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Galway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fice 国际事务处

www.nuigalway-china.cn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欢迎您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即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Galway，简称 NUI Galway，成
立于 1845 年，是爱尔兰最古老及
最有声望的大学之一。
1845年，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最具
标志性的建筑 Quadrangle 迎来了学校
的第一批 63个学生。经过 170 多年的发
展壮大，其现有学生近 18000 人。其主
校区占地 105 公顷，坐落在高威市中心
的风景秀丽的 Corrib 河岸上，距离高威
市中心步行只需 10 多分钟，这使得学
生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安全、便利。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以其高水平的
科研及教学质量，排名在世界前 2% 的
大学中。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是爱尔兰大
学当中唯一一个保持在两大世界排名
榜上连续五年提升自己排名的大学。
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上，2016/2017 排名上升到了世界前
201-250 位以内，在爱尔兰排第三位；
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上，2016/2017 的
排名为 249。
在 QS Star 星级排名中，爱尔兰国立大
学（高威）连续荣获 5星评分的佳绩，
在科研、教学水平、国际化、校园设
施、创新、参与率、专业实力等方面获
得了满分，被评为世界五星级大学。
择校对于每个学生来讲是一个重要的环
节。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为学生提
供了一个具有极高学术声誉的平台、以
及一流的、热情而友好的学习环境。
www.nuigalway.ie/international-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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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是一所综
合性大学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的学院设置:
• College of Arts, Social Sciences
and Celtic Studies
文学、社会科学及凯尔特文化研究学院

• College of Business Public Policy
and Law
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及法学院
•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cs
工程及信息学院
• College of Medicine,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医学、护理及健康科学学院
• College of Science
理学院
• Shannon College of Hotel Management
香侬酒店管理学院

在一些关键的专业领域，爱尔兰国立大
学（高威）享有国际声誉，优秀及热门
的专业包括：生物医学、工程、人权、
应用社会学及公共管理、能源环境及海
洋研究、大数据、计算机硬件及软件、
以及数字人文。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的 QS 专业排
名在 150 以上的专业有：计算机、信息
系统、历史；QS 专业排名在 200 以上
的专业有：英语及文学、制药、法律。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中国学生就读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很受欢迎的本科专业包括：生物医学、
生物制药、商学本科、会计、金融数
学、电子工程、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很
受欢迎的硕士专业包括：会计、管理、
国际金融、商业分析、数字营销、人力
资源管理、数字媒体、企业系统、计算
机大数据、软件设计与开发、工程、与
生物医学相关的课程。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
• 成立于 1845 年
• 位于：爱尔兰 高威市 市中心
• 学生总人数：18,000 人
• 国际学生人数：3,000 人
• 所颁发的学位包括：学士、
研究生文凭、硕士、博士
• 学年：每年 9 月 - 次年 5 月
• 学生宿舍：校园内及校园外都有
www.nuigalway-china.cn

本科生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十分欢迎前
来就读本科学位的中国学生，其本科
生课程项目的设置具有灵活性、开放
性、专业性的特点，并提供了广泛的
本科课程，从商业到工程，其中我们
具有独特优势及领先的领域，包括：
生物医学、海洋科学、创作写作、戏
剧和表演、以及数学。70% 的本科
课程为学生提供了获得工作经验的机
会，而且这些课程的设计都是为了让
学生具备在工作中所需的技能和知
识，为不同目的、不同兴趣的学生提
供了一流的个人发展环境。

本科生课程项目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的本科教学
是研究指导性教学。全校 16 个学院
设置了 50 多个本科课程项目供学生
选择。学生还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及兴
趣进一步选择广泛式课程项目、或专
业明确科课程项目。详细信息请见：
www.nuigalway.ie/courses/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的另一个享
誉国内外的优势在于为本科生提供了
很多实践学习和个人发展的机会，我
们将学术、个人和社会的发展相结
合，使学生从我们的学位开始为其打
开了一个充满机会的世界。如：将服
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志愿者活
动、以及实习都作为本科生的学习环
节进行学分转换或考核。参加志愿者
工作的学生，还可以得到一个证书。
我们鼓励学生尽早地接触社会、融入
社会。
www.nuigalway.ie/course/

入学条件

学费

高中毕业生或高三在读的学生都可以
申请，但申请人必须在进入我校就读
本科学习前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公证
件），并出具高中三年的成绩单（平
均分在 80% 以上）。

• 非欧盟本科生

有效的资格证明包括：
• 高中毕业证书（公证件）
• 高考成绩（评定奖学金用）
• GCE A-Levels 成绩
•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成绩
• 香港高考成绩 (HKALE)
• 香港中学文凭 (HKDSE)
申请人还需要满足所申请专业要求的
英语水平。

- 文科/商科/法律

12,750 欧元/年

- 理学/工程

13,750 欧元/年

• 非欧盟硕士研究生
- 文科/商科/法律

13,250 欧元/年

- 理学/工程

13,750 欧元/年

生活费
• 住宿		

3,060 欧元/年

• 饮食		

2,250 欧元/年

• 书籍及学习资料 540 欧元/年
• 穿衣及洗衣
• 娱乐		

450 欧元/年
1,350 欧元/年

一学年按 9个月计算,总计:7,650 欧元/年

如何申请
本科生的申请（临床医学除外）可
以直接向国际事务处（International
Affairs Office）提出，
申请资料包括：非欧盟国（完整学
位）本科生申请表、高中毕业证书
（公证件）或在读证明、高中成绩
单、英语成绩、CV、护照首页、出生
证明（办理签证用）。申请表可以在
以下网站进行下载：
www.nuigalway.-china.cn/download
请将申请资料 email 给我校的中国代
表即可。本科生的申请没有申请费。
申请开放期为每年的 10 月中旬到次
年的 6 月 30 日。

学生感言
The best things about Ireland coming across
my mind are its fantastic music, the lucky
green colour, and lovely people, especially in
Galway. Even though sometimes the weather is
dramatically changeable, the sceneries and the
passion of people for life are never disappointing.
I’m studying a Master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which provides me lots of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deep and wide information behind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learn the lessons from
the classic or special cases, acquire more helpful
skills in analysing the data set with advanced
software and facilities, and cooperate with
other students in the group projects and also
attend some useful seminars which inspire us
practically in this area. Moreover, the professors
are patient and kind to every student wherever
you come from,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just
ask.
— Li Yuwei, 国际金融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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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的目标是保持
其研究型大学的领先地位，并在国际、
国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四优秀的研
究人员名列 “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科
学家2015”。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
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前瞻性和全球性，
很多跨学科领域都处于世界的领先行
列，吸引着国际学生申请我校的研究生
课程项目。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的五个
研究重点领域是：
• Biomed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生物医学及生物医学工程
• Informatics, Physical and Computational
信息学、计算机硬件及软件
• Environment, Marine and Energy
环境、海洋与能源
• Soci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社会科学与公共管理
• Humanities in context
人文科学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的研究环境具
有很强的学科交叉，并建立在学校的重
点领域之上。学校成功地建立起了一系
列国际知名的研究中心，如：国家级生
物医学工程中心、爱尔兰人权中心、爱
尔兰科学基金会（SFI）的医疗设备研
究中心、爱尔兰第一个成体干细胞培养
中心、儿童和家庭研究、电影与数字媒
体、语义网络技术、环境与海洋等等。
从而吸引了很多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
使得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能够不断地
适应学生、雇主和社会的需求变化。
www.nuigalway.ie/course/

授课型硕士研究生课程项目
硕士研究生授课型课程项目一般学制
为 12 个月，学生需要完成：上课、研
讨会、课程作业、以及小型的研究工作
及论文。

研究型硕士研究生课程项目
学校的各个院系都有很多研究中心、研
究所，为从事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及博士
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研究型硕士研究生课程项目一般学制为
2 年，学生需要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
成规定研究项目的研究工作、并完成毕
业论文。
博士生课程项目一般学制为 4 年，学生
需要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研究
工作、并完成论文和答辩。
结构型博士（Structured PhD）课程项
目除研究工作之外，还包括了一系列一
般技能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

对英语的要求
对于所有母语不是英语的申请人
（无论申请本科、还是硕士），必
须出具两年之内的英语水平资格证
明，并达到我们的要求。
文科/商科/法律/理学/工程/医学
均要求：雅思 IELTS 6.5（小分不
低于 5.5，医学相关课程要求小分
均为 6.5）

入学条件
大学毕业生或大四在读的学生都可以申
请。
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入学条件有所不同。
基本要求是：获得我校认可大学的本
科学位、专业相同或相似，平均成绩在
80% 左右，并达到必要的英语水平。

如何申请
研究生的申请需要通过研究生申请中心
（PAC）的网站（www.pac.ie）进行在
线申请。同时要需要支付网络申请费。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免除了该申
请费。
申请资料包括：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
公证件）或在读证明、成绩单、个人陈
述、2 封推荐信、英语成绩、CV、护照
首页、出生证明（办理签证用）。
授课型硕士研究生课程项目的申请，在
进行 PAC 网申之前，请先将申请资料
email 给我校的中国代表进行预审。
研究型课程项目及博士的申请需要申请
人直接与学校的相关教授或项目负责人
联系，经教授同意后，再通过 PAC 进
行网申。详细信息请见：
www.nuigalway.ie/our-research/
申请开放期为每年的 10 月中旬到次年
的 6 月 30 日。（6 月 30 日之后的申
请将只考虑有空位的课程。）

www.nuigalway-china.cn

与中国的渊源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有着很长久与中
国加强联系的传统，接收中国学生到高威
学习已经超过了30年。长期以来，一直为
中国学生及学者敞开着校园的大门。为许
许多多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们留下了美好的
记忆。
中国学生及所参与的学术研究加深了爱尔
兰国立大学（高威）的国际化及校园的多
元化。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的中国毕
业生网络在不断扩大，并与中国的一些著
名的大学的合作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很多中国毕业生在中国政府部门、学术机
构、中国知名高校都担任着重要工作，
目前已有两名毕业生成为中国科学院的
院士。
中国高校的合作伙伴有：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江南大学、汕头大学、香港科技大
学、香港浸会大学等。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与清华大学

高威——爱尔兰的文化中心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与清华大学的
合作已有近 30 年的历史，这一合作在
2014 年 12 月爱尔兰总统访华时达到高
潮。两个学校在两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见
证下，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加强合作的备
忘录，合作合作领域主要是在科学、工程
与教学方面，包括在双方共同感兴趣的
领域进行合作研究、进行双方教师与学
生的交换、学术发表、学术会议与研讨
会、互换最新信息等。作为爱尔兰国立大
学（高威）校友的爱尔兰总统 Michael D
Higgins，与作为清华大学校友的习近平
主席亲自出席签字仪式本身，标志着两个
学校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

• 高威坐落于爱尔兰的西部，是爱尔
兰的第三大城市。

2015 年 6 月，由爱尔兰国立大学（高
威）的科研副校长带队的高级学者团在清
华大学成功地举办了多个领域的研讨会，
称为“高威日”。
2016 年 8 月，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带
队的、由 100
多学生和教师
及教授组成的
代表团访问了
爱尔兰国立大
学（高威），
包括深入合作
的座谈、学术
交流和文化互
动，称为“清
华日”。

www.discoverireland.ie/Places-To-Go/Galway

• 高威是公认的“爱尔兰的文化中
心”，是爱尔兰语的故乡。2016年
高威中标成为“2020欧洲文化都
城”。
• 学生人数占高威全市人口的 20%
多，年轻、充满活力和国际化，是
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城。
• 高威市中心生活便利。高威人真
诚、好客，他们喜欢交谈，与人为
善，容易交往。
• 高威市每年都要举办许多国际知名
的文化和体育活动， 如：高威国际
艺术节、高威马赛、 高威国际生蚝
节、国际文学节、高 威电影节、高
威戏剧节、爱尔兰传 统音乐节等。
• 高威是爱尔兰的高科技中心，也是
欧洲的生物基地。有很多世界知名
的制药及医疗仪器公司、ICT 行业
（信息、通信、技术）公司都落户在
高威，如：Medtronic、Boston
Scientific、Merit Medical，以及
SAP、HP、Cisco、EA Games等。
• 高威市及其周边腹地 - Burren、
Connemmara、Aran Islands 等地都
是访客门到爱尔兰一游的主要地方。
• 高威与爱尔兰的各大城市交通便
利。高威与都柏林的车程为 2 小
时。都柏林机场每半小时有一趟去
高威市的巴士。
www.nuigalway-china.cn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拥有 3000 名国
际学生，他们来自 115 个国际和地区，占
全校学生总数的 20%。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将学术、个人和
社会的发展相结合，使学生从我们的学位
开始为其打开了一个充满机会的世界。在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学生可以尽情
地享受其校园生活，永远不会忘记。

学生宿舍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在校园内及校园
外都有宿舍区。学校的住宿咨询办公室
(Accommodation Office) 可以帮助学生
寻找住处、并为学生提供有关住宿方面的
建议和各种帮助。

学生支持服务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在对国际学生提
供关怀和支持方面有着极好的声誉，为国
际学生提供了一系列支持服务、举办各种
社会和文化活动，以帮助学生尽快地调整
和融入大学生活。

我校的宿舍区只接收本校的学生，宿舍都
带有厨房，所有的宿舍区离校园步行都在
10-30 分钟之内。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的毕业生一直都
是企业或雇主们寻求的对象。雇主们认为
我们的毕业生有正确的、全面的知识和社
交技能，在工作场所做出真正的贡献。在
毕业生就业方面，我们成为了爱尔兰顶尖
的大学，并一直保持在所有学科的毕业生
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

各个学生宿舍区的大小各有不同。小型
的如：Donegan Court (54 人)、Atlantis
(80 人)、Menlo Park (140 人)等等；
较大的有：Cúirt na Coiribe(389 人)、
Dúnáras (409 人)、Gort na Coiribe (657
人)、Coiribe Villiage (769 人)等等。

学校的就业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很多有用的
信息、并在很多方面对学生进行指导，
如：就业计划、简历的编写、面试技巧、
以及在爱尔兰或国外安排实习或工作等。

如果需要订宿舍，请到以下网站自行选
择、并预订。
http://www.nuigalway.ie/accommodation/
student_residences.html

奖学金

更多信息请见：
www.nuigalway.ie/accommodation/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为中国学生提供
了一系列的奖学金和爱尔兰“爱心奖学
金”（Claddagh Scholarship），以吸引
更多的优秀学生。奖学金面向于申请我校
的本科生申请人和研究生申请人。

语言及预科课程
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的英语语言中
心针对已经满足我校学术入学条件、
而英语没有达到我校要求的申请人，提
供了预科或雅思及学术英语语言课程
（PIAS）。
• 6周语言课：7月初开课，
要求雅思6.0（小分5.5）
• 10周语言课：6月初开课，
要求雅思6.0（仅一个小分为5.0，
其余5.5）
• 20周语言课：3月份开课，
要求雅思5.5（仅一个小分为5.0，
其余5.5）
• 预科课程：9月份开课，
要求雅思5.0（小分5.0）
预科或语言课程结束时，学生要参加两
个考试：1.官方雅思考试，2.学校内考
最后根据最高分，确定是否继续正课的
学习。

联系方式
Betty Liao 廖叶东
中国代表
电话：+86 - 10 - 8221 1080
手机：+86 - 1350 128 3598
电子邮件：
bettyliao@nuigalway-china.cn
网站：www.nuigalway-china.cn

具体政策与规定请与我校中国代表联系。
www.nuigalway.ie/international-students/

www.nuigalway-chin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