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eland’s Global University

父母导读
都柏林大学（UCD)

作为父母或者监护人，为您的儿女选择合适的大学是至关重
要的决定。
您一定对都柏林大学（UCD）有很多疑问，这本导读将为
申请流程提供具体指导，帮助您的孩子顺利入学U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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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出国留学？
学习质量

UCD是欧洲顶尖研究型大学之一，泰晤士高等教
育杂志上排名居世界前1%。

就业机会
提高就业前景。顶尖国际大学学历将为孩子的简
历增光添彩，提高收入潜力。随着跨国和跨境业
务增加，当今的企业往往寻求拥有“国际经历”的
毕业生。

交流
提高语言能力。虽然身为爱尔兰杰出的全球性大
学，学生仍将有机会和超过120个不同国家的人交
流，提高自己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关系网和人际
我们坚信教育是一生的事业。您在UCD建立的人
际关系网将伴随您事业开拓。不管毕业生置身于
世界何处，我们的海外章程都会帮助他们重新建
立与学校及校友的联系。UCD涵盖280,000名学生
的全球校友网络已经在世界各地留下了印记，涉
及工业、艺术、工程、科学、文化、体育和公共
生活等领域。

都柏林大学能为我的子女带来什么？
全新的学习环境
您的子女将体验全新的学习环境和教学方法。授
课的讲师或教授均为该领域国际领头人。最重要
的是，我们的课程将根据最新的研究和发明不断
更新。研究生阶段的视野拓展课程将为学生提供
深层次的教育，并开拓全球视野。其要求学生具
备所选领域的专业知识，通过选修系统，鼓励且
促进学生拓宽知识面。

生活经历
在每年的国际学生动态调查中，我校学生均反映
在UCD留学度过时光，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的除此之外，学生们也表示他们的自立能力和自
信心得到了提升。

冒险和游历
您的子女将有机会去各处旅游，体会全新的文
化。

都柏林（UCD）大学是爱尔兰的全球性大学。始
建于1854年，有超过26,000名学生，其中超过6,000
名是国际生（来自127个国家），是爱尔兰最大且
最国际化的大学。
UCD是由政府资助的公共学府，坐落于爱尔兰首
都都柏林，学校享有国家最高的研究经费，且在
世界大学中排名前1%。爱尔兰有五任首相及三任
总统均为UCD毕业生。
UCD提供爱尔兰所有学科领域，包括商业、科
学、工程、医学、建筑、农业、兽医、艺术和人
文科学在内最广泛的本科和硕士课程。
本科课程灵活，且选择宽泛，为学生打下坚实的
技能基础，方便学生更好的职业选择或进修。本
校提供比其他学校更全面的硕士课程，且大都为
期一年。博士生课程的设置旨在确保学生获得最
好的毕业研究体验和锻炼。

让您的子女准备好应对未来

安全和兼容并包的大学校园
UCD拥有欧洲最大的校园（350英亩）。学校有24
小时保安保证学生安全，现代化建设，为学生提
供广泛的住宿选择。

一流的设施——UCD致力于学生体验
UCD持续进行设备和资源投资以供学生使用。其
中学习，运动和公共设施包括：
•

运动中心，包括奥林匹克标准游泳池，电影
院，剧院和辩论所

•

学生健康中心为在校生提供保密服务，学生可
在需要的情况下，预约医生或护士

•

UCD O’Brien 科学中心——拥有科学教研的
顶尖设备

•

UCD萨瑟兰法律学校——爱尔兰首家针对性
的法律学校

•

爱尔兰最大的图书馆——UCD詹姆斯·乔伊
斯图书馆

UCD职业发展中心在学生在校期间为其职业发展
进行准备。同时，对于国际学生，我校会组织职
业建议研讨会，让学生同就业顾问一对一交流，
帮助学生制作简历和准备面试。每年，超过500
位国家或国际雇主来UCD的招聘。拥有UCD的学
士或硕士学位将对您子女的就业发展带来全新的
变化。UCD的课程包括实习，更多的实习机会可
以通过中心访问。UCD将给与学子通向成功彼岸
的平台。

UCD致力于打造一流学院，
培养未来人才。用知识和技能
武装学生，应对当今社会全球
性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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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ad Míle Fáilte go hÉireann
-爱尔兰万分欢迎您的到来
为什么选择爱尔兰？

“   爱尔兰应有尽有。从无法释怀的纯净之
美，原始的风景，戏剧性的海岸线，到
喧嚣的城市牵引出的栩栩如生的都市生
活，混合着几千年传奇般的文化和历
史，爱尔兰，满载惊喜的国家（爱尔兰
旅游局）
。”

•

爱尔兰，英语国家，位于英国和欧洲西部的
岛屿，被评为世界第六安全的国家。岛屿分
为两部分——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 约有
450万人。爱尔兰是欧盟和欧元区的成员国。

•

近一千家跨国公司将爱尔兰作为其欧洲基
地，包括谷歌、英特尔、埃森哲、普华永
道、德勤、花旗银行、 雅虎、微软、惠普、
苹果和亚马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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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迷人的景色和与众不同的地貌景观远
近闻名——从崎岖的海岸线，到内陆湖泊和
河流，平坦的牧地农田。最近爱尔兰被《孤
独星球》评为世界上最友好的国家！
爱尔兰具有良好的教育声望——在世界高教
育水平国家中排名前十。
（24/7 Wall St/OECD
教育概观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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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Opportunities in Ireland
爱尔兰就业机会
超过1000家跨国公司选择爱尔兰作为其欧洲的
驻地。爱尔兰是欧洲互联网和游戏中心，被誉
为“欧洲硅谷”。ICT行业的大多数公司——从谷
歌、Facebook、eBay、Twitter、英特尔、戴尔、
微软、雅虎和贝宝到小型专业公司均选择爱尔兰
作为国际市场的主要运营地。

爱尔兰生命科学部门（包括医疗设备和制药公
司）也含有大多数的全球参与者包括辉瑞、葛兰
素史克、强生和健赞。
50%以上的世界金融服务龙头企业在爱尔兰经
营。福布斯2013“最佳贸易国家”中爱尔兰列欧洲
第一，世界第四。

毕业后想于爱尔兰择业——一年毕业生签证
高校毕业生计划为非欧洲经济区学生提供爱尔兰
高等学校为期12个月（考试结果发布后）停留爱
尔兰择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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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都柏林？

Dublin is noted for
its young, creative
population, Dublin is
voted in the Top 10
Best Student Cities in
the World by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2
Dublin is one of
the three most
visited capital
cities in Europe
Nominated by Fortune
Magazine as the best
European City for
business people and
ranked No.1 for the
availability of skilled
employees in 2011 by
the Brookings Global
Metro Monitor

The city is famous
for its live music,
vibrant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arts culture:  from
young bands playing
free in pubs to
top international
performers.

Rimmed by beaches to
the east and mountains
to the south, and dotted
with parks, Dublin
boasts wonderful
amenities for everyone
to enjoy

•

欧洲最年轻，最具生命力，最生动的城市之
一——30岁以下人口占30%，拥有欧洲最多的
年轻人口。

•

爱尔兰的首都，欧洲通航能力最强的城市中
心之一——便于走访历史名城中心，参观古
典建筑，博物馆和画廊，可以在大街小巷里
的某个小餐厅或咖啡馆停下来喝杯咖啡。

•

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9世纪维京人定居于
此，建立都柏林

•

评为QS世界最佳学生城市之一

•

联合国教科有文组织授予 “世界文学城市”
•

都柏林四位作家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

都柏林作者詹姆斯·乔伊斯(UCD 1902文
学士)被认为是现代文学的创始人之一

Dublin Bikes is the
most successful city
bike rental scheme in
Europe with 1 million
trips a year

Dublin’s international
airport provides a
gateway to the capital
cities of Europe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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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UCD

UCD申请时间轴

实际问题

快乐我的家 – UCD住宿/宿舍

申请有哪些要求？

九月

学费和生活费

申请流程是什么？

十月，十一月，二月，三月

奖学金

学生住宿根据宿舍类型有所区分（Blackrock &
Muckross），由单人间，公用厨房和浴室设施组
成；3-4人间由一个公用厨房，浴室和卫生间组成
(Belgrove & Merville)；套房(Glenomena, Proby &
Roebuck Hall)以及提供早餐和晚餐(Roebuck Castle
& Muckross)的公寓。

申请入读UCD竞争激烈，我们认可世界范围内不
同的资格证明。查看申请要求可访问
www.ucd.ie/international

不同科目有不同的申请要求。以下为您申请所需
的部分材料：
• 个人/学位声明
• 最新的成绩单
• 两封推荐信（校辅导员和老师）
• 最近两年内的雅思成绩
学生可登陆 www.ucd.ie/apply 直接申请UCD
学生在网上申请可以直接向我校申请系统上传个
人资料。招生团队会对申请者资格证明进行评
估，审核后会尽快联系申请人。申请系统每年十
月一日开放。

调查
开始选择学校；浏览UCD或其他院校网站搜集
信息

教育招聘会
参加不同的教育招聘会，与学校代表面对面交流
（注：UCD申请系统十月一日开放）

六月

选定学校，准备动身爱尔兰
一旦申请系统确定您子女的申请中已具备所有必
须的文件，并批准录取，学生即可准备前往都柏
林事宜。学生需要确保已接受UCD的录取，支付
学费，若必要需办理签证，申请住宿，并在网上
同新生取得联系。

学费基于学生选择的课程。全部费用清单请参见
www.ucd.ie/fees  一般而言，爱尔兰一年的生活费
（除去学费）预计8000-12000欧元。   

UCD致力于为有特殊才能学生提供激发，挑战并
鼓舞其创造性和内驱力的环境。为了奖励杰出成
就，并吸引来自世界各地高才能的学生，都柏林
大学乐意为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奖学金名额有
限，依据学业成绩，由国家和/或学科颁发。更多
信息请见 www.ucd.ie/international/study-at-ucdglobal/coming-to-ireland/scholarships-and-funding

进一步信息和住宿虚拟浏览可见
www.ucd.ie/residences.
如果您需要查询校外住宿选择，租房信息，
私人或家庭住宿，请登录
www.ucdaccommodationpad.ie. 校外住宿不受学校
管理，但仍为学生提供多方面的信息以便做出最
佳的选择。

九月

九月第一周是迎新周，随后开展教学课程。

学校宿舍可容纳所有新入学非欧盟国家本科国际学生，每年7月15日可预订。
建议新生第一年留校住宿，可享受的服务如下：

亲近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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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保安人员和住宿
辅导员提供帮助,以及校
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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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设施和服务，
包括wifi，洗衣房、
餐厅、商店、健身房、
体育中心和游泳池

父母的安心

无需到达学校额
外的交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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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至
UCD学习

如果您的子女被UCD录取，我校将倾力协助，以便其搬到爱尔兰享受UCD
的学习生涯。
国际学生手册和研究生录取通知册为新生提供
UCD注册信息和在校以及都柏林生活的基本信
息。UCD国际网站为学生搬到爱尔兰前后提供建
议，并在九月开课前通过社交媒体联系学生

UCD简介和机场欢迎
为了让学生到达爱尔兰后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氛
围，学校为迎新周到爱尔兰的学生提供接机服
务。再此之后，九月份迎新周UCD还将举办新生
宴会和新生介绍会，以及由UCD校长举办的欢
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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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之夜，电影夜，都柏林徒步旅行和校园参观
同样在迎新计划之内。学生大使会在校园内为新
生提供帮助并解答疑问。学术欢迎会议也将在此
期间举行，以便学生在开课前接触其他同班同
学。
学习努力营造友好互助，热情友善的校园氛围，
以缓解学生压力，更好的准备即将到来的UCD第
一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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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体验
上课和学习并不是大学生活的全
部，如何度过UCD的时光更为重
要。你将发现运动，社团和生动的
社会生活将会是你大学经历中至关
重要的一环。

学生中心和UCD体育&健身综合设施是学生校园生活的
核心组成部分。
近期全新的改造为学生提供爱尔兰最多样化的设施。

学生活动中心的设施包括:

体育设施包括:

国家的最先进的3D影院，播放最新或
经典的影片

国家的最先进的3D影院，播放最新或经
典的影片

剧院

50个米长的游泳池

辩论室

健身房，舞蹈和动感单车室

600个座位的礼堂

桑拿和按摩池

会议室（学生俱乐部和社团）

三个多功能体育馆

电视放映室

四个壁球场

无线电台

手球 /壁球场

研讨室

攀岩墙

医疗中心，药店，理发店和报刊亭

户内外运动更衣室

UCD会所（酒吧，多功能厅）

运动员体育馆

吃饭或放松的好去处

校园包括17个天然球场，包括UCD
Bowl，以及UCD RFC和UCD AFC的主
场地
六个人造5人足球场
沙地曲棍球场
人造橄榄球场
人造盖尔足球场
国家曲棍球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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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提供帮助
UCD知道动身去新的国家上学对于学生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体验，但学生仍
然会在变化发生的同时面临许多的挑战。
为了保证我们的学生适应大学生活，UCD将为其
在校学习期间提供不间断的帮助。

仍有疑问？
欢迎咨询:

UCD学生顾问将为您子女的个人，社会或者实际
问题提供建议，或者任何关于签证或者移民的问
题。同时，

UCD代表在世界范围内招聘期间诚挚欢迎各位家
长或监护人的咨询或到访。

UCD国际部的员工际员工也将为新生提供援助，
担任国际学生的联系点。

我们的旅程计划表可参见 ucd.ie/international/
study-at-ucd-global/meet-ucd
以下为其他UCD网站，以供各位父母或监护人
参考:
www.ucd.ie
www.ucd.ie/international
www.ucd.ie/fees
www.ucd.ie/residences
facebook.com/UCDInternational
如果您对UCD的课程或学习生活有任何疑问或进
一步疑惑，请马上联系我们。
邮箱: internationaladmissions@ucd.ie
电话: +353 1 716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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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land’s glob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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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D International
Gerard Manley Hopkins Centre,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Belfield, Dublin 4 Ireland.
+353 1 716 8500
internationaladmissions@ucd.ie
www.ucd.ie/internat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