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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学科包括 ：

电话:  0044 (0)20 8417 3411  英国伦敦
电话:  0086 (0)21 5109 7150  中国上海
手机:  0086 (0) 17717033122
微信：184926676

邮箱：China@kingston.ac.uk
地址：Kingston University London, Kingston, KT2 7LB, UK
网址：www.kingston.ac.uk/international 
中文网址：www.kingstonuniversity.cn

联系我们

@ 金斯顿大学

走进英国金斯顿

CONTACT US

英国伦敦金斯顿大学
热诚欢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全英大学学科排名：
No 2：教育

No 3：服装和面料

No 6：护理和助产

No 7：设计和工艺

No 8：电影制作和摄影

伦敦地区大学学科排名：
No 1： 服装和面料、护理和助产

No 2： 教育、建筑、社会工作、电影制作和摄影、设计和工艺

No 3： 体育科学、新闻、出版、公关等



金斯顿大学以职业导向课程而闻名， 拥有一流的教学品质， 本科与研究生课程覆盖各种领域， 并获得
多种专业认证， 如 ACCA、 RIBA、 UK-SPEC、 RICS、 CIM、 CIPD、 AMBA、 EPAS、 AACSB 等等。

①  国际学生各科具体学费，见: www.kingston.ac.uk/fees 

②  艺术设计类课程（预科、本科或硕士）需提供作品集：kingston.ac.uk/ksa/portfolio

③  雅思单项分也有最低要求：www.kingston.ac.uk/languagerequirements 

④  有些课程有更高雅思要求，如儿童心理学、新闻及研修式硕士等   

陈奕迅
Eason Chan

香港流行男歌手、演员
攻读建筑系：1995
荣获荣誉博士: 2014

张宗逊 
Jonathan Cheung

全球品牌首席设计师
国际时装品牌李维斯(Levi’s)
荣获服装设计本科文凭1989

高中毕业，艺术成绩与作品集优秀，课程
详情见：kingston.ac.uk/artfoundation

一般已完成当地一年本科或被认可的预科
课程，可通过 UCAS www.ucas.com 在线
申请，金斯顿UCAS代码为K84 

9月

（部分硕
士课程也
有1月开
学的）

拥有本科文凭且平均成绩≥75% 可通过
kingston.ac.uk/postgraduate 在线申请

大学本科平均成绩≥70%且拥有≥ 3年有关
工作经验 kingston.ac.uk/mba

2019 评比：金斯顿大学服装设计本科在所有方面均获最高分

( 全球仅 6所，全英仅 2所大学获此殊荣 )

课程及特色专业

伦敦金斯顿大学是一所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公立大学， 首创于 1899 年， 目前有近 19000 名学生， 其中有

5000 多来自 140 个国家的留学生， 包括 600 多名中国学生。 我们信奉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准则， 热诚欢迎

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学生， 我们也理解留学生活的挑战性， 会竭诚为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帮助你们

实现自己的理想。

金斯顿大学优势

入学要求及学费 (2022/2023)

√  最高的全球影响力 √  最好的学习体验 √  最好的综合能力√  最好的长期价值

两位杰出校友

艺术设计预科

本科学位

硕士学位

MBA学位

5.0£14000

£24000

£13900
至

£16200

£15400
至

£22900

1年

3年

1年

1年

6.0-6.5

6.5

6.5

课程 学费 学术要求 最低雅
思要求

课程学制

长度 开学
① ②

③

④

* 学习集团（Study Group） 在金斯顿大学提供本、硕预科

根据具体课程对雅思总分以及单项分的要求，差2.0分的需
5个月，1.5分的需16周，1.0的需11周，而0.5的则需6周。
成功完成可入读正式学术课程
www.kingston.ac.uk/presessional  

全球热门科目 ：
时装设计 (Business of Fashion 2015-2019 保持全球前 10 排名 )

* 20 多分钟车程可至市中心， 45 分钟至希斯罗机场。 金斯顿常年被评为伦敦最安全的区之一 
  (Metropolitan Police）

* 大多数硕士课程有加多一年实习的机会 ： Kingston.ac.uk/pgworkplacement 

* 作为 “企业家的摇篮”， 我们的毕业生创建公司数目及营业额多年来稳居全英榜首 

* 金斯顿的职业服务中心在 2017 毕业生招聘协会在就业准备策略项目中获得了头奖
（Association of Graduate Recruiters, AGR, 2017）

* 近十年来在大学发展项目上投资了五千万英镑， 使学校拥有了一流的教学设施以及学生宿舍，
   详情见 ： www.kingston.ac.uk/accommodation

和国际大一课程 www.kingstonisc.com

*

http://Kingston.ac.uk/pgworkplacement
http://www.kingston.ac.uk/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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