得很近，但常常

令人流连忘返。

 → 邓迪被2019年《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为苏
格兰最宜居的城市。

补充说明

 → 邓迪凭借城市改造，包括历史悠久的滨水
区改造，苏格兰第一家设计博物馆――邓
迪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开业入选
《孤独星球》“2018年欧洲旅游度假胜地
热榜”。
vam.ac.uk/dundee

欧洲最佳

请点击图标，跟友好的学生大
使聊天！

如需了解邓迪的学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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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精粹
邓迪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学生可以在课余加
入一到两个社团，逛逛商店，进行自学，游
一游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发现英国‘最酷的小城’
 

GQ杂志

 →邓迪学生的微博，了解他
们的真实想法 
uod.ac.uk/studentblog

查看……

时尚好客的酒吧

邓迪大学附近的众多酒吧夜
店带来丰富多彩的夜生活。
Duke’s Corner以不断推陈出新
的现场音乐表演受到学生的追
捧，Tinsmith的特色是运动，
Underground俱乐部以风格多
样的音乐营造现代感。西区的
Phoenix、Speedwell、George 
Orwell等舒适的传统酒吧饮品
多样，氛围友好。在离市中心
不远的地方，有提供著名的苏
格兰精酿啤酒和优质葡萄酒的
BrewDog和The Wine Press，
为新近热闹起来的滨水区增加
了不一样的风景。

生活成本低

2019年City lets租赁报告显
示，邓迪的平均私宅平均租金
目前是苏格兰各大城市中最便
宜的。在邓迪生活能省钱：租
金比爱丁堡低44%，比苏格兰
的全国平均水平低21%！
（2018年第4季度Citylets租赁报告）

餐饮

邓迪的餐饮非常国际化，有各国
餐厅带来印式、意式、中式、日
式、墨西哥式等多种美食。从大
型连锁餐厅，到当地的私人小餐
馆，总有一款适合你。

艺术与文化

市中心有邓迪当代艺术中心、
邓迪剧院等大型文化中心，还
有麦克马纳斯画廊、RRS发现
号基地、邓迪科学中心、独角
兽号航空母舰以及最近开放
的邓迪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
物馆。邓迪入围了2017年英国
文化城市，2014年被评为英
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UNESCO设计之城。

创意中心

创新是邓迪与生俱来的禀赋。
2018年邓迪维多利亚与艾伯特
博物馆的开业更是使邓迪成为
苏格兰创新生态系统的中心。
日本著名建筑师隈研吾设计的
邓迪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成为了苏格兰和世界的新设计
中心。

从商业街到精品店

邓 迪 店 铺 林 立 ， 是 个 购
物的好地方。O v e r g a t e和
Wellgate两大购物中心聚集了
Debenhams、Zara、H&M、
Next、Boots和Primark等众多
品牌商店。邓迪也不乏非主流
的小型独立零售商，例如为
大牌歌星Paloma Faith Miley 
Cyrus和Li ly  Al len等提供服
装的Missy Lala’s Boutique、
Spex Pistols、Isolated Heroes
等精品店。

绿地公园

邓迪有很多公园绿地，学生可
以在那里惬意地领略四季美
景，看花开花落。玛格达琳•
格林（Magdalen Green）和巴
尔盖公园（Balgay Park）是人
气最高的两个公园，深受烧烤
者和慢跑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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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体验
邓迪的大部分学生住在邓迪学校或学校附近，毗邻
市中心，从来不会让人觉得无聊。学生很容易就能
交到新朋友，融入新生活。学生不但能加入体育俱
乐部，还能加入一些著名的学生社团。

 →邓迪大学入选2019年度泰晤
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优秀
大学指南和2020年卫报大
学指南英国大学30强。

英国大学
30强

俱乐部和社团

邓迪有200多个俱乐部和社
团，包括政治社团、慈善筹款
团体、不同国家或文化兴趣团
体、宗教附属社团、体育俱乐
部、学术团体等。另外还有很
多社团适合只想跟志趣相投的
人一起玩的人，例如喜剧俱乐
部、科幻小说社团、烧烤、烘
焙和咖啡社团。

学习场所

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习
惯。为了让学生轻松学习，
最近翻新的图书馆在上课期
间开放到凌晨2点半，在考试
期间24小时开放。图书馆有
休闲区、创意区、配备最新
技术的小组学习室，能满足
学生的不同需求。

安全和保安

宿舍管理员和保安24小时值
守，确保安全，让学生住得安
全、放心。

请点击图标，跟友好的学生大
使聊天！

如需了解邓迪的学生生活

高品质生活

星期六泰晤士报2019年最宜
居城市指南将邓迪评为苏格兰
最适合居住的城市。邓迪有最
好的城市生活，良好的城市氛
围，地方不大，游遍全城毫
不费力。邓迪有大量的绿地。
近年来新开了一大批餐馆、咖
啡馆和小饭馆，餐饮业蓬勃发
展。邓迪能满足各种生活需
求，城市相对较小，社区联系
紧密，是一个安全又不贵的宜
居城市。

保持健康

运动员、俱乐部选手或喜欢健
身的学生可以去体育与运动协
会做运动。邓迪有很多运动设
施，包括最新的健身房、25
米游泳池、网球场、两个体育
馆、共33英亩（133546平方
米）的运动场等。

“邓迪发展得很快，已经成
为英国最酷的小城之一。”
 

Anna（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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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机会

我们提供全面的职业服务、志愿咨询、人才交流会和创业培
训，让学生获得用人单位感兴趣的经验和技能，将来找到理
想的工作。我们为所有毕业生提供终生职业建议，确保他们
在职业的每一个阶段获得所需的支持。
uod.ac.uk/careers

相关工作经验和自愿活动有助于学生获得竞争优势，增加学历的含金量。就

业服务处为毕业生提供终生职业建议，帮助他们对于工作以及未来就业的各

个方面做出知情选择。另外，我们还举办人才交流会和创业培训，帮助学生

选择未来方向，实现职业目标。

就业服务处

就业服务处为所有学生，包括已
经确定就业目标或想要弄懂相关
选择方案的学生提供建议和指
导。就业服务处的工作人员态度
友好，乐于助人，拥有丰富的知
识和大量的资源，在学生在校期
间和毕业后提供支持。

欢迎参加平时每个工作日的快
速查询会，提出问题或获取简
历或求职反馈。学生还可以登
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提交职业
相关问题，预约就业指导员，
查找活动、兼职、实习和毕业
生工作等。

工作经验

我们在JobShop上提供各种工
作机会，满足学生的兼职、
志愿者、积累学历相关工作经
验的需求，JobShop的访问入
口：uod.ac.uk/careersportal

不过，请先查清楚在英国工作需
要的许可证，再开始工作。如
需更多建议，请联系国际咨询
服务处，internationalsupport@
dundee.ac.uk

创业中心

创业中心是专门为学生、员工
和应届毕业生提供服务的机
构，主要帮助他们探索自主创
业的方法，获取创业能力，建
立商业意识――从而培养下一
代企业家。

创业中心由学生们在大学教职
员的监督和经验丰富的商业赞
助人的支持下运营，每年举办
70多场免费活动，内容涉及竞
赛、讲座、研讨会、人才交流
会以及行业专家和企业家的教
育型演讲。
uod.ac.uk/entrepreneurship

 →邓迪在从事专业职业的毕
业生方面排名英国第4 
（2020年毕业生结果调查）

毕业生 
就业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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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简介
居住场所是学生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们知道宿舍的质量和舒适性对于学生至关
重要，因此我们努力做到超越标准。

住在大学宿舍也是学生体验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宿舍位

于主校区中心，很有家的感

觉。在校内生活和学习有助于

学生迅速适应学习生活，体验

校园和城市最精彩的部分，结

识可能成为一生挚友的人

学校有8个自炊式宿舍，共有

1600个单人间，有配套浴室，

不共用卫生间！

欢迎来看一看我们的学生宿舍：

uod.ac.uk/accommodation-tour

安全

价格合理

现代化

我们知道，来邓迪上学可能是

有些学生第一次离家生活。我

们在校园中心设置了咨询中

心，帮助学生轻松融入校园生

活。咨询中心和工作人员始终

乐于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

熟悉周围道路，在以下各个方

面提供支持：

 → 住宿ID卡

 → 开立银行帐户

 → 国际支持

 → 签证和钱的问题

所有房间都是：

 →单人房

 →套房

 →配有高速无线网络

 →每周费用约128英镑 ~ 210英镑

 → 福利

 → 在医生那里登记

 → 学习辅导

 → 职业指导建议

“我觉得学校很棒。第一年我住在学校宿舍，遇到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人，感觉真好。”
 

Ana（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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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平面图

完整的校园地图参见 

uod.ac.uk/campus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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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校区

自行车存放处
有值守的自行车存放处

无障碍出入口
无障碍停车场

Tower Building收发室

安保接待处
图书馆接待处
Crawford Building室外楼梯
ISE接待处

校园平面图更新时间
8月20日 – 22930

“所有一切都距离学
校很近，包括购物
中心、市中心以及
住宿区。如果你喜
欢到处走走，邓迪
有美丽的泰河，还
有很多充满绿植的
地方可以让学生们
跑步或者散步。”

Jacklyn（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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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注记
Schools and subjects
Architecture 45

Art and Design (Duncan of Jordanstone College of) 45

Business 28

Centre for Anatomy and Human Identification 
(CAHID) 

48

Centre for Archive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CAIS) 1

Civil Engineering 14

Computing 17

Dentistry 11

Education and Social Work 6

English 1

Environmental Science 1

Geography 1

History 1

Humanities 1

International College Dundee 35

Languages for All 1

Law 9

Leverhulme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nsic Science 13

Life Sciences 7

Mathematics 14

Mechanical Engineering 14

Medicine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30

Philosophy 1

Physics 14

Politics 9

Psychology 9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4

Social Sciences 9

Student and staff services
Academic Skills Centre (Skills Hub) 33

Careers Service (Skills Hub) 33

Cash Office 1

Centre for Entrepreneurship (Skills Hub) 58

Counselling Service (Support Hub) 3

Disability Services (Support Hub) 3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36

Enquiry Centre (Enquiry Hub) 21

Global Room (Enquiry Hub) 4

Go Abroad 1

Health Service (Support Hub) 3

The Hive 20

Immigration Compliance 4

International Advice Service 21

IT 10

Library and Learning Centre 24

Nursery 38/39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 3

PAMIS 47

Peer Connections (Enquiry Centre) 21

Registry – student enquiries 21

Registry – staff only 37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ervices 34

Residences Office 21

Safety Services 1

Sanctuary Students 55

Society Support 20

Sports Union 52

Student Funding Unit (Support Hub) 3

Student Support Team 21

Other
Archives 1

Botanic Garden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60

Campus Green 18

Campus Services (Estates and Buildings) 13

College Green 7

Electric Bike Scotland Cycle Centre 59

Free Shop 15

Heathfield multi-level car park 57

Mail room / delivery dock 2

Music Rooms 22 

Muslim Prayer Room Sisters 31

Muslim Prayer Room Brothers 32

Officer Training Corps 16

Print Unit (card access required) 46 

Riverside Sports Grounds

Security Centre 23

Swimming Pool 20

Shops and cafes
Air 20

Art Materials Shop (card access required) 41

Cantina (card access required) 41

Chaplaincy Coffee Shop 22

College Shop 5

Dental Cafe 11

Food on Four 20

The Liar 20

Library Cafe 24

Pavement Cafe 20

Premier Shop 19

The Street Cafe 50

Top of the Tower Cafe 1

Staff administration (Tower Building)
Academic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1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1

Creative Services 1

Development and Alumni Relations 1

External Relations 1

Finance Office 1

Human Resources 1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s 1

Organis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

Press Office 1

Principal’s Office 1

Procurement Office 1

Public Engagement and Major Events 1

Safety Services 1

Student Recruitment and Admissions 1

Web Services 1

Libraries and exhibitions
Cooper Gallery 43

Duncan of Jordanstone College of Art & Design 
Library

45

D’Arcy Thompson Zoology Museum 7

Kirkcaldy Campus Library

Lamb Gallery 1

LifeSpace Science Art Research Gallery 49

Main Library 24

Matthew Galleries 45

Museum Services 40

Robertson Trust Medical Library

Tayside Medical History Museum

Tower Foyer Gallery 1

Kirkcaldy Campus

Ninewells Campus

Ninewells Campus

Buildings
1 – 3 Perth Road 27

Balfour Flats and Belmont Tower 54

Belmont Flats 53

Bonar Hall 8

Carnegie Building 28

Carnelley Building 7

Chaplaincy 22

Crawford Building 42

Cross Row 15 

Dalhousie Building 61

Dental Hospital 11

Discovery Centre 50

Dundee Universi� Students’ Association (DUSA) 20

Enquiry Hub (Enquiry Centre) 21

Ewing Building 13

Fleming Building 26

Frankland Building 12

Fulton Building 14

Harris Building 25

Heathfield Residences 56

Institute of Sport and Exercise (ISE) 52

Main Library 24

Matthew Building 45

Medical Science Institute (MSI) 48

Ninewells Hospital

Old Medical School (OMS) 6

Old Technical Institute (OTI) 3

Peters Building 29

Queen Mother Building 17

Scrymgeour Building 9

Seabraes Residences 44

Sir James Black Centre 51

Skills Hub (1 Airlie Place) 33

Support Hub (OTI Building) 3

Tower Building 1

Wellcome Trust Biocentre 49

West Park Flats and Villas

 Ninewells Campus

Riverside Drive, DD2 1QH

Riverside Drive, DD2 1QH

 Ninewells Campus

319 Perth Road, DD2 1NN

The Enquiry Centre (21) is the main 
reception for general student 
support, information and also for 
prospective student visitors. 

For further directions and information 
uod.ac.uk/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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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大学能让人学到最好
的东西。我们的教学质量
达到最高标准，事实上达
到金奖标准。

国际联合 
本科课程

 国际联合 
 本科课程



升学方向

可供选择的国际大一升学方向：

 → 艺术与设计

 → 商学

 → 计算机学

 → 工程学

 → 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

 → 护理学

 → 法律与社会学

英语先修班

英语先修班提供额外的学术英
语辅导，持续时间为6周或12

周。初期进行英语强化培训和
评估。只有完成英语先修班并
达到要求，才能继续学习所选
国际大一的课程模块。上6周
还是12周英语先修班取决于学
生当前的英语水平。

核心课程

除了各个衔接方向特有的课程
以外，学生还要学习几门所有
课程的公共核心课程。核心课
程包括：

学术英语
让学生了解大学学习要求、学
术学习惯例、良好学习实践以
及不良学习实践的概念，掌握
学术语言和学习技能。

数学和数字素养
主要学习基本的数学知识和
技能，探索科技的学习促进
作用，提供一系列信息沟通
方法。

政府和社会
介绍英国的政府和社会，阐释
英国民主的主要特点，探索英
国社会、阶级、种族、性别、
权利和义务的主要特点。

升入邓迪大学继续攻读
学位课程

学生先要选好学位方向，再开
始攻读国际联合本科课程。学
生顺利完成预科的学习以后直
接升入四年制本科课程的二年
级，在极少数情况下可升入三
年制学位课程的一年级。

课程 英语语言要求

国际大一 雅思5.5分，单项不低于5.5分

+6周英语先修班 雅思5.0分，单项不低于4.5分

+12周英语先修班 雅思4.5分，单项不低于4.0分

请点击图标，跟友好的学生大
使聊天！

如需了解邓迪国际学院的衔接课程

国际联合本科课程

学位课程
第3年

学位课程
第4年

第3阶段 第4阶段

高中 毕业
国际大一 学位课程

第2年

牛津国际 
教育集团提供 升入邓迪大学

英语先修班

第1阶段 第2阶段
国际联合本科课程

苏格兰的大学本科是四年制的。艺术和人文类学位通常称为文学学士，理科类学位通常称为理学
学位。学生完成国际大一以后升入学位课程的二年级。

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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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一

艺术与设计

邓迪国际学院艺术和设计方向的课程直接衔接邓肯约旦斯通艺术
设计学院的学位课程。邓肯约旦斯通艺术设计学院的优质教学和
研究享誉世界，设有涵盖11个专业门类的本科课程。学院有最先
进的设施以及世界一流的艺术家和思想家组成的团队，帮助培养
学生的创意才能及批判性思考能力。

国际联合本科学位课程的衔接专业列表参见：uod.ac.uk/icd.

具体课程设置：

文化环境

介绍曾带给本领域早期从业者启

发的文化多样性，让学生学会从

艺术、设计或传媒专业人员的角

度批判性地理解当代、历史及文

化等方面的影响。

电影、媒体和流行文化

学习批判理论和文化理论，以叙

事为中心了解电影和电视制作理

论。学习并反思电影和电视节目

的制作过程，探索电影和节目制

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

心理学导论

回顾心理学的历史，学习社会心

理学、认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

学，探讨反社会行为、人类记忆

的性质和结构以及皮亚杰和维果

斯基的发展理论。

工作室实习

学生利用各种媒体掌握或巩固技

能及多项技术，形成作品组合，

体现学到的东西及选定的衔接学

位。鼓励学生形成批判性思维和

概念性思维，用素描簿和设计表

拓展思路。

数字媒体

培养学生使用数字艺术和设计的传统

工具的技能，鼓励学生探索数字媒体

的可能性，通过实验研究法提升工作

潜力。

衔接学位： 

BA (Hons) 
文学学士学位（荣誉）
Art and Philosophy 

艺术与哲学
Fine Art 

美术

BDes (Hons) 
设计学学士学位（荣誉）
Animation 

动画
Graphic Design 

平面设计
Illustration 

插图
Interior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室内与环境设计
Jewellery and Metal Design 

珠宝与金属设计
Textile Design 

纺织品设计

BSc (Hons) 
理学学士学位（荣誉）
Digital Interaction Design 

数字交互设计
Product Design 

产品设计

 →入选英国时装和纺织品大学10强 

（2020年卫报大学指南）

大学10强

“学校的设施和教学让我
在友好的创造性氛围中
理解，学习和练习动画，
让我更加相信自己的能
力，为日后的职业做好
更充分的准备。”
 

2016年邓迪大学动画专业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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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一

商学

商学方向国际大一将帮助学生充分掌握商业基础知识，包括主要的经济、法律
和管理原则；使学生掌握对会计实务的学习起到重要作用的数学技能。完成国
际大一后升入邓迪大学商学院的选定学位。快速发展的产业关系和业务合作伙
伴网络为学生带来各种机会，包括可能的工作实习和某些学位的双重认证。

国际联合本科学位课程的衔接专业列表参见：uod.ac.uk/icd.

具体课程设置：

数据分析

学习基础统计知识和技能，内容

包括概率论导论、假设检验、相

关背景下的数据判读、运用数据

解决问题以及实验。

微观经济学

掌握经济理论基础，重点学习个

人和企业的经济决策。内容包括

供需，价格运行机制，生产率和

利润，分工，资源的稀缺性、选

择和分配，市场结构，消费需求

理论，完全竞争，垄断与寡头。

宏观经济学

从封闭型经济模式开始学习经济

的基本模式，研究投资、政府开

支、税收和消费在失业方面的关

系，学习着眼于国际贸易影响的

开放型经济模式。

金融会计学导论

课程内容包括会计记录和原始资

料、复式记帐、准确性检查和试

算表编制、关键比率计算以及财

务状态表和损益表的解释。

管理会计导论

学习收集、处理、列报企业财务

数据和定量数据所用的管理会计

方法，以协助企业进行绩效管

理、成本控制、计划和定价，辅

助管理决策。

国际商务管理

学习企业结构，内外因素对企业

的成长和发展产生的影响；企业

内部的管理和领导方法。从市场

营销的角度介绍企业的市场响应

能力以及战略规划的必要性。

衔接学位：  

BSc (Hons) 
理学学士学位（荣誉）
Accountancy and Mathematics  
会计学与数学
Business Economics with Marketing  
企业经济学与市场营销
Business Management 
商务管理
Economics 
经济学
Economic Studies 
经济研究
Financial Economics 
金融经济学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ith French 
国际商务与法语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ith German 
国际商务与德语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ith Marketing 
国际商务与市场营销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ith Spanish
国际商务与西班牙语 

MA (Hons)  
文学硕士学位（荣誉）
Business Economics with Marketing 
企业经济学与市场营销
Business Economics with Marketing and European 
Studies 
企业经济学与市场营销和欧洲研究
Business Economics with Marketing and 
Geography 
企业经济学与市场营销和地理
Business Economics with Marketing and History 
企业经济学与市场营销和历史

Business Economics with Marketing and 
Mathematics 
企业经济学与市场营销和数学
Business Economics with Marketing and Politics 
企业经济学与市场营销和政治
Business Economics with Marketing with French 
企业经济学与市场营销和法语
Business Economics with Marketing with German 
企业经济学与市场营销和德语
Business Economics with Marketing with Spanish 
企业经济学与市场营销和西班牙语
Economics 
经济学
Economics and History 
经济学与历史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经济学与国际关系
Economics and Politics 
经济学与政治
Economics with French 
经济学与法语
Economics with German 
经济学与德语
Economics with Spanish 
经济学与西班牙语
Financial Economics 
金融经济学
Financial Economics with French 
金融经济学与法语
Financial Economics with German 
金融经济学与德语
Financial Economics with Spanish 
金融经济学与西班牙语

财务管理

研究企业和个人的财务管理；介

绍企业的融资方式，财务绩效监

控方法，以及影响财务绩效的国

内外因素。

“ 大学是发展人脉的好地方。
只要融入其中，抓住一个
机会，你就会向更多人敞
开心扉。”
 

Kristina Cholakova 

2018年企业经济学与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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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一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科学是我们与邓迪大学理工学院的专家合作设计的课程，
旨在培养学生的计算机相关技能和软件开发工具的使用能力，为
计算机专业的学习打好基础。

学生完成本课程即可升入邓迪大学理工学院，攻读选定的学位课
程。学生将学习使用完善的设施，增长计算机科学方面的技术知
识，掌握编程和算法原理。

国际联合本科学位课程的衔接专业列表参见：uod.ac.uk/icd.

具体课程设置：

软件开发概论

介绍软件设计和开发所需要的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数据结构和算法概论

学习计算中常用数据结构的理
论和 J a v a实现，运用学到的数
据结构解决问题，以提高通用
编程技能。
 

基础数学

课程内容包括科学、工程或计算
机科学课程学习所需掌握的数学
术语、符号、惯例及单位，包括
代数、微分、集合论、概率和实
验规律。

高等数学

延伸课程，开始学习高等数学方
法、问题求解以及场景建模，内
容包括代数、坐标几何、三角
法、向量和力。

+在选修课程中选择两个课程
模块：

第1学期：

科学与工程原理

主要学习波的性质――反射、折
射、干涉和衍射；固体和液体的
性质，热和气体，原子结构，原
子核的性质，电子、辐射、裂变
和聚变。

力学

学习向量，包括笛卡尔分量和位
置向量；力和平衡，包括力的作
用及平衡的粒子；相对运动，包
括速度和加速度；牛顿运动定律
及应用；摩擦和胡克定律；功、
能与动力，包括动能、机械能守
恒及变力做功。

或者

第3学期：

数据分析

学习基础统计知识和技能，内容
包括概率论导论、假设检验、相
关背景下的数据判读、运用数据
解决问题以及实验。

工程项目

学生有机会学习工程相关项目的
方方面面，包括项目设计、项目
管理、社会和环境影响、可持续
性等。

或者

衔接学位： 

BSc (Hons) 
理学学士学位（荣誉）
BSc (Hons) Applied Computing 
应用计算科学理学学士学位（荣誉）
BSc (Hons) Applied Computing  
应用计算科学理学学士学位（荣誉）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1 

（人机交互）1

BSc (Hons) Computing Science 
计算科学理学学士学位（荣誉）

1这些是3年制课程，不是4年制课程。也就是说，学生将从邓迪国际学院升
入邓迪大学1年级，不是2年级。

 → 入选英国计算机科学与信

息系统大学30强 

（2020年卫报大学指南）

3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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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一

工程学

课程内容包括主要的数学和科学原理，是工程和计算机方向的良好开端；课程重
点是数学和物理，以使学生利用一年的国际大一更好地了解相关本科学位课程。

学生完成国际大一以后，进入科学与工程学院学习，获得工学学士或理学学士，
以达到特许信息技术研究所、英国计算机协会（特许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特许
工程（CEng）或特许科学家的认证要求，开启特许工程或科学生涯。

国际联合本科学位课程的衔接专业列表参见：uod.ac.uk/icd.

具体课程设置：

数据分析

学习基础统计知识和技能，内容
包括概率论导论、假设检验、相
关背景下的数据判读、运用数据
解决问题以及实验。

基础数学

课程内容包括科学、工程或计算
机科学课程学习所需掌握的数学
术语、符号、惯例及单位，包括
代数、微分、集合论、概率和实
验规律。

力学

学习向量，包括笛卡尔分量和位
置向量；力和平衡，包括力的作
用及平衡的粒子；相对运动，包
括速度和加速度；牛顿运动定律
及应用；摩擦和胡克定律；功、
能与动力，包括动能、机械能守
恒及变力做功。

电力、电子与场

学习电气和电子，电流和变化，
欧姆定律的用途和限制，直流电
路的电容器，交流电路的电容
器，晶体管电路的电容器和逻辑
电路的电容器。 

工程项目

学生有机会学习工程相关项目的
方方面面，包括项目设计、项目
管理、社会和环境影响、可持续
性等。

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是延伸课程，开始学习高
等数学方法、问题求解以及场景建
模，内容包括代数、坐标几何、三
角法、向量和力。学生根据学位选
择情况先修下列某一课程：

根据所选学位，可选学：

化学1

介绍化学理论和实践，内容包括
公式、方程和摩尔、原子结构、
氧化还原反应、热力学及键合。

科学与工程原理

主要学习波的性质、反射和折
射、干涉和衍射；固体和液体的
性质、热和气体，以及原子的结
构、原子核和电子的性质、辐
射、裂变和聚变。

或者

衔接学位：  

BEng (Hons) 
工程学学士学位（荣誉）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生物医学工程学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Mechanical Engineering with Renewables 
机械工程与可再生能源

BSc (Hons)  
理学学士学位（荣誉）
Accountancy and Mathematics 
会计学与数学
Applied Physics 
应用物理学
Mathematical Biology 
数学生物学
Mathematics 
数学
Mathematics and Astrophysics 
数学与天体物理学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数学与经济学
Mathematics and Financial Economics 
数学与金融经济学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数学与物理学
Mathematics and Psychology 
数学与心理学
Physics 
物理学
Physics with Astrophysics 
物理与天体物理学
Physics with Renewable Energy Science 
物理与可再生能源学  → 英国机械工程学大学30强 

（2020年卫报大学指南）

英国大学30强

“在一年级结束时，我成
立了STEM女子社团，通
过团体的建立带给STEM

的女生机会意识。”
 

Stephanie Anani 

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兼邓迪STEM女
子社团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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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一

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

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方向的预科课程涉猎广泛，能为学生攻读邓迪大学的药物
学、分子生物学等有趣、充满挑战的本科学位课程打好基础。学生将通过国际大
一学习全面掌握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的基础知识，顺利完成预科学习后直接进入
邓迪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继续攻读选定的学位。据研究卓越框架（REF 2014）显示，
邓迪大学的生物科学居全英大学之首。邓迪不仅有顶级的科学家参与课程设计和
教学，还有设备齐全的最新设施供实战所用。

国际联合本科学位课程的衔接专业列表参见：uod.ac.uk/icd.

具体课程设置：

数据分析

学习基础统计知识和技能，内容
包括概率论导论、假设检验、相
关背景下的数据判读、运用数据
解决问题以及实验。

细胞生物学

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生物分子、细
胞结构和细胞功能、染色体的结
构、细胞分裂以及扩散和渗透等通
过细胞膜的运动，酶的结构和性
质，分解代谢和合成代谢、有氧呼
吸和无氧呼吸等代谢途径。

解剖学与生理学

课程内容主要有人体骨骼系统，
包括骨组织的结构、骨骼的生长
和发育、骨头的分类、关节、肌
肉类型及神经组织。另外还有心
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
及生殖系统。

生物学进阶课程

课程内容包括遗传学、生态学和
植物生物学。每一个课题包含若
干存在长期争论的领域，争论的
焦点是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
以及人类与自然界的互动所产生
的作用。

化学1

介绍化学理论和实践，内容包括
公式、方程和摩尔、原子结构、
氧化还原反应、热力学及键合。

化学2

主要学习平衡，包括平衡动力论
和勒夏特列原理的应用；酸碱度
平衡，包括布忍司特-劳里理论、
弱酸弱碱、强酸强碱、酸碱滴定
原理；动力学，包括反应速率的
影响因素、碰撞理论、热力学和
动力稳定性和催化。

物质和波

主要学习波的性质、反射和折
射、干涉和衍射；固体和液体的
性质、热和气体，以及原子的结
构、原子核和电子的性质、辐
射、裂变和聚变。

衔接学位： 

BSc (Hons) 
理学学士（荣誉）
Anatomical Sciences 
解剖学
Biochemistry 
生物化学
Biological Chemistry and Drug Discovery 
生物化学与药物研发
Biological Sciences 
生物学
Biomedical Sciences 
生物医学
Environmental Science 
环境科学
Forensic Anthropology 
法医人类学
Geography 
地理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地理与环境科学
Microbiology 
微生物学
Molecular Biology 
分子生物学
Molecular Genetics 
分子遗传学
Neurosciences 
神经科学
Pharmacology 
药理学
Physiological Sciences 
生理学

 → 生物学英国排名第三 

（2020年大学指南大全）

英国排名第三 “学位课程很棒，一开始
就动手参与实际的实验
室工作。”

Orla Mendham 

法医人类学学生

 → 最新的全国科研评估显

示，我们的生物学研究质
量排名英国第一
（2014年研究卓越框架）

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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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一

护理学

护理学主要学习照顾和协助他人，是医疗保健领域非常
有价值的职业。护理学国际大一着重提高学生的英语能
力，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以使学生升入选中的护理学
学位课程。

邓迪大学联合合作机构设计护理学课程，确保学生的学
术和专业能力满足当代护理的实际需求。

课程模块：

心理学导论

先回顾心理学的历史发展，再学
习三个专门领域。社会心理学的
重点是反社会行为。认知心理学
的重点是人类记忆及记忆的性质
和结构，包括短期记忆和长期记
忆的容量、持续时间及编码。发
展心理学的重点是皮亚杰和维果
斯基的发展理论，包括主要的发
展概念以及每一种理论在学习过
程中的运用。

生物学进阶课程

内容包括遗传学、生态学和植物生
物学。每一个课题包含若干有争议
的，引起人们对于科学在人类社会
中的作用以及人类与自然界的互动
性质展开长期争论的领域。

细胞生物学

内容主要包括：生物分子、细胞结
构和细胞功能，染色体的结构，细
胞分裂和通过细胞膜的运动，包括
扩散和渗透，酶的结构和性质，分
解代谢和合成代谢，有氧呼吸和无
氧呼吸等代谢途径。

数据分析

学习基础统计知识和技能，内容
包括概率论导论、假设检验、相
关背景下的数据判读、运用数据
解决问题以及实验。

医疗保健沟通

说明有效的沟通和各种核心沟通
技巧在护理和医疗领域的重要
性，探索沟通原则和方法，包括
挑战性的行为和应对方法。

护理和医疗

探索护理发展史，介绍英国的护
理和医疗情况，学习不同的护理
理论，护理的道德和伦理原则及
其对当前行为，包括预期和护士
的某些关键作用的影响。

 → 护理学世界大学100强。

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

世界大学 
100强

解剖学与生理学（护理学）

介绍身体的解剖学（身体结构）
和心理学（身体的不同部位及整
体机能），内容主要包括细胞、
组织、体内平衡、器官和系统。
系统包括心血管、呼吸系统、肌
肉骨骼系统、外皮系统、神经系
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
系统、内分泌系统以及淋巴/免疫
系统。

衔接学位： 

BSc (Hons) 
理学学士学位（荣誉）
Adult Nursing*  
成人护理学*
Mental Health Nursing* 
精神健康护理学*
Child Nursing* 
儿童护理学*

“同学们怀着护理和帮助他人的热忱来到这里，大家亲密无间。护理讲师拥有相
关背景，曾有不同医疗保健领域的从业经验。课程在大学课程的基础上进行了
更改。学生有机会与自己感兴趣的工作领域的相关人员进行交谈。”

Gary Jordan 

2018年成人护理学毕业生

*上面的课程是3年制课程，不是4年
制课程。学生将从邓迪国际学院升入
邓迪大学1年级，而非2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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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一

法律与社会学

本衔接方向是入读邓迪大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建筑学等趣
味横生又充满挑战的本科课程的途径之一。顺利完成本方
向课程的学生能直接升入邓迪大学攻读选定的社会研究相
关学位。

本方向课程通过现代、前瞻性的方法向学生传授知识，帮
助学生针对法律领域和其他领域做好周密的专业准备。

国际联合本科学位课程的完整衔接专业列表参见：
uod.ac.uk/icd.

具体课程设置：

数据分析

学习基础统计知识和技能。主要
内容包括概率论导论、假设检
验、相关背景下的数据判读、数
据的问题解决应用以及实验。

国际商务管理

学习企业结构，内外因素对企业
的成长和发展产生的影响；介绍
管理方法和领导方法。以市场营
销为背景探讨企业的市场响应方
式以及战略规划的必要性。

文化环境

介绍曾启发过本领域早期从业者
的文化多样性，让学生学会从艺
术、设计或传媒专业人员的角度
批判性地理解当代、历史及文化
等方面的影响。

电影、媒体和流行文化

学习批判理论和文化理论，以叙事
为中心了解电影和电视制作理论。
学生学习并反思电影和电视节目的
制作过程，探索电影和节目制作者
与观众之间的关系。 

法律、道德与宪法

介绍英国法律体制、法律渊源及
司法行政；探索苏格兰、英格兰
和威尔士的法律体制的不同起
源、方法和实践。

国际关系导论

介绍国际关系学，包括当前世界
问题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探
索全球化概念，思考超国家机构
及跨国公司的影响。

“在邓迪学习很快乐。就
算回到过去，我还是会
学习原来的课程。毕业
后我很快找到了工作。
现在，一年半过去了，
我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Ludmilla Schmidt

欧洲研究毕业生

心理学导论

回顾心理学的历史，学习社会心
理学、认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
学，探讨反社会行为、人类记忆
的性质和结构以及皮亚杰和维果
斯基的发展理论。

 → 法学英国大学排名第四 
（2020年卫报大学指南）

英国大学 
排名第四

1上面的课程是3年制课程，不是
4年制课程。学生将从邓迪国际
学院升入邓迪大学1年级，而非2
年级。

衔接学位： 
BSc (Hons) 
理学学士学位（荣誉）
Psychology 
心理学
Psychology with French 
心理学与法语
Psychology with German 
心理学与德语
Psychology with Spanish 
心理学与西班牙语

LLB (Hons) 
法学学士学位（荣誉）
Law Eng/NI1 

英国/北爱尔兰法律1

Law Eng/NI with Oil and Gas Law1 

英国/北爱尔兰法律与石油和天然气法律1

MA (Hons) 
文学学士学位（荣誉）
English 
英语
English and Creative Writing 
英语与创意写作
English and Film Studies 
英语与电影研究
English and History 
英语与历史
English and Mathematics 
英语与数学
English and Philosophy 
英语与哲学
English and Politics 
英语与政治学
English and Psychology 
英语与心理学
English with French 
英语与法语
English with German 
英语与德语
English with Spanish 
英语与西班牙语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Geography 
环境科学与地理学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 
环境可持续性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 and Geography 
环境可持续性与地理学
European Philosophy 
欧洲哲学
European Philosophy with French 
欧洲哲学与法语
European Philosophy with German 
欧洲哲学与德语
European Philosophy with Spanish 
欧洲哲学与西班牙语
European Politics 
欧洲政治学
European Politics with French 
欧洲政治学与法语
European Politics with German 
欧洲政治学与德语
European Politics with Spanish 
欧洲政治学与西班牙语
Geography 
地理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地理与经济学
Geography and History 
地理与历史
Geography and Planning 
地理与规划
Geography and Politics 
地理与政治
Geography and Psychology 
地理与心理学
Geography with French 
地理与法语
Geography with German 
地理与德语
Geography with Spanish 
地理与西班牙语
Geopolitics 
地缘政治学

History 
历史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历史与国际关系
History and Philosophy 
历史与哲学
History and Politics 
历史与政治学
History and Psychology 
历史与心理学
History with French 
历史与法语
History with German 
历史与德语
History with Spanish 
历史与西班牙语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s 
国际关系与政治学
Liberal Arts 
人文学
Philosophy  
哲学
Philosophy and Film 
哲学与电影
Philosoph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哲学与国际关系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哲学与政治学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哲学与心理学
Philosophy with French 
哲学与法语
Philosophy with German 
哲学与德语
Philosophy with Spanish 
哲学与西班牙语
Politics 
政治学
Politics and Psychology 
政治学与心理学
Politics with French 
政治学与法语
Politics with German 
政治学与德语
Politics with Spanish 
政治学与西班牙语
Psychology 
心理学
Psychology with French 
心理学与法语
Psychology with German 
心理学与德语
Psychology with Spanish 
心理学西班牙语
Scottish Historical Studies 
苏格兰历史研究
Scottish Historical Studies with French 
苏格兰历史研究与法语
Scottish Historical Studies with German 
苏格兰历史研究与德语
Scottish Historical Studies with Spanish 
苏格兰历史研究与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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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合本科课程

国际大二

国际大二是2级入门课程，可升入邓迪大学攻读“实务”系
列本科学位。国际大二结束以后授予的是学分，不是学历。

衔接方向

国际大二可供选择的学位方向：

 → 商业实务

英语先修班

英语先修班为学生提供额外
的学术英语辅导，持续时间
为6周或12周。初期进行英语
强化培训和评估。学生必须
完成英语先修班并达到要求
才能学习国际大二课程，在
选定的衔接方向中选择相关
课程模块。英语先修班的学
习时间视学生当前的英语水
平而定。

升入邓迪大学继续攻读
学位课程。

学生要先选好学位方向，再
开始攻读国际联合本科课
程。顺利完成国际大二衔接
课程后直接升入三年制学位
课程的二年级。

课程 英语语言要求

国际大二 雅思5.5分，单项不低于5.5分

+6周英语先修班 雅思5.0分，单项不低于4.5分

+12周英语先修班 雅思4.5分，单项不低于4.0分

国际大二相当于苏格兰标准四年

制本科课程的二年级。完成国际

大二将升入学位课程的三年级。

本科第三年 本科第四年

第3阶段

高中毕业证书 毕业
国际大二

牛津国际 
教育集团提供

升入邓迪大学

英语先修班

第1阶段 第2阶段

（已完成12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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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二（IS2）

商业实务

商业实务国际大二的课程设计秉承了提高学生未来就业能力的理念，“实务”包括专业
重点内容以及学生升入商学院以后的实习。学生将获得各种机会学习并锻炼专业能力，
为日后的就业做好准备。

学生可以选择商业或金融衔接方向，在完成课程以后升入邓迪大学商学院，攻读选定的
学位。

商业与经济学衔接方向

商业管理

了解企业管理相关活动。掌握管
理知识和理论，探索不同管理/领
导风格的性质和影响。学习企业
影响社会的方式，了解企业行为
需要符合道德，具有可持续性，
包括企业的变革和创新应对。

应用金融衔接方向 

金融会计学导论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财务会计
学的基本机制和流程。帮助学生认
识到财务会计程序对于高效、经济
地开展业务具有重要义务。

财务管理2

探索企业和个人财务管理。深入
了解企业的融资方式，企业财务
绩效的监督和控制方法，以及国
内和国际因素的潜在影响和影响
机制。

 

核心课程模块                          

学术素养能力

帮助学生掌握英语语言能力和核心
能力素质，为学位学习打好基础。
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至
少从雅思5.5分（或同等成绩）提
高到雅思6.5分（或同等水平）。

商业数学和数字素养

培养数学和问题解决能力，为学
位学习做准备。介绍Blackboard、
Turnitin软件，以及多种通讯模式
的使用方法。

学生根据自己选择的本科学位学习相关科目模块：

衔接学位：  

BUSINESS AND ECONOMICS 
商业与经济学
BSc (Hons) 
理学学士学位（荣誉）
Business Management in Practice 
商业管理实务
Economics in Practice 
经济学实务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Practice 
国际商业实务

APPLIED FINANCE  
应用金融
BSc (Hons) 
理学学士学位（荣誉）
Applied Finance in Practice 
应用金融实务

商业分析

介绍基本的统计概念、软件包、
课题和方法。能让学生以各种可
访问的形式整理和呈现数据，从
而有效地分析和解释数据。

国际商业：  
理论付诸实践

介绍当前影响当代企业的国际问
题，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企业的
社会作用。学习企业应对文化差
异、道德问题、可持续性相关挑
战以及技术变革影响的方法。

宏观经济学与应用政策

初步了解英国的当代宏观经济学
问题，学会运用开放经济的标准
分析方法。应用政策介绍宏观经
济学帐户以及经济绩效衡量数据
的处理方法。
           

    

微观经济学2

围绕消费行为和企业行为介绍经
济学的微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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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合 
硕士课程

 国际联合 
 硕士课程



国际联合硕士课程的主要特点：

 → 拥有丰富的国际学生教学

经验的导师提供专业辅导

 → 小班授课

 → 持续的形成性考核，提供

详细的支持性反馈

 → 有一学期快速商学国际联

合硕士课程可选

课程选择

可供选择的课程方向：

 → 商学

 →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 健康教育与社会科学

 → 工程学

 → 设计

国际联合硕士课程

入学要求

申请就读国际联合硕士课程要
有本国的本科学历，在部分情
况下也可接受大专文凭，再结
合学生的英语能力决定学生如
何开始国际联合硕士课程的
学习。不同国家的入学要求参
见第58页。如果列表不包含
你所在的国家，请联系我们：
icd@dundee.ac.uk. 联系信息
参见第62页。

本国的本科学历 毕业
硕士预科 硕士课程学习

牛津国际 
教育集团提供

英语先修班

升入邓迪大学

第1阶段 第2阶段
国际联合硕士课程

研究生学历有助于促进学生的职业发展，增加学生的就业机会。同时适
合准备改变自己的职业规划，在一个在新领域进行深造，增强职业技能
的学生。

国际联合硕士课程适合因本科成绩不够，当前学历与英国本科学位不相当等原因达不到邓迪

大学硕士学位课程直接入学要求的学生，也适合希望提升学术能力和英语能力的学生。国际

联合硕士课程主要传授高级技能，以使学生顺利完成邓迪大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国际联合

硕士有一学期和两学期两种学制，具体取决于学生的学历和英语水平。

*+12周英语先修班不适用国际联合硕士
一学期课程

请点击图标，跟友好的学生大
使聊天！

如需了解邓迪国际学院的衔接课程

“刚到苏格兰时，我说不好英语，不
能很好地交流，这里的人说话很
快。现在我上二年级了，我相信
我一定能顺利地取得邓迪大学的
硕士学位！硕士学位是第一位，之
后我想读博士。在邓迪国际学院
上学期间，我得到了商学导师的鼓
励，他们让我获得自信，有信心
攻读博士！。”
 

Komet，泰国，商学国际联合硕士课程学生，
计划攻读旅游与市场营销专业博士学位

课程 英语语言要求

国际联合硕士一学期 雅思6.0分，单项不低于5.5分

国际联合硕士一学期+6周英语先修班 雅思5.5分，单项不低于5.0分 
（除写作外，写作必须达到5.5分）

国际联合硕士两学期 雅思5.5分，单项不低于5.5分

国际联合硕士两学期+6周英语先修班 雅思5.0分，单项不低于4.5分

国际联合硕士两学期+12周英语先修班 雅思4.5分，单项不低于4.0分

英语先修班

英语先修班提供额外的学术英
语辅导。初期进行英语强化培
训和评估。只有完成英语先修
班并达到要求，才能升入所选
课程模块。上几个学期的英语
先修班取决于学生当前的英语
水平。*  

 → 邓迪大学的教学满意度排在前列 

（2020年卫报大学指南）

英国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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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合硕士课程
学生根据自己选择的升学方向学习相关学科模
块。课程模块的详细信息参见课程页。我们还
有一系列精心选择的核心课程模块，帮助学生
提升英语水平，升入选定的硕士学位。

国际联合硕士核心课程模块：

硕士预备英语1和2*

帮助学生为硕士阶段的学习做好
准备，让学生进一步拓展并掌握
语言能力和学习能力。

商务英语

让学生在学习当代商业惯例，探
讨电子商务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影
响、环境问题以及伦理考量和可
持续性的重要性等当代商业问题
的过程中掌握语言和技能。

英国的研究生学习

学生收集并评估学术期刊、专业
期刊、出版物等各种书面资料，
充分利用互联网，提高书面、口
头和视觉交流能力，参加团队建
设和团体活动。

考核

研究生课程要求学生完成独立完
成大量作业和研究；在学习期
间，教师会持续考核学生，确保
学生保持正确的方向。除了专题
作业和测验以外，学生还会获得
当面反馈和书面反馈，以了解自
己的进步情况和提高方法。

升学

选中学位第一阶段课程的上课地
点是邓迪国际学院。完成国际联
合硕士课程预科以后升入邓迪大
学的选定硕士课程。

*一学期国际联合硕士课程的核心模块只
有硕士英语准备课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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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合硕士课程

商学

在商业界，人们依赖商务专业人员解决复杂的
问题，高等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职场竞争
力。本课程将传授基本技能，以便学生继续攻
读邓迪的优质商学硕士学位课程。

课程结构 

学生根据学历和英语水平选择一学期制或两学
期制商学国际联合硕士课程。

一学期制

一学期制课程是升入邓迪大学多个商学专业硕士课程
的捷径。

具体课程设置：

国际商务问题
课程将探讨和评价不同的地区、社会和政治背景对管
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等概述的理解和操作产生的
影响，介绍影响当代企业的当前国际问题，分析商业
的社会作用。

管理：理论与实践
深入学习某些企业管理活动，重点介绍企业的某些主
要职能。

商业研究方法 

课程主要介绍促进商业研究活动的研究方法。学生将
积极使用商业研究中计划、进行和解释研究的科学方
法，学习相关研究方法。

两学期制

两学期制课程将深入学习多个商业题材，为升读硕士
课程做好充分的准备。

具体课程设置：

商业环境
研究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关键要素，将关键要
素与企业家及其企业相关联。探索各国政府以及欧盟
等较大的经济组织出台的经济政策的基本原理、性质
和影响。

金融学、投资学与银行学
学习企业金融的基础知识，研究关键金融决策的基本
概念和原理，围绕银行业务探索金融工具、金融市场
和金融中介的性质。

邓迪商学院

邓迪商学院以需求型学位课程、行业型讲座、

相关产业项目以及富有意义的实习机会带给学

生良好的学习体验。

CMI HE合作伙伴

管理学理学学士学位课程和国际商业理学学士

学位课程是CMI双重认证的课程。也就是说，

顺利完成学位课程就能自动获得第二个专业资

格。课程直接响应用人单位的需求，重视团队

合作、研究和数据分析、报告撰写、演示和多

元文化互动。包括1个基础模块、8个核心模块

和选修模块，以及1个简短的重要商业报告。

就业服务处

大学就业服务处的就业辅导团队非常敬业，利

用广泛的同事网络开展辅导工作。邓迪大学的

创业创新文化氛围日益浓厚，有志创业的学生

可以到创业中心寻求帮助。

HE 合作伙伴

定量分析法
课程分两个学期，内容包括很多企业在管理决策中使
用的通用统计方法。以Excel表格及其相关功能的实际
应用和广泛使用为重点介绍统计学基础知识。

情景管理
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与企业的创办和管理有关的部分主
要活动和职能。内容包括组织行为、管理理论、领导
和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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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学位： 

商科学位课程不含一学期制衔
接课程。商学学位课程是下面
绿色突出显示的课程。

MFin  
金融学硕士

International Finance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Risk and Regulation  
国际金融、风险与监管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国际金融与投资管理

MSc 
理学硕士

Accountancy 
会计学

Accounting and Finance 
会计与金融

Accounting, Management and Strategy  
会计、管理与策略

Design for Business* 
商业设计*

Digital and Social Media Marketing 
数字与社交媒体营销

Finance 
金融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国际会计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工业工程与管理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工业工程与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Banking  
国际银行学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e  
国际银行学与金融学

International Banking, Finance, Risk and Regulation 
国际银行学、金融学、风险和监管

International Banking, Finance 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国际银行学、金融学与投资管理学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国际商务、会计与金融学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国际商务与金融学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Human  
国际商务与人力资源管理

Resource Management 
国际商务与管理学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国际商务与管理学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rketing  
国际商务与市场营销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Strategy  
国际商务与战略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国际市场营销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and Branding  
国际市场营销与品牌推广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anking and Finance 
国际商务、银行学与金融学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rketing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国际商务、市场营销与人力资源管理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国际商务与投资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Banking 
国际商务与银行学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国际商务与创业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国际商务与投资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and Finance  
国际市场营销与金融学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国际市场营销与管理学

Islamic Banking, Finance,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伊斯兰银行学、金融学与国际商务

Islamic Banking and Finance  
伊斯兰银行与金融学

Islamic Finance Management  
伊斯兰金融管理学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管理学与创业

Management and Finance 
管理学与金融学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管理学与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管理学与市场营销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管理学、战略与领导力

Professional Accountancy 
专业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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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合硕士课程

设计

设计对我们周围的世界具有变革性的影响。这种影响
渗透到文化、商业、环境、经济等各个方面。课程将
介绍设计的影响，以及改变影响的方法。

一学期

国际联合硕士设计课程是进入邓

迪大学邓肯约旦斯通艺术设计学

院攻读硕士学位的快捷途径。

课程模块：

硕士英语先修班2

帮助学生为硕士阶段的学习做好

准备，让学生进一步拓展并掌握

语言能力和学习技能。

英国的研究生学习：文献检索与

文献注释

学习启发式文献检索，对设计专

业实习及/或深造的相关文献进行

简洁的描述和分析。

设计

课程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理论知

识，真正认识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的方案设计。我们鼓励学生采用

边做边思考的方法深入创意实

践，提高自己的能力，专业地向

新受众传达项目成果。

课程旨在让学生广泛地认识设计

实践，内容包括：

 →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与人互动

 → 平面素描和绘画

 → 三维表格开发

 → 设计与材料探索和实验

 → 创意的产生、选择和测试

 → 原型的作用和价值及原型制作

 → 数字开发和实体开发

 → 演示技巧

课程结构 

国际联合硕士有一学期设计方
向课程。

衔接学位： 

仅限一学期衔接课程

MSc 
理学硕士学位
Product Design* 
产品设计*
Design for Business* 
商业设计*

*升入邓迪大学邓肯约旦斯通艺术设计学院（DJCAD）

 → 艺术与设计课程10强大学 

（2021年完全大学指南）

1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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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合硕士课程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国际联合硕士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课程分一学期和两学期两种，
学成后可升入邓迪大学能源、石油和矿产法律和政策中心
（CEPMLP）攻读各种硕士学位课程。

能源、石油和矿产法律和政策中心的课程主要面向访问学者，帮
助学生建立国际关系网，扩大国际影响力，同时增加研究生教研
活动的多样性。与本科阶段相比，课程更深入地研究相关课题，
拓展并磨练学生的专业技能，为攻读硕士课程做好准备。

课程结构  

国际联合硕士能源与可持续发展专业两学期课程

两学期

课程模块：

商业环境
研究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关键要素，将关键要
素与企业家及其企业相关联。探索各国政府以及欧盟
等较大的经济组织出台的经济政策的基本原理、性质
和影响。

定量分析法
课程分两个学期，内容包括很多企业在管理决策中使
用的通用统计方法。以Excel表格及其相关功能的实际
应用和广泛使用为重点介绍统计学基础知识。

企业的法律和伦理框架
本课程模块共分两学期，主要让学生了解企业运营所依
据的法律和道德框架。介绍工作法规的历史，最近对于
商业活动的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所采取的道德立场。

 → 能源法法学硕士课程排名10强 
（2020年法学指南）

法学硕士 
排名10强

CEPMLP毕业生

邓迪大学的毕业生深受企业、产业和社会欢迎。校友们的就业机构包
括国家石油公司、勘探开采公司、政府部门以及银行、律师事务所、
全球咨询公司等商业机构。

Toluwalola Kasali
2008届能源研究

尼日利亚财政部部长的宏观经济、研究和报告特别顾问

Xiansheng Sun
1999届资源法律与政策
2000届能源法律与政策

国际能源论坛（ IEF）秘书长，曾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CNPC）及其子公司担任多个行政职务。

衔接学位：  

LLM 
法学硕士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and Policy 
国际能源法律与政策
International Mineral Law and Policy 
国际矿产法律与政策
International Natural Resources Law and Policy 
国际自然资源法律与政策
International Oil and Gas Law and Policy 
国际石油和天然气法律与政策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Taxation and Finance 
国际石油税收与金融学

MSc 
理学硕士
International Energy Studies:  
国际能源研究：

and the Environment 
与环境
and Energy Economics 
与能源经济学
and Energy Finance 
与能源金融学
and Energy Policy 
与能源政策
and Oil and Gas Economics 
与石油和天然气经济学

International Oil and Gas Management 
国际石油与天然气管理学
International Mine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国际矿产资源管理学
International Energy Commerce 
国际能源研究
Sustainabili�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ili� and Water Securi� 
可持续发展与水安全
Sustainabili�: Climate Change and the Green 
Economy 
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与绿色经济
Sustainabili� and the Transition to a Low Carbon 
Economy 
可持续发展与低碳经济过渡
Sustainabili� and Renewables 
可持续发展与可再生能源
Sustainabili� and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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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合硕士课程

工程学

国际联合硕士工程学课程主要学习工程建模的理论和
实践框架，制定研究方法，解决研究生水平的工程问
题。顺利学完课程即升入理工学院。

一学期

一学期制课程是升入邓迪大学，

攻读多个工程学硕士学位中某个

学位的捷径。

商业课程模块：

商业研究方法

课程主要介绍促进商业学习中的

商业研究活动的研究方法。学生

通过积极运用商业研究中计划、

进行和解释研究的科学方法，掌

握相关研究方法。

国际商业问题

调查和评估不同区域，社会和政治

背景对理解和实施管理、人力资

源、营销等概念的影响。介绍当前

影响当代企业的国际问题，让学生

更好地了解企业的社会作用。

管理学理论与实践

进一步了解企业管理相关活动。

重点学习部分企业职能。

纯工程课程模块：

工程建模：理论与实践

课程主要介绍促进商业学习中的

商业研究活动的研究方法。学生

通过积极运用商业研究中计划、

进行和解释研究的科学方法，掌

握相关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方法

课程主要介绍促进工程学学习中

的商业研究活动的研究方法。让

学生探索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

学习其他数据收集和解释形式，

以便学生在特别感兴趣的科学领

域开展研究项目。

课程结构 

国际联合硕士有一学期工程学
课程。

 → 邓迪土木工程学排名全英

第23位 

（2021年完全大学指南）

30强

衔接学位： 

仅限一学期衔接课程

MSc 
理学硕士学位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学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nd Concrete Materials 
结构工程与混凝土材料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生物医学工程学*
Medical Imaging* 
医学成像*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 
工业工程与管理*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 
工业工程与国际金融* **

*仅限2021年1月开学所有衔接学位必须选“纯工程学”衔接课程
**学生可以选择“商业”衔接课程或“纯工程学”衔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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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合硕士课程

健康安全与社会科学

国际联合硕士健康教育与社会科学课程是升入
邓迪大学，攻读对外英语教学（TESOL）教育硕
士、心理学理学硕士等硕士学位的捷径。

一学期

课程模块：

硕士英语先修班2

帮助学生为硕士阶段的学习做好
准备，进一步拓展学生的语言能
力学习技能。

英国的研究生学习：文献检索与
文献注释
学习启发式文献检索，对心理学
专业实习及/或深造的相关文献进
行简洁的描述和分析。

研究方法导论
让学生学习与心理学专业实习及
/或深造直接相关的社会研究方
法，熟悉标准研究术语。内容包
括定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
以及以证据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数据分析
让学生掌握相关统计知识和技
能，为将来的硕士学习打好基
础，从而顺利完成学业。介绍统
计学基础知识，着重强调统计软
件包的实际应用和广泛使用。

课程结构 

国际联合硕士健康教育与社会
科学课程有一学期学制。

衔接学位： 

仅限一学期衔接课程

MEd  
教育硕士学位
TESOL 
对外英语教学（TESOL）
Education (Lead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教育（领导、学习和教导）

MSc 
理学硕士学位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成长心理学*
Psych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心理学研究方法*
Psychology (Conversion) 
心理学（转换）

*心理学学士学位或包含大量心理学内容的其他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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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合硕士课程

法律

仅限一学期衔接课程

一学期课程是升入邓迪大
学，攻读法律专业法学硕士
学位的捷径。

课程简介

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和分析
能力，教会学生进行批判性
思考，处理数据，呈现信
息，能够自信地沟通。让学
生做好充分的准备，选择自
己感兴趣的专业领域，顺
利完成邓迪灵活的法学硕士
课程。法律课程的科目选择
广泛，能满足学生的各种需
求，包括深入学习现有的专
业领域，扩充知识面，学习
以前从来没有学习过或实践
过的新的法律领域。灵活的
课程设置给了学生很大的职
业选择空间，他们毕业以后
能从事各种法律工作，包括
私人执业律师、公司法律顾
问、政府或非政府组织雇员
等，也可以继续攻读博士学
位，从事学术研究。

课程 学术要求 英语语言要求

一学期国际联合硕士 本科学位 雅思6.0分，单项不低于5.5分

一学期国际联合硕士+6周英语先修班 本科学位 雅思5.5分，写作不低于5.5分
其他单项不低于5.0分

课程说明

法律专业国际联合硕士课程
的主要特点：

 → 个性化的、重点突出的小
班教学

 → 加入由全球法律学生和专
业人士组成的学生群体

 → 定期评估和反馈

入学要求

国际联合硕士课程的申请人
须满足下列学术要求和英语
语言要求：

具体课程设置：

硕士英语先修班2

帮助学生为硕士阶段的学习做好
准备，让学生进一步拓展并掌握
语言能力和学习能力。

英国的研究生学习：文献检索
与文献注释

学习启发式文献检索，对选定学
位的专业实习及/或深造的相关文
献进行简洁的描述和分析。

研究方法导论

让学生学习与法律方面的深造直接
相关的社会研究方法，熟悉标准研
究术语。内容包括学术环境中的定
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以及以
证据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英国宪法剖析

简单介绍英国的政府和社会，重
点探讨英国宪法的性质和起源。
研究已经形成或可能考验英国中
央集权和权力下放的政治制度的
结构和作用的更为现代的争论和
事件。通过权力、正义、秩序、
冲突、合法性和责任制问题进一
步探索民主的本质。

衔接学位： 

LLM   
法学硕士
Law (General)* 
法律（普通）*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国际商法*
Corporate & Commercial Law* 
公司法和商法*
Environmental Law 
环境法
Comparative & Europea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比较法与欧洲国际私法*

*仅限2021年1月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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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与保健学

仅限一学期衔接课程

一学期制课程是升入邓迪大
学攻读护理学与保健学硕士
学位的捷径。

课程简介

护理学与保健学硕士学位课
程注重技能培养。课程不仅
能让学生增长临床实践的相
关知识、理解和专业技术，
还能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和
分析能力，教会学生进行批
判性思考，处理数据，呈现
信息，能够自信地沟通。这
都是用人单位重视的技能，
适合任何行业。

课程 学术要求 英语语言要求

一学期国际联合硕士 本科学位 雅思6.0分，单项不低于5.5分

一学期国际联合硕士+6周英语先修班 本科学位 雅思5.5分，写作不低于5.5分
其他单项不低于5.0分

课程说明

国际联合硕士护理学与保健
学专业课程的主要特点

 → 个性化的、重点突出的小
班教学

 → 加入由全球医疗保健专业
人员组成的学生团体

 →  定期评估和反馈

入学要求

国际联合硕士课程的申请人
须满足下列学术要求和英语
语言要求：

护
理
学
与
保
健
学

具体课程设置：

硕士英语先修班2

帮助学生为硕士阶段的学习做好
准备，让学生进一步拓展并掌握
语言能力和学习能力。

英国的研究生学习：文献检索
与文献注释

学习启发式文献检索，对选定学
位的专业实习及/或深造的相关文
献进行简洁的描述和分析。

研究方法导论

让学生学习与健康、教育和社工
专业实习直接相关的社会研究方
法，熟悉标准研究术语。内容包
括专业环境中的定性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方法以及以证据为基础
的研究方法。

专业研究项目

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反思性实践概
念。专业知识包括价值观、以往
经历、情感、个人能力等人际要
素和内心要素。课程鼓励学生反
思自己在个人和专业方面的学习
投入，通过比较确定自己在学习
方面的付出。

衔接学位： 

MSc   
理学硕士学位

MSc Nursing and Health 

护理学与保健学



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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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 国际联合本科课程 国际联合硕士课程
一学期制 两学期制

孟加拉国 Higher Secondary Certificate 
(HSC) with grades A+ to 
C / 100 - 50 / 5.0 - 2.5 

Bachelor Degree (from 
BUET) with C+ / GPA of  2.5

Bachelor Degree with 
A- / GPA of 3.5

中国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Graduation Certificate with 
Senior 2 with 70% or Senior 3 
with 60% OR Senior Secondary 
Academic Proficiency Test
Also known as Huikao with 70%

Bachelor Degree with 60% Graduation Certificate - 
Specialist / Sub-degree 
programme (Zhuanke) 
(Dazhuan Graduation 
Certificate) with 70% OR 
above OR Graduation 
Certifcate -Undergraduate 
programme (Benke) with 
60%

埃及 1. Vocational Secondary 
Education Certificate OR
2. Secondary Education 
Certificate of Al-Azhar OR
3.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OR

WITH 60% overall

Bachelor degree (from a 
university) with 65%

Bachelor Degree (from a 
higher institute) with 75%

加纳 West African Senior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with 
grades A1-C6 in each subject

Bachelor Degree with Third 
Class Classification / 45%

Higher National Diploma 
(HND) with GPA 3.00

香港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HKDSE) 
with grade 2 in each subject

Bachelor degree 
(Ordinary) with Pass

Higher Diploma with 
grade B / 3.0 
OR
Associate Degree 
with grade B / 3.0

印度 All Indian Secondary School 
Examination with grade B2 in 
each subject OR All Indian Senior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with 45% in each subject OR 
Higher Secondary Certificate 
(HSC) / Standard 12 with 45% OR  
Indian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Class X) with grade 
3 in each subject OR Indian 
School Certificate (Class XII) 
with grade 6 in each subject

Bachelor Degree with 
45% from a NAAC ‘ A’ 
rated University or 50% 
from other institutions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a 
Bachelor degree with grades 
below 55% or 50% from 
NAAC ‘A’ rated universities

入
学
要
求

入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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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国家和地区 国际联合本科课程 国际联合硕士课程
一学期制 两学期制

印度尼西亚 Certificate of Graduation 
from Academic/Islamic 
Secondary School (SMA/MA)
Certificate of Graduation 
from Vocational/Islamic 
Secondary School (SMK/MAK) 

with grade 70 in each subject

Diploma IV (D4)  Bachelor 
Degree with 2.0

Diploma III (D3) with 3.0 

日本 Upper Secondary School 
Leaving Certificate
Upper Secondary School 
Equivalency Examination 

with Grade 2 in each subject

Advanced Diploma
Bachelor Degree 

with GPA of 2.00 / C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Advanced Diploma 
or degree with pass

约旦 Certificate of General Secondary 
Education with average 60%

Bachelor Degree 
with GPA of 1.00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Bachelor degree with Pass 
grade (GPA 1.00-2.49 out of 
4) or diploma equivalent

哈萨克斯坦 Certificate of Completed 
Secondary Education with 
grade 3 in each subject

Bachelor Degree with 
60% / Grade C- / 1,67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Bachelor Degree or Specialist 
Diploma with GPA below 
3.25/5 or 59%  or new system 
GPA 1.0-1.99 or 50-64%

肯尼亚 Kenya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KCSE) with 
grade C in each subject

Bachelor Degree with 
Pass / 40%-49%

Higher Diploma with 
70% / Distinction

利比亚 Secondary Education 
Certificate with 60%

Bachelor Degree with 
GPA of  2.00

Higher Diploma with 75% 

马来西亚 SPM (Sijil Pelajaran Malaysia) 
(Malaysia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with grades 
6 / C in each subject

UEC (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 Senior Middle Level 
with B6 in each subject

Bachelor Degree 
with GPA of 2.00

Advanced Diploma with 70%

摩洛哥 Attestation du Baccalauréat
Also known as Diplôme du 
Baccalauréat / Baccalauréat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with grade 10 in each subject

Diplôme d’Écoles Nationales 
de Commerce et de Gestion
Diplôme d’Ingénieur d’État
Diplôme de Doctorat 
en Pharmacie
Licence / Licence d’Études 
Fondamentales / Licence 
Professionnelle
Diplôme du Cycle Normal
with grade 11/20

Diplôme d’Écoles Nationales 
de Commerce et de Gestion, 
Licence / Licence d’Études 
Fondamentales / Licence 
Professionnelle, Diplôme 
du Cycle Normal OR 
Diplôme d’Ingénieur d’État 
with a grade of 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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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 国际联合本科课程 国际联合硕士课程
一学期制 两学期制

尼泊尔 Higher Secondary Education 
Board Examination 
School Leaving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with 50% in each subject

4 Year or more Bachelor 
Degree with 50%

3 Year Bachelor 
Degree with 70%

尼日利亚 Senior School Certificate
West African Senior 
School Certificate

with grades A1-C6 in each subject

Post-Higher National 
Diploma (Post-HND) / Full 
Professional Diploma
Bachelor Degree

with Third Class 
Honours / 40% / 1.50

Higher National Diploma 
with GPA of 2.50/4.00 
or 3.50/5.00

巴基斯坦 Intermediate / Higher Secondary 
Certificate with 50% 

Bachelor Degree 
Bachelor of Laws 

with 50%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a 4 
year Bachelor degree below 
50% or diploma equivalent

俄罗斯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Complete) General Education 
with grade 3 in each subject

Bachelor Degree
Specialist Diploma 

with grade 3

Bachelor Degree or Specialist 
Diploma achieved at 
‘Satisfactory/Pass’ level

韩国 High School Diploma / High 
School Certificate of Graduation
High School Graduation 
Equivalency Examination 

Senior 3 with 60% in each subject
Senior 2 with 70% in each subject.

Bachelor Degree with 
70% / GPA of 2.0

Associate Degree / Junior 
College Diploma with 
80% / GPA of 3.0

南非 National Senior Certificate with 
grade 3 / 40% in each subject

Bachelor Degree with 70% / 
Second Class (Division One)

Bachelor Honours Degree 
Professional Bachelor Degree
with Third Class / 50%

Diploma 
National Diploma 

with 75%

泰国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MAW 5 with 60% in each subject
MAW 6 with 50% in each subject

Higher Diploma of Technical 
Education / Higher 
Diploma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2.50

Bachelor Degree with 2.00

Bachelor degree with 
minimum of 2.0/4 or third 
class or diploma equivalent

入
学
要
求

入
学
申
请

国家和地区 国际联合本科课程 国际联合硕士课程
一学期制 两学期制

乌克兰 Certificate of Complete 
General Secondary Education 
with 7 in each subject

Bachelor Degree
Specialist Diploma 

with 60%

Bachelor degree below 3.5/5 
or 6/12 or Third class degree 
OR Specialist degree with 
Third class or below 3.25/5 or 
5/12 or diploma equivalent

乌兹别克斯坦 Certificate of Completed 
Secondary Education 
with 3 in each subject

Bachelor Degree with 70%
OR
Specialist Diploma with 55%

越南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Graduation Diploma with 
5.0 in each subject

Bachelor Degree with 
GPA of 5.5-69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college Diploma/
Associate Degree with 
GPA 7.0 or 70% or above 
or Bachelor degree with 
below GPA 5.0-6.5 or 
Third class degree

国际文凭 IB 20 Points. n/a

英国学历 4 GCSE passes grades A – C
Or, Two GCE A levels (grades E) 
Or, Three GCE AS levels 
(grades D – E)

Bachelor Degree Ordinary
Scotland, England, 
Wales and Ireland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a degree or 3 year/
NQF level 5 diploma 
equivalent, or a minimum 
of 15 years education.

海湾合作
委员会国家

Tawjihiya/Thanawihya/General 
Secondary School Certificate 
with good grades (60%).

Diploma of Higher 
Education (DipHE) / Higher 
National Diploma (HND) 
Scotland, England and Wales

任何国家 International Stage Two (1S2) 3 x AS Level A-C 
(or equivalent)

GCSE Grade C or 
equivalent Maths



国际联合本科课程

国际大一和国际大二

课程 录取时间 开学日期 结束日期 进入邓迪大学
国际大一与国际大二 2021年1月 2021年1月11日 2021年8月27日 2021年9月
+6周英语先修班 2020年11月 2020年11月2日 2020年12月7日 -

+12周英语先修班 
（国际大二不提供） 2020年9月 2020年9月28日 2020年12月18日 -

国际大一与国际大二 2021年9月 2021年9月20日 2022年6月17日 2022年9月
+6周英语先修班 2021年7月 2021年7月26日 2021年9月3日 -

+12周英语先修班 2021年6月 2021年6月14日 2021年9月3日 -

国际大一与国际大二 2022年1月 2022年1月10日 2022年9月2日 2022年9月
+6周英语先修班 2021年11月 2021年11月1日 2021年12月10日 -

+12周英语先修班 2021年9月 2021年9月20日 2021年12月10日 -

*课程日期可能会有变化，最新信息请参
见dundee.ac.uk/ICD

课程时间

相关课程费用详情参见uod.ac.uk/icd.

国际联合硕士课程（IIM）

一学期

课程 录取时间 开学日期 结束日期 进入邓迪大学
国际联合硕士一学期 2021年6月 2021年6月14日 2021年8月27日 2021年9月
+6周英语先修班 2021年4月 2021年4月26日 2021年6月4日 -

国际联合硕士一学期 2021年9月 2021年9月20日 2021年12月3日 2022年1月
+6周英语先修班 2021年7月 2021年7月26日 2021年9月3日 -

国际联合硕士一学期 2022年6月 2022年6月20日 2022年9月2日 2022年9月
+6周英语先修班 2022年5月 2022年5月2日 2022年6月10日 -

两学期

课程 录取时间 开学日期 结束日期 进入邓迪大学
国际联合硕士两学期 2021年1月 2021年1月11日 2021年6月11日 2021年9月
+6周英语先修班 2020年11月 2020年11月2日 2020年12月7日 -

+12周英语先修班 2020年9月 2020年9月28日 2020年12月18日 -

国际联合硕士两学期 2021年4月 2021年3月29日 2021年8月27日 2021年9月
+6周英语先修班 2021年2月 2021年2月1日 2021年3月12日 -

国际联合硕士两学期 2021年6月 2021年6月14日 2021年12月3日 2022年1月
+6周英语先修班 2021年4月 2021年4月26日 2021年6月4日 -

国际联合硕士两学期 2022年1月 2022年1月10日 2022年6月17日 2022年9月
+6周英语先修班 2021年11月 2021年11月1日 2021年12月10日 -

+12 week PSE 2021年9月 2021年9月20日 2021年12月10日 -

国际联合硕士两学期 2022年4月 2022年4月4日 2022年9月2日 2022年9月
+6周英语先修班 2022年2月 2022年2月14日 2022年3月25日 -

+12 week PSE 2022年1月 2022年1月10日 2022年3月25日
国际联合硕士两学期 2022年6月 2022年6月20日 2022年12月9日 2023年1月
+6周英语先修班 2022年5月 2022年5月2日 2022年6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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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我们处理入学申请，请提供以下资料和信息：

有效的护照副本

资格证书和成绩单原件副本 经认证的翻译（如适用）

个人陈述
应说明申请人选择本校的理由，选定的课程及未来
职业规划

英国的当前签证和以往签证，学习录取确
认函及出境章复印件。包括先前拒签函复
印件。

成绩5.5分及以上的，提供有效的雅思或
Pearson PTE证书复印件

单项分数低于5.5分的，必须提供英国签证及移民局
认可的雅思考试中心的证书。学校接受多种英语考
试证书，详情请访问uod.ac.uk/icd

uod.ac.uk/icd-apply-online

在线申请

入学申请
邓迪国际学院的入学申请很简单。先登录网站uod.ac.uk/icd-
apply-online下载入学申请表。入学申请表需附上所有相关成绩单
和英语语言资格证书的副本。

请点击图标，跟友好的学生大
使沟通！

如需申请之前了解邓迪国际学院的
更多学习情况

第1步：确认资格

学校仔细审核学生的入学申请，
确认学生的学历和英语水平达到
所选课程的入学要求。
 

第2步：发放有条件录取通知书

学生符合申请条件的，学校向学
生正式提供录取名额。

第3步：发放无条件录取通知书

学生符合有条件录取通知书所述
条件的，学校向学生发放无条件
录取通知书

第4步：交押金

学生接受入学的，须支付押金确
认入学，押金金额见录取通知书
（Offer Letter）。

第5步：出具学习录取确认函
（CAS）

收到押金以后，学校将要求提供
CAS前期文件。收到CAS前期文件
后，学校将发放学习录取确认函
（CAS）。

第6步：申请签证

学生根据需要申请签证。

第7步：最终付款

学生需要在到达前支付余款。

第8步：住宿

学校在开学前向学生提供住宿详情
（如有需要）以及欢迎礼包。学校
还会询问学生来英国时乘坐的航班
详情。

第9步：欢迎来英国！

学校可以为学生安排从英国机场到学校
的出租车（费用另计）。

会有一名学生顾问在申请过程中给予全程支持。
下面是提交入学申请以后的分步指南。

联系我们

邮箱
icd@dundee.ac.uk

地址
International College Dundee
2 Airlie Place, Dundee, DD1 4HQ

电话
+44 (0)1382 38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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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迪国际学院是牛津国际教育集团与邓迪大学联合经
营的教育机构。牛津国际教育集团成立于1991年，是
获得英国官方认可的私立教育机构，在英国、加拿大
和美国各地开办独立的寄宿学校、国际学院、教育性
旅游及英语培训中心，带给世界各地的学生良好的学
习体验，使他们终生受益。每年有5万多名英国国内外
的学生通过我们的课程成功完成学业。我们与世界各
地的教育顾问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不断致力于
向学生提供最好的课程。

www.oxfordinternational.com  

uod.ac.uk/i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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