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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A AD“3+1”国际本科项目介绍

Program Introduction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Chinese Service Center for Scholarly Exchange，

简称 CSCSE）是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于 1989 年正式成立，主要从事出国留学、留学回国、

来华留学、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对国外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历学位证书进行认证工作。

英国高等教育文凭（Advanced Diploma，简称 AD），是由英国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

（Scottish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简称 SQA）颁发的文凭。中国（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为了引进英国的优质教育资源，与英国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合作，于 2003 年将 AD

项目引入中国。

2015 年，广东金融学院获得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英国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的

授权，成立了 SQA AD 国际本科中心，开办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本科班。为广大高中毕业生

及同等学历者（包括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提供了在国内接受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教育的机会。

项目学生在广东金融学院校本部全日制学习三学年，成绩合格，由英国苏格兰学历管理

委员会授予其 AD 证书。之后可直接进入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和

韩国等国家的多所大学深造，最短 1 年即可获得国内外认可的本科学士学位并可直读 1 年制

硕士课程。此课程的国外对接大学均可在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查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对留学归国学生所获学士、硕士学位根据相关条例给予认证。

CSCSE-SQA AD 项目是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从英国引进的成熟的教育体系，进入中国已经

有 15年历史。目前在国内共有 34所授权院校，总在校生超过 13000 人，已有 12届共计 36700

余名项目学生顺利毕业。获得 AD 证书且成绩达到国外大学要求的毕业生已进入国外大学深

造，部分优秀学生在本科学业结束后又进入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帝国理工大学等世界名校

攻读硕士学位。

广东金融学院介绍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Introduction

广东金融学院是一所省属公办普通本科院校，是华南地区唯一的金融类高校。学校由中

国人民银行创办于 1950 年，是一所具有“央行基因”的院校。2004 年，经教育部批准，学

校从“专科”升格为“本科”，招收第一批本科生；2012 年，招收第一批金融专业硕士研

究生；2012 年，招收第一批港澳台生；2014 年，招收第一批留学生；2016 年，与英国诺丁

汉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合作，联合招收博士研究生。

学校秉承“明德、敏学、笃行、致远”的校训，弘扬“励学乐教、求实拓新”的精神，

坚持“金融为根、育人为本、应用为先、创新为范”的办学理念，依托行业，立足广东，面

向全国，以经济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高水平财经类应用型人

才。建校 69 年来，学校为社会培养输送了 20 多万名各类人才，被誉为“华南金融人才摇篮”



和“南粤金融黄埔军校”，被社会评价为“人才培养有人气、应用研究接地气、金融行业有

名气”。

学校现有广州校本部、肇庆校区和清远校区，总占地面积近 2200 亩;广州校本部位于天

河龙洞，肇庆校区位于七星湖畔，清远校区位于清远清城区。

学校设有 18 个学院（校区、部），现有本科专业 46 个，涵盖经济学、管理学、法学、

文学、理学、工学 6个学科门类，形成了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干，以文学、理学、

工学为支撑的大金融学科格局。金融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和经济法学是广东省重点学

科，金融学是教育部特色专业。开办了全国首批、广东首个互联网金融专业和广东首个精算

学专业，拥有同类高校中最为齐全的金融类专业体系。金融学科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是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金融学科虚拟仿真实验中心是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浦发银行广州

分行实践教学基地是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同时拥有一大批省级精品课程、省级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省级应用型人才示范基地、省级协同育人平台和省级教学科研团

队。

学校现有全日制普通本科生近 2.3 万人，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 120 多人，外国留学生

160 多人，成人教育本专科生近 2.4 万人。教职工 1200 多人，其中专任教师近千人。还在

学界、业界和政界聘请了一批兼职（名誉）教授。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加强校际、校政和校企协同合作。学校与美国西阿拉巴马大学、英

国西英格兰大学、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等 40 多所国（境）外知名高校合作，联合培养本科生

和研究生。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合作成立“广东-诺丁汉高级金融研究院”，开展高端金融人

才培养、高端金融研究、高端智库建设；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广东省金融办、中国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等机构合作，共同举办高端论坛，合作编制发布金融创新白皮书，组建金

融智库联盟。与梅州、揭阳、汕尾、肇庆、汕头、广东金融高新区、佛山南海等地方政府在

政策咨询、人才交流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与广晟集团、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广州日

报集团等知名企业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领域实施全面合作。

学校着力提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能力。近年先后建成广东省省级培育建设协同创新发

展中心（广东特色金融建设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广东省重点培育智库（华南创新金融研究

院）、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广东省创新

团队（区域金融政策研究团队）和广东省政策咨询决策基地（广东省科技金融研究中心）等

重大科研平台；形成了“中国金融论坛—广金·千灯湖金融峰会”、“中国科技金融高峰论

坛”、“华南信用管理论坛”、“中国·南方金融法治论坛”等四大论坛体系；主持或参与

完成省内多个地市“十二五”和“十三五”金融发展、信用体系发展规划编制，多份研究报

告得到汪洋、胡春华、任学锋、陈云贤、陈建华等领导批示，相关政策建议被多地政府采纳；

学报《金融经济学研究》入选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目录，成为 CSSCI、北大

中文核心、社科院人文核心等三大权威索引期刊。

学校已入选广东省首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试点高校。学校正在按照《建设高水

平应用型行业特色金融品牌大学实施方案（2016 年-2020 年）》提出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积

极向应用型转型。

学校将发展目标确立为“建设国内知名的应用型金融品牌大学，成为广东金融强省建设

的支撑者、区域金融事业发展的引领者和国家金融高端教育的示范者”，力争建成“广东金

融大学”。

广东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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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成立于 2011 年，是学校从事国际交流项目、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中外学分互认项目、外国留学生项目等国际教育项目的教学单位。学院依托学校丰富

的国际教育资源、雄厚的双语师资力量、经验丰富的专业雅思、托福教学团队、良好的办学

条件，采取与国际接轨的教学模式，引进国外知名学校优质的教学资源、先进的课程体系和

经典的原版教材，建立严格的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和监控体系，与美、英、澳、加、法等十余

所世界百强名校合作，通过“2+2”、“3+1”、“3+1+1”“3+2”“1+1 硕士”等中外校际

联合培养模式，采取互认课程、互认学分、互授或联授学位等方式，培养满足华南地区特别

是广州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建立国际金融、世界商贸、现代服务中心的国际化人才需求。

学院还举办各种短期国际教育项目和国际职业资格项目的培训，承办雅思、汉语等各类学生

出国语言培训、外国留学生语言培训。

国际教育学院恪守“融通中西，智惠天下”的院训，以“开放、包容、服务、提升”的

办学思想和“学贯中西，融汇践行”的教学理念，树立“勤奋、兼容、专注、尚德”的学风，

努力培养学生成为“从灵魂中学习的人，从智慧中做事的人”，为学校的国际教育事业做出

应有的贡献。

至今为止，国际教育学院已有六届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其中 70%以上的毕业生进入世

界一流名校读研深造，其余毕业生选择在国外实习就业或回国就业，就业率达 100%。

2015 年，广东金融学院在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大力支持下，与英国苏格兰

高等学历管理委员会联合举办 SQA AD“3+1”国际本科项目，开设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专业。

其具体的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及留学指导工作由国际教育学院 SQA AD 国际本科中心负责。

国际教育学院集聚了广金最具学科优势的金融学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优秀师资与教学

管理团队，全程按照英国高等教育教学体系的要求，精心研究与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全力打

造广金 SQA AD“3+1”国际本科示范项目，为华南地区特别是广东省培养社会急需的国际化

金融、贸易专业的高级人才。

国际化金融翘楚从这里起步!
Your journey t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cme starts from here!

项目优势

Program Advantages

 政府保障：中英政府高等教育合作项目，官方保证。

 认证无忧：国外学士学位、硕士学位由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零风险。

 金牌课程：英国课程体系，原版教材，双语或全英教学，原汁原味。

 学科优势：广金金融学是教育部特色专业，以优势学科引领，结合英国课程体系，中西

合璧。

 顶尖师资：海归教师、业界精英、外教共同承担专业教学。

 资源共享：广金为项目学生提供与统招学生相等的学习与生活条件，共享校内资源。



 多国选择：学生完成国内阶段学习后，成绩合格，可以申请入读英国、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大学攻读学士及硕士学位。

 项目证书：完成项目学习，可获得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SQA）颁发的 AD 证书为升

学打下基础。

 经济实惠：“3+1”国内加国外的学习模式，节省留学费用至少 60 万元。

 全程服务：指导学生国外大学的申请、留学签证的办理，进行出国前培训，并提供国外

住宿、硕士申请等服务。回国后安排学位认证，并指导就业。

管理特色

Management Features

 学习引导

配备学习助教，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为有需求的学生特别开设语言强化课

程，为基础薄弱的学生强化英语。

 课堂管理

班主任及时记录学生出勤与课堂情况，并跟进处理，确保教学的有序进行；在大一推行

“无手机课堂”，引导同学们尽快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与家长进行定期与不定期沟通，家

校合作共管。

 国际交流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及国外大学的专家、教授不定期来访，与学生近距离接触，带给学

生精彩的讲座，使学生了解国外学习和生活的情况。

 同等待遇

学生在校期间享受和统招学生同等待遇：统一编入广金学籍，统一教学管理，统一编排

学号，统一办理学生证和学生卡，统一安排宿舍，统一组织学生军训等，同时可根据个人意

愿参加广金学生会、社团等。上课地点为主校区国际教育学院教学楼。

 生活管理

班主任与宿管老师实行 24 小时责任制；定期与学生谈话；定期组织学生宿舍的检查；

定期召开班会；定期收集任课教师反馈，开展针对性工作。

 综合评价

采取欧美大学持续性评价体系：出勤评价、课堂参与评价、课堂抽查评价、作业评价、

期末考试评价等，强调学习过程。

 出国留学

专业的留学顾问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海外院校介绍与申请、出国行前培训、留学签证申请

等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协助申请国外大学奖学金。

 就业指导



广金校区项目学生享受双重就业指导机会：一方面是由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聘

请国内外 500 余家知名企业总经理、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和行业资深人士担任项目学生就业指

导导师，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就业规划与设计，并择优提供实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归国

留学生享受广金招生与就业工作处的就业指导和推荐。

专业设置及招生计划

Professional Setting and Enrollment Plan

国际金融（理财方向）专业（ 招生人数 60 人）

【课程设置】商法导论、国际经济学、商务沟通技巧、金融学导论、保险原理、国际贸

易融资、金融服务业规范、所得税、投资学、养老金规划、个人和商业信贷、财政预算等课

程。

【就业方向】国内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信托公司、房地

产、跨国公司等涉外企事业单位从事国际金融和公司理财业务工作，如理财规划、金融咨询、

金融贸易等。

国际会计专业（ 招生人数 30 人）

【课程设置】商务会计、商法导论、商务沟通技巧、市场学导论、财务信息、商务行

为技巧、商务契约关系、商务文化与策略、公司法导论、财务报告与分析、决策管理会计、

财政预算、商务统计学等。

【就业方向】在国内外会计师事务所、外（合）资企业、国有企事业单位、经济管理部

门、金融机构、投资银行、民营企业等从事国际会计核算、财务审计和财务管理方面的工作，

可担任注册会计师、会计师、审计师、财务主管、会计主管、会计咨询等职务。

国际贸易专业（ 招生人数 30 人）

【课程设置】商法导论、商务沟通技巧、经济学导论、人力和组织管理、商务契约关系、

财务报表分析、财政预算、经济学、商务文化和策略、商务会计、国际营销导化、国际市场

组合、国际物流、国际商业组织、国际惯例、出口、出口援助资源、全球商务贸易等。

【就业方向】 政府外经贸管理部门中从事涉外管理的公务员；企业外销部门、外贸公

司、外运公司、涉外保险、专业银行等部门的管理人员；外贸业务员、报关员、报检员、国

际货运代理、银行国际结算人员、外贸代理人员等。

学业规划

Academic Progress Plan

广东金融学院

第一年
全面学习英美文化、学术综合英语、国外大学学习技能课

程及基础课程，培养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第二年 中英双语学习专业基础课程。

第三年 全英文学习专业核心课程，同时申请国外大学。

国外大学 第四年*

赴国外对接大学学习学位核心课程，完成毕业论文；成绩

合格，获得国外大学学士学位，并由中国（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进行学位认证。



第五年
获得国外大学学士学位者，可申读硕士课程，完成学业，

可获得硕士学位。

* 部分学校需要用一年半时间。

学位认证

Degree Confirmation

为贯彻国家“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政策，促进国际教育交流，履行

中国在有关国际公约和双边（多边）协议中应承担的义务；同时也为了满足国（境）外学历

学位证书、高等教育文凭获得者在中国升学、就业、落户、申请科研基金及参加各类专业资

格考试等实际需求，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中国教育部同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面向全国

开展对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的认证服务。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址：www.cscse.edu.cn）是中国开展国（境）外学位

认证工作的唯一机构。

AD 项目留学生所获得的国外学士学位及硕士学位与国外大学颁发给本土学生的学位完

全相同。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按照相关制度对项目毕业生所获学位进行认证之后，

毕业生即可办理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就业报到证，享受海外高层次人才待遇，并根据北京、

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留学归国相关条例享受落户和其他优惠政策。

报考及录取条件

Application and Admissions

招生对象：

获得高中毕业证书的应往届高中毕业生，及同等学历者；

高二毕业且可获得高中毕业证的学生。

报考材料：

1、一寸免冠照 2 张；

2、身份证复印件；

3、高中毕业证（学习证明）复印件；

4、高考成绩单或雅思成绩单复印件（可选）。

录取原则：

1、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英语单科成绩达 90 分以上，免笔试入学；

2、雅思成绩 4.0 分或托福 60 分以上的学生，免笔试入学；

3、其他报名者均需要参加我校组织的入学英语笔试和面试，综合测评后择优录取。

学习费用

Tuition Fees and Others

收费明细：

1、报名测试费：300 元（不退）；

http://www.cscse.edu.cn


2、学费：50800 元/年；

3、住宿费：1700 元/年（空调宿舍）；

4、教材资料费：1500 元/年；

5、CSCSE-SQA AD 项目学籍注册费：4500 元（按留学服务中心公布标准，一次性收取）；

6、其他费用：按照学校规定收取。

联系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洞迎福路 527 号广东金融学院第二教学楼 201
SQA AD 国际本科中心招生办公室

电话：020-37216059 020-37216058
微信：gjhnd-edu
学校网址：www.gduf.edu.cn
项目网址: www.gjhnd-edu.com

部分国外合作大学

Partner Foreign Universities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位于世界学术名城--牛津。牛津在伦敦西北方向，距离伦敦 80
公里。牛津大学和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共同形成牛津大学城，这里学风浓郁、精英

荟萃，历来为求学圣地。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历史悠久，始建于 186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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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jhnd-edu.com


* 位于英国英格兰牛津，地理位置优越

* QS 世界大学排名自 2011年起稳定在世界五百强以内， 2018世界排名 293

* 2019英国《卫报》排名 41

* 连续 9年被《泰晤士报》评为最优秀的英国现代综合大学

* 会计、金融类专业的本科学生，可免修 ACCA 9 门课程，并在毕业时拿到 ACCA
二级职业证书。学习硕士会计类专业学生，可免修 ACCA6 门课程，并在毕业时

拿到 ACCA 的相应证书。

Coventry University 考文垂大学

考文垂大学的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 1843年，当时称为考文垂设计学院。1992
年，考文垂理工学院更名为考文垂大学。考文垂大学学习气氛浓厚，并因其历史

悠久的教学研究水平闻名。同时又是一所具有远见卓识的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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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学生不仅有到国外学习或工作的良好

机会，也可通过同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的工作人员和学生一起学习工作、一

起解决问题而丰富其学习经验。

* 英国考文垂市，英国最安全城市之一；商学院为欧洲最大的商学院之一

* 英国《卫报》2019大学综合排名第 13 名

* 2018/2019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第 571-580名

* 毕业率高达 94%，其中 2 等 1 以上学位比率 80.4%



* 97%的毕业生成功就业或继续深造

* 2017获得教学卓越框架金奖

BPP大学，又称英博夏尔大学，是英国知名的将学历教育与国际执业资质认证相结合

进行教学的新型大学，隶属于 BPP教育集团(BPP Professional Education)。 BPP教育集

团由 Alan Brierley，Richard Price和 Charles Prior于 1976 年共同创建，是目前欧洲知名

的精英执业教育集团之一。其前身为欧洲会计师、精算师及执业律师的培训机构，还是全球

性的国际财务报表准则培训中心。

BPP大学于 2007年获得英国授予的学位颁布权。 2013年，BPP大学发展成为综合

性大学。 BPP 大学作为中英两国政府学位互认框架协议所包含的高校，其本科及硕士学位

均可被中国教育部认证。

*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在英国授予的铂金级教育机构，并负责 ACCA、
CIMA 教材课本的编写及全球发行。

*英国国家证券与投资协会行业培训基地；

* BPP 大学培养了英国 70%的会计师；

*ACCA 9门免修；

*就业率全英前十。

https://baike.baidu.com/item/ACCA/162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CIMA/4911078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西英格兰大学

西英格兰大学 (简称西英或UWE)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第一大城市布里斯托(又译布

里斯托尔)市，是一所现代化且极具活力的英国高校，也是英国大学联盟

(University Alliance)成员之一。学校现有来自 50多个国家的国际学生，是英国最

大且最受欢迎的大学之一。

西英共有四大学院，18 个系，500多个学位课程，并提供多种奖学金和赞助

资金供广大中国学生申请。

西英格兰大学专长的领域有商科、工程学、建筑学、创意媒体、艺术设计及

影视传播、法学等等，这些都是在全英大学排行中名列前茅的科系。

★ 西英格兰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率在全英排名第八；

★ 西英格兰大学在国家本科生就业奖中荣获全英最佳就业辅助大奖；

★ 2015年英国卫报全英大学排名中西英格兰大学排名前 50；

★近年科研水平评估结果显示，西英格兰大学的会计与金融专业的科研水平被评

最高级别；

★ 英国大学专业排名，优势专业：Accounting and Finance,会计与金融，排名全

英第 57名。

https://baike.so.com/doc/5411324-5649425.html


De Montfort University 德蒙福特大学

德蒙福特大学(De Montfort University，简称 DMU)坐落在英格兰的东米德兰地区

莱斯特市，是一所公立优质并富有创意的综合性大学。其前身是创立于 1870年
的莱斯特艺术学校(Leicester School of Art)，随后发展成莱斯特艺术与技术学院

(Leicester Colleges of Art and Technology )、莱斯特理工学院(Leicester Polytechnic)
直至演变为德蒙福特大学。大学之所以命名为德蒙福特是为了纪念 Simon de
Montfort(西蒙·德·蒙福特)，曾经的第六世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中世

纪期间既 1265年建立英国第一个议会的伟人。学校拥有来至于世界上 100 多个

国家的 22，000名学生以及 2，700名教职员工。根据 2008年科研评估，其研究

有 40%为「世界领先」，30%为「国际优秀」。而其英语文学专业教学质量等同

剑桥大学。其获国家教学奖的教师数量排全国第二。

★ 学位等级高：据统计，在近两年 DMU商科中国学生中，获得 2.1或 1 等学

位的人数比例高达 75%；

★ 注重教学质量：QAA（英国教育质量监管机构）高度赞扬；仅四所院校获此

殊荣；

★ 优秀的导师团队：DMU共 18 位教师荣获国家教学奖，英国所有大学中名列

前 3；

★学生满意度高：DMU商学院学生满意度综合排名全英第四；

★与英超冠军球队合作：德蒙福特大学与莱斯特城足球俱乐部 King Power建立

起了新的 5年长期友好战略合作关系，对方为我校学生提供 1000个实习职位。

如，校内 13周带薪实习、暑期印度志愿者活动等

https://baike.so.com/doc/1958337-2072467.html
https://baike.so.com/doc/3356912-353454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80547-5616821.html


塔斯马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Tasmania) 于 1890年成立，是澳洲四大历史

名校之一，亦是“砂岩学府”成员之一（其余五所为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昆

士兰大学，西澳大学与阿德莱德大学）。2009年成为澳大利亚五星级大学，是

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最具国际声誉的大学之一，其教学、研究和学生服务设施

一流，连续获得学生服务国家奖和澳洲大学最高研究奖。

南昆士兰大学位于昆士兰州的“花园城市”Toowoomba，校园面积有 90 公

顷，是一所得到澳大利亚政府和中国教育部承认的公立综合性大学。成立至今，

南昆士兰大学因其出色的教学水平享有极高的声誉，为全球其他高等教育学府、

教育人士和国际专业教育机构所推崇。南昆士兰大学是一所培养国际型复合人才

的摇篮，设有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学科，其中国际会计专业更是在全澳洲排名靠

前，深受广大学子的推崇。

菲莎河谷大学（University of the Fraser Valley，UFV）于 1974年建校，位于

加拿大温哥华高尚区域，目前在校学生总数超过 10000人，其中包括近 1000名

海外留学生，其中约 400名中国留学生。学校开设课程达 80多门，包括门类众

多的学士学位，准学士学位，大专文凭和证书课程。学校拥有 3 个现代化设施的

校区，为加拿大本国学生及来自 45个国家的国际留学生提供世界级的教学。



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Chester）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位于英格兰

西北部小巧而美丽的古城切斯特（柴郡首府），距离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不到一小

时的路程。切斯特大学悠久的历史使它具备雄厚的实力。但是它也是一所富于创

新精神的现代化大学。切斯特大学的教学质量及它给予学生的关怀和支持使它有

口皆碑。在该校的切斯特和沃灵顿（Warrington）两处校园内，共有约 15,405 名

学生注册学习学位课程。根据 2014卫报大学指南，该大学在全英处于第 46 位，

[4] 泰晤士报 Times）大学指南则将其列在第 52 位。[5] 切斯特大学在西北英格

兰的 11所大学中排第 4 位，仅次于兰卡斯特，曼大和利物浦[6] 。

太平洋路德大学创立于 1890年，是一所以商学、教育及护理等科系而闻名

的私立综合性大学，被认为是美国西部地区华盛顿州的优质大学，根据 U.S News
&World Report评选，本校为唯一每年名列西部最好大学前 15 名的学校。

University of Lincoln 林肯大学

英国林肯大学是英国的国立大学，被誉为英国最现代化和最吸引人的校园之

一，两次进入英国大学排名前十。 林肯大学有来自 50多个不同国家的 2000多

名留学生，是一所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

林肯大学坐落于英国历史名城林肯市中心。林肯市位于英格兰东部，是英国



最美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她拥有 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

雄伟壮观的林肯大教堂和古城堡闻名于世，这个地区分布了众多罗马、诺曼底时

代的考古遗址。每年数百万从世界各地来到林肯的游客，更为这座千年古城增添

了勃勃生机。林肯市同时是一座现代化、多元化的都市，繁华的商业街，琳琅满

目的商店，各种艺术休闲及娱乐设施场所等应有尽有。

★ 2017年泰晤士报排名荣升至第 51 名；

★ 在 2017年卓越教学纲要(TEF)中，荣获金奖；

★ 林肯大学的教师资质和学生体验分别排名第 8名和第 9 名；

★ 2018年泰晤士报排名第 54 位；

★ 2018年学生满意度（NSS）中排名全英第 8 名；

★ 2019年《卫报》大学排名中，林肯大学名列全英国第 22 名；

★ 2019年《泰晤士与星期天泰晤士报》大学排名中名列全英国 42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