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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ity College Dublin, the University of Dublin has 
sought to ensure that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is 
brochure either in print or online is correct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but does not guarantee its accuracy and 
furthermore Trinity does not accept any liability for 
omissions, errors or changes in its content. 

While Trinity aims to provide the courses, modules and 
facilities described in this brochure, it does not 
represent a binding commitment to provide the 
courses, modules and facilities described within.  

Trinity reserves the right, at  any time and without notice, 
to add, remove or alter content of the brochure. Nothing 
in this brochure should be construed as an o�er to 
attend Trinity. Any o�er made by Trinity will be subject to 
the University’s admissions policy and  will be made 
clear to the applicant upon receiving an o�er. Neither 
this brochure or any other information on the Trinity 
website nor any Faculty or School website create a 
contract or other legally bi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rinity and any third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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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ITY COLLEGE DUBLIN
INSPIRING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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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学期时间表

 5 September 2022       Orientation for Undergraduate Visiting/Erasmus and Postgraduates
19 September 2022       Orientation for new first year Undergraduates
12 September 2022       Semester 1 teaching begins for UG continuing and Postgraduates
26 October       2022             Semester 1 teaching begins for new Undergraduates
 4 December  2022         Semester 1 ends
12 December   2022             
23   January     2023              
16    April  2023 
24    April  2023            
1       May           2023
26    May           2023
29    May           2023

*Assessment begins
Semester 2 teaching begins 
Semester 2 ends
Trinity Week
*Assessment begins
Semester 2 ends
Research begins

*上述日期之外也会有其他考试安排，具体请查阅你的考试时间表

 更多请看www.tcd.ie/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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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ity College Dublin – The University of Dub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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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看圣三一

圣三一地理位置

本科学位课程

本科申请指南

圣三一与哥大本科双学位课程

圣三一工程学院与哥大双硕士课程

国际预科课程

研究生课程申请

授课型研究生学位课程

就读费用

住宿

签证

工作机会

国际合作与学生交流

国际学生支持

中国校友就读体验



爱尔兰最高学府
（QS 2023和

THE 2022 世界大学排名）

世界第98位
（QS世界大学排名2023）

培育企业家数量
连续7年居欧洲第一

（2021Pitchbook大学报告）

133,000圣三一校友
（毕业生）遍布世界超

过157个国家

世界国际化程度
最高的大学中名列第12

（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2022）

国际学生比例高达29%
来自全球116国家

爱尔兰的生活质量
在全球排名第三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2022)

爱尔兰人
热情好客，生活幸福

（世界幸福指数）

19门学科进入世界前100
（QS世界学科排名2022）

Trinity College Dublin – The University of Dublin

从数字看圣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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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 世界学科排名 2022)
*排名世界前50学科

性别平等世界第六

(泰晤士高等教育影响力排名2021) 

圣三一19门学科进入
全球前100

Biological Sciences 生物科学        

Chemistry 化学 

Classics and Ancient History 
古典与古代史 (世界第45 )*

Dentistry 牙医学

Education 教育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英语语言与文学 (世界第25)*

History 历史

Law 法律

Materials Science 材料科学

Medicine 医学

Modern Languages 现代语言

Nursing 护理学 (世界第42)*

Performing Arts 表演艺术

Philosophy 哲学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政治与国际研究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社会政策与行政管理

Theology, Divinity and  Religious Studies 
神学与宗教研究

毕业生就业力
排名世界第91

(QS 毕业生就业力排名 2022)

圣三一拥有超过500个行业合
作伙伴包括：微软, 谷歌, 
IBM, 辉瑞, 罗氏, 脸书...

www.tcd.ie/study

Accounting and Finance 会计与金融

Pharmacy and Pharmacology  
药学与药理学 (世界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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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三一地理位置

爱尔兰是欧盟成员国，位于北大西洋，

邻近英国。爱尔兰是一个英语为母语的

国家，人口年轻，充满活力，拥有现代

的都市，壮丽的风景，田园诗般的乡村

和历史遗迹的独特结合。几个世纪以来,

爱尔兰一直因其音乐、文学与艺术以及

历史悠久的文化享有国际声誉。

圣三一位于首都都柏林市中心，拥有极其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享有四通八达的公共

交通网络。圣三一拥有自己LUAS（有轨

电车）站，校园对面即是DART（都柏林

郊区铁路）站点。许多都柏林公交都经过

圣三一大学，国家公交线路步行几分钟即

可到达。都柏林的两个主要火车站均毗邻

圣三一校园，都柏林机场距离学校13公

里，有直达公交车，也可搭乘出租车抵

达。校园附近还有三个“都柏林自行

车”（共享自行车 ）租赁点。详细请

看：www.tcd.ie/maps

为什么选择
爱尔兰？

爱尔兰是欧盟唯一一个
英语为母语的国家

爱尔兰是世界上安全系数排名第3的国

家（全球和平指数排行榜2022）

人类发展指数(HDI)最新排名中，爱尔

兰的生活质量位列世界第二，联合国认

定的英语世界中生活质量最高国家，这

份报告从健康、教育和收入水平三方面

比较了全球189个国家/地区的发展水平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
country-rankings/hdi-by-country 

都柏林是欧洲硅谷，创新与工业中心，

大量跨国公司 Google, Facebook, 

Microsoft, Intel, Pfizer, HP, 华为将其

爱尔兰总部设置于此

成功完成爱尔兰高等教育学位课程的毕

业生，本科可获得1年毕业工作签证，

研究生可获得2年，更多信息请前往：

www.irishimmigration.ie/my-

situation-has-changed-since-i-

arrived-in-ireland/third-level-

graduate-programme

London

Paris

Berlin

3
HOURS

2
HOURS

1
HOUR

3wth Vil

Ho0 minuteslage 

圣三一位于欧洲硅谷-都柏林市中心

IRELAND
DUB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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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语言研究提供法语、德语、爱
尔兰语、意大利语、俄语、西班牙语

English Studies 英语研究

English Literature(JH)

英语语言文学（联合学位） 

European Studies 欧洲研究

Film 电影研究

Film(JH) 电影研究（联合学位） 

Geography(JH) 地理学（联合学位） 

History 历史学

History(JH) 历史学（联合学位） 

History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艺术与建筑学历史

History of Art and Architecture(JH) 

艺术与建筑学历史（联合学位） 

Linguistics(JH) 语言学（联合学位）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JH)

历史与政治学（联合学位） 

Middle Eastern and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中东和欧洲语言和文化

Middle Eastern, Jewish and Islamic 

Civilisations 

中东、犹太教和伊斯兰文明

Modern Languages*  现代语言研究

Modern Languages*  plus another 

subject（JH) 现代语言研究和另一门课

程可选(联合学位） 

Music 音乐学

Music(JH) 音乐学（联合学位） 

Music Education 音乐教育

Religion 宗教学

Religion(JH) 宗教学（联合学位）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科学与数学类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生物和生物医药科学方向：

Biochemistry 生物化学

Botany 植物学

Environmental Sciences 环境科学    

Genetics 基因学

Human Genetics 人类遗传学

Immunology 免疫学     

Microbiology 微生物学     

Molecular Medicine 分子医学     

Neuroscience 神经科学     

Physiology 生理学

Zoology 动物学

Chemical Sciences 化学方向：

Chemistry 化学

Chemistry with Bioscience 

生物化学     

Chemistry with Molecular 

Modeling 分子化学 

Medicinal Chemistry 药物化学     

Nanoscience 纳米技术

Geography and Geoscience

地理和地质学方向：

    Geography 地理学

    Geoscience 地质学

Physical Sciences 物理方向：

Physics 物理学

Physics with Astrophysics     

物理学与天体物理学     

Nanoscience 纳米技术

Arts and Humanities

艺术与人文

Ancient and Medieval History and 

Culture 古代及中世纪历史与文化

Ancient History and Archaeology(JH) 

古代史与考古（联合学位）

Classical Civilisation(JH) 

古典文化（联合学位）

Classical Languages(JH) 

古典语言学（联合学位）

Classics, Ancient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古代史与考古

Clinical Speech and Language Studies

临床言语与语言研究

Computer Science, Linguistics and a 

Language计算机语言学与一门语言 

Deaf Studies 聋哑研究

Drama and Theatre Studies

戏剧与剧场研究

Drama Studies (JH)

戏剧研究（联合学位）

Drama: Stage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Theatre(The Lir) 

舞台管理与戏剧技术

Drama: Bachelor in Acting(The Lir)

表演学

Drama: Foundation Diploma in Acting 

and Theatre(The Lir) 

戏剧与表演（文凭课程）

Early and Modern lrish

早期和现代爱尔兰

备注: JH 代表Joint Honours联合荣誉学

位前往以下网站查看联合荣誉课程详情

www.tcd.ie/tjh/prospectivestudents →

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

Business and Law

商业与法律

Global Business 商业学

Business,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B.E.S.S.）

商业，经济和社会研究

Business Studies and a Language **

商学研究与一门语言

Law 法律学

Law(JH)  法律学(联合学位）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

社会与人文科学

Economic(JH) 

经济学（联合学位） 

Philosophy(JH) 

哲学（联合学位）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P.P.E.S.)

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

Political Science(JH)

政治科学（联合学位） 

Psychology 心理学

Social Policy(JH) 

社会政策（联合学位） 

Social Studies(Social Work)

社会研究（社会工作方向） 

Sociology(JH) 社会学（联合学位） 

** 商学研究与一门语言可选法语、德语、

俄语、波兰语或西班牙语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科学，科技，工程与数学

Engineering 工程类
Engineering (common entry), with 

specialisations in 工程学（大类）前两年

为专业基础课，大三可选以下专业方向：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生物工程     

Civil, Struc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土木、结构与环境工程     

Computer Engineering 

计算机工程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电子工程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Mechanical and Manufacturing

机械与制造工程

Engineering with Management

工程与管理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环境科学与工程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类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 and Business(JH)

计算机科学与商学（联合学位） 

Computer Science，Linguistics and a 

Language

计算机，语言学与一门语言

Management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Studies(M.S.I.S.S.)

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

Mathematics 数学

Theoretical Physics 理论物理
Clinical Speech and Language Studies

临床言语与语言研究

Dentistry 牙科学方向：

    Dental Hygiene 口腔卫生学

    Dental Nursing 口腔护理学

    Dental Science 牙科科学

    Dental Technology 牙科技术学

    Dental: Orthodontic Therapy 

    正畸治疗

Human Health and Disease

人类健康与疾病研究

Human Nutrition and Dietetics (Joint 

degree with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of 

Dublin) 营养学（与都柏林科技大学的联合

学位）

Medicine 医学

Occupational Therapy 职业治疗法

 Pharmacy 药学

Physiotherapy 理疗学

Radiation Therapy 放射治疗学

www.tcd.ie/study

申请和收费标准在爱尔兰分为以下
两类：来自爱尔兰/欧盟/欧洲经济
区申请者和非欧盟的申请者。
本科专业学费完整列表请参考: 
www.tcd.ie/academicregistry/fees-
and-payments 

Health Science
健康科学

Trinity College Dublin – The University of Dublin

本科学位课程
以下课程信息列举了部分圣三一本科学位课程。想要了
解全部课程列表可前往 www.tcd.ie/courses/under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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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申请指南

www.tcd.ie/study

– 循证读写
– 数学

申请要求
圣三一大学接受各类国内外高中学历，毕业
生持相关毕业证书可直接申请入学我校本科

课程。

不同专业对应不同的入学要求，课程的具体

入学要求请参考：

www.tcd.ie/study/assets/PDF/

AdmissionGuideUGNonEUFinal.pdf 高中成绩单

未加权的累计GPA 3.2-3.5

具体课程要求：
英语、数学、第二外语（英语非母语学生
可免）以及其他三门高中学科。

请在提交申请时上传成绩单

国际预科文凭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s) 

持有国际预科文凭的申请人需提交三门高级

水平科目以及三门标准水平科目的成绩。三

门高级水平科目的成绩均不得低于5分，三

门标准水平科目的成绩均不得低于4分。学

生提交的科目需含英语、数学和一门英语以

外的语言（英语非母语学生可免）。部分课

程会要求特定科目成绩，例如数学或科学。 

IB总分要求：根据专业不同，需达到30到

40分，包含附加分。

GCE A Levels 体系

学生如使用A Levels考试成绩申请圣三一
大学，根据专业不同，要求ABB至
A*A*A。需要提交6门不同科目成绩， 可

使用GCSE/iGCSE/AS/A Levels/中国会
考等考试成绩相加

且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学生须提供6门C或C以上的IGSCE/
GCSE或AS科目考试成绩，其中两门必
须在A-Level考试中达到C或C以上

以上六门科目须包含：

英语成绩

数学

一门除英语外的语言科目成绩（英语
非母语学生可免除）

注意事项：  

学生可将在Advanced GCE (A-Level) 不同场考

试中取得的成绩合并，以满足大学最低入学和科目

要求，但不能用于满足专业录取线要求（如

ABB，AAA等要求）。医学专业不接受拼分。

中国高考

根据不同专业，高中三年均分需达到

80%，85%，90%

高考成绩需达到所在省份高考满分的

68%， 72%， 80%

满足部分专业对个别考试科目的分数要求
（如有）

美国高中体系

由于标准化考试持续受COVID-19影响，
圣三一招生办公室在2023年将继续考虑其
他证明学术代替SAT或ACT考试，包括：
高中成绩单，两封推荐信以及个人陈述。

我们还接受参考其他学术表现，例如高级
进修课程（AP），与你申请的课程/专业相
关的具有高分的大学和荣誉级别课程。如果
你希望招生办公室参考SAT/ACT成绩，请
在申请时上传它们。

标准化考试分数
最低分数要求

SAT:1250-1400
 以下科目不得低于500分

ACT: 27-32
最低综合分数为27分，部分课程要求30
或32分。

备注：  
SAT/ACT考试和AP考试成绩非强制要求提
供，但相关科目分数将有助于申请评审团作
为参考。

持有其他证书的申请者

圣三一大学接受全球各地的优秀学生直接

进入我校学习。如需了解针对各国学生申

请条件的相关信息，请参见：

www.tcd.ie/study/undergraduate

一般语言要求
1. IELTS雅思

总分6.5分，单科不低于6分

2. TOEFL托福

总分90分，写作不低于21分

3. Duolingo英语测试

总分110/160分，单项不低100

4. Pearson Test of English

培生学术英语考试(PTE)

总分63分，单项不低于59

更多语言要求信息，请参见：

www.tcd.ie/study/apply/ad 

mission-requirements/

备注：

英语考试成绩有效期需在本科课

程开始前2年以内

国际本科生
英语语言要求

针对牙医及临床言语与语言研究专业
特殊专业语言要求

1.IELTS雅思

总分7分，单科不低于7分

2.TOEFL托福

总分90分，写作不低于21分

3.Duolingo英语测试

总分120/160分，单项不低100

学前语言课 

Pre-Sessional English 
Programme

针对语言成绩未达到直入要求的本科生及

研究生，可以参加圣三一提供的为期10周

学前语言课程。语言课结束后，学生不需

要重考语言考试，只需通过学校内部考

试。课程专注于训练学生的学术英语写作

及学术汇报，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全英学

习环境。申请条件：

1.获得课程的有条件录取信

2.满足语言班语言要求

如何申请
1. 前往课程官网找到心仪的本科课程

www.tcd.ie/courses

2. 查看网上申请指南，请参见 www.tcd.ie/study/
international/how-to-apply 或观看视频 bit.ly/
HowToApplyTrinity

3. 申请材料包括：
·高中成绩单
·高中毕业证（可后补）
·标准化考试成绩，如高考/SAT/Alevel（可后补）
·英语语言成绩（可后补）
·500字的个人陈述
·两封学术推荐信（申请递交后，推荐人将收到推荐

信上传链接邀请）
·课程特殊材料要求（如有）

4. 网申系统可以保存内容，申请系统填写完成后提交
并缴纳申请费以确认申请进入审核
备注：每个课程申请费€55，不退还

申请2023年9月入学
的关键时间节点

申请系统开放：2022年11月1日

申请截止：2023年6月
部分课程将提前截止，如药学、牙科科学、表

演等，请以官网为准

一般语言要求
雅思 总分6.0，单项不低于5.5

托福 总分72，单项不低于17

Duolingo英语测试 总分100/160分，单项不低于90

特殊专业语言要求
针对牙科及临床言语和语言研究专业或任何要求雅思7分

的课程

雅思总分6.5，单项不低于6.0
托福总分90，单项不低于20

Duolingo英语测试 总分110/160分，单项不低于100

语言课详细信息，请参考：
www.tcd.ie/slscs/english/trinity_pre-
sessional_programme/index.php

不要求作文成绩 

批判性阅读、数学和写作三科中的任意两

科不得低于1290分，任一科目不得低于

500分。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本科申请条件的信息，请

参见：

www.tcd.ie/study/apply/admission-

requirements/undergraduate

小贴士：
如果未能直接达到以上本科
入学要求的同学可以选择圣
三一国际预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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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三一大学与哥伦比亚
大学本科双学位课程 两个学位·两所大学

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

古典文学、古代史和考古学

中东与欧洲语言与文化

历史

神经系统科学：生物和生物医药科学

宗教

欧洲研究

英语研究

艺术与建筑史

电影

地球科学：地理与地球科学

哲学

中东、南亚与非洲研究｜宗教｜历史｜政治学

历史

哲学｜宗教

历史学｜政治学｜西班牙研究｜法语

英语

艺术史｜艺术史与视觉艺术｜建筑史与建筑理论

地球科学

电影与媒体研究

哲学

古典学｜古代史｜考古学

神经系统科学和行为

圣三一大学可选专业

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

课程简介

都柏林圣三一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双学

位本科课程为学生提供跨越两大洲及两

所世界顶级大学的国际教育体验。

课程毕业生将分别获得都柏林圣三一大

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位。前两年在都柏

林圣三一大学学习，后两年在哥伦比亚

大学学习。

入学要求

秋季入学申请截止日期：

2023年1月2日

在课程申请过程中，委员会将审核申请

者的学术背景、推荐信、标准考试成绩

和一篇个人论文，并进行一次英语面

试 。

建议感兴趣的申请者在正式网申前，预

览PDF版本的申请表（仅供参考）：

数学

哥伦比亚大学可选专业

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

数学｜应用数学｜经济学-数学｜数学-统计学
｜计算机科学-数学

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

https://tcd.gs.columbia.edu/

content/non-eu-applicants

由哥伦比亚大学和圣三一大学两校

代表组成的联合招生委员会将对申

请者逐一审核。

该项目采取考试可选择性提交政策

（SAT/ACT）针对2023年入学申请

面试

申请者将在三月上旬收到申请进展。

我们将与收到面试邀请的申请者联

系安排面试时间，面试为线上或线

下形式。

如需了解关于都柏林圣三一大学与

哥伦比亚大学双学位本科课程更多

申请信息，请参考

tcd.gs.columbia.edu 

或邮件联系

ColumbiaDualBA@tcd.ie

www.tcd.ie/study

圣三一工程学院与哥伦比亚
大学硕士双学位课程

Civil, Struc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and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Biomedical Engineering
Electronic Engineering
Electronic and/or Computer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with Management

Civi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Biomedical Engineer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mputer Engineering
Operations Research

圣三一工程方向 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方向

项目介绍

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推出工程双硕士课程，作为该双学位课程

的一部分，学生将在圣三一完成五年制工程或工程与管理（MAI）本硕连读

课程的前四年，第五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硕士课程。毕业生可以分别获得

由圣三一工程学院授予的MAI工程学硕士学位，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科

学硕士（MS）学位。

申请条件

圣三一工程学院本科在读学生

在圣三一本科均分60%以上（GPA3.2以上）

通过哥大申请审核

项目优势

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学习将前沿的工程学术研究与跨学科的合作学习和机会

结合起来。无论选择哪个方向，都能发展你的研究技能，有助于你的职业生

涯发展。不同方向的工程硕士课程为你提供了许多途径来推进你的学术和职

业目标。

更快获得理科硕士学位的途径

可以快速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工程硕士学位：全日制学生只需三个学期即可完

成该课程

获得一份好工作，开启您的职业生涯

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致力于指导学术求职过程。提供专业发展和领导力课

程、主题研讨会、实验室、竞赛，帮助学生建立专业技能、人际关系和自信

在纽约市生活和学习

你将在金融、艺术、媒体和研究中心生活和学习

你的学术成长

深入了解你最感兴趣方向的科学硕士课程，包括研究机会

和教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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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圣三一大学
国际预科课程

在爱尔兰都柏林通往成功之路

400多年来,都柏林圣三一大学无论是在国际认可的高

质量教育品质上,还是科研成果上都保持着全球领先水

平。都柏林圣三一大学的国际预科课程是一个为期一年

的大学预备课程，可以帮助你激发潜力，为未来打下坚

实的基础，学生将学习英语、数学、批判性思维、沟通

技巧以及与选择专业方向相关的基础学科课程，为没能

直接达到本科入学要求的国际学生开启了可能之路。

申请时除了需要选择预科课程就读方向还要确定本科专

业方向。被国际预科课程录取的学生同时会获得都柏林

圣三一大学本科课程的有条件录取信。顺利完成国际预

科课程并达到成绩要求的学生，将在下一学年正式进入

圣三一开始他们所选专业方向的本科学士学位课程的学

习。

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国际预科课程在附属学院玛丽恩教

育学院开班授课。这里学生服务设施完善，能够确保住

宿。玛丽恩校区距都柏林市中心仅15分钟路程。

学费  2022/23
Pathway A: €16,480  
Pathway B: €17,995
具体学费及奖学金信息,请参阅: www.tcd.ie/study/
international/foundation-programme/fees.php

备注：费用可能有变化

入学要求

中国普通高中或持有GCSE/iGCSE成绩的中国学生可申请圣

三一国际预科

①中国普高体系

至少通过五门课程，包括数学（申请医学专业需成绩单内包含

化学科目）

高二申请：高二学年平均成绩需达到85分，办理签证需提交

会考

高三申请：高三平均成绩需达到80分

②GCSE/iGCSE学生

需提交五门成绩，包括数学。建议平均分C以上。

注：预科入读时年龄需达到17岁

预科具体入学要求,请参阅:

www.tcd.ie/study/international/foundation-programme/

英语语言要求

雅思（学术类）: 总分不低于5分，写作不低于5分，单项不低

于4.5分

托福: 总分不低于64分，写作不低于16分

Duolingo英语测试：总分80/160分

部分专业如英语，历史，法律，药剂，医学及心理学等有更高

的语言要求：

雅思: 总分不低于6.0分，单项不低于5.5分

托福：总分不低于72分，写作不低于20分

Duolingo 英语测试：总分 90/1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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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三一国际预科课程
有2个不同的学科分支A/B可供申请者选择

AB结合的学科

学科分支B-本科可对接专业
顺利完成工程、科学与健康科学的预科项目课程,并达到相应成绩要求的学生,可以继续在都
柏林圣三一大学学习以下本科课程:

 心理学

健康科学学院

• 药学
• 人类健康与疾病研究
• 职业治疗法
• 放射治疗学
• 物理治疗学

预知更多课程设置与选择信息,请访
问我们的网站: 
www.tcd.ie/study/international/
foundation-programme/

法律、商业、经济和社会科学：A

选择都柏林圣三一大学的国际预科学科分支A，让学生有机会在我们世界领先的艺术、人文与社
会科学学院学习。

核心课程

选修课程

学生将选修下列其中2门课程,选修课程决定了他们之后所要学习的本科课程

学科分支A-本科可对接专业
顺利完成学科分支A－法律、商业、经济和社会科学的预科项目课程，并达到相应成绩要求的学
生，可以继续在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学习以下本科课程:

学生也可以选择继续在玛丽恩教育学院学习以下课程:

 数学 学术英语

 社会学 商业  经济学

 古代史与考古&历史学

 古代史与考古&艺术与建筑史

 古代史与考古&俄语

 全球商业学

 商业学及波兰语或俄语

 商业，经济和社会研究

 古典文化&艺术与建筑史

 古典文化&意大利语

 古典语言学&艺术与建筑史

 古典学、古代史与考古

 戏剧与剧院研究

 英语文学与历史/电影研究/俄语/

古典语/古典文学/艺术和建筑史

 英语研究

 电影

 电影&历史学

 历史学

 历史学&艺术与建筑史

 历史学&俄语

 艺术与建筑史&意大利语

 历史学：古代及中世纪历史与文

 法律学

 法律&商业

 音乐

 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

 社会研究

 教育学

 早期儿童教育

核心课程

选修课程

学生将选修下列其中2门课程,选修课程决定了他们之后所要学习的本科课程

 数学 学术英语

工程，科学与健康科学：B

选择都柏林圣三一大学的国际预科学科分支B，让学生有机会在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学习工程、科
学及健康科学科目。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在神经科学、全球化、免疫学和分子医学等领域有重要的
研究机构中心。

• 物理学 • 化学 • 生物学

生物和生物医药科学方向：

 化学
 化学与分子建模
 化学及生物科学
 药物化学

 生物化学
 植物学
 环境科学
 基因学
 人类遗传学
 免疫学
 微生物学
 分子医学
 神经科学
 生理学
 动物学

化学方向：

地理和地质学方向：
物理方向：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科学与商学
 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

 地理学
 地质学  物理学

 物理与天体物理
 理论物理
 纳米技术

计算机方向：

 数学
 临床言语与语言研究

工程方向：

 工程学
 工程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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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Writing (M.Phil.)

创意写作（哲学硕士）

Irish Writing (M.Phil.)

爱尔兰文学创作（哲学硕士）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ies (M.Phil.) 

现当代文学研究（哲学硕士）

School of Histories and Humanities 

历史与人文学院

Art History (M.Phil.) 艺术史（哲学硕士）

Classics (M.Phil.) 古典学（哲学硕士） 

Early Modern History (M.Phil.)

早期当代历史（哲学硕士）

Environmental History (M.Phil.)

环境历史（哲学硕士）

Gender and Women's Studies 

(M.Phil.) 性别和女性研究（哲学硕士） 

International History (M.Phil.)

国际史（哲学硕士）

Medieval Studies (M.Phil.)

中世纪研究（哲学硕士）

Modern Irish History (M.Phil.)

爱尔兰现代史（哲学硕士）

Public History and Cultural Heritage 

(M.Phil.) 公共历史和文化遗产（哲学硕士）

School of Languages, Literatures 

and Cultural Studies

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学院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Phil.)

比较文学（哲学硕士）

Digital Humanities and Culture(M.Phil.)

数字人文与文化（哲学硕士）

Early Irish (M.Phil.)

古爱尔兰语言文学（哲学硕士） 

Identities & Cultures of Europe (M.Phil.)

欧洲文化与身份研究（哲学硕士） 

Literary Translation (M.Phil.)

文学翻译（哲学硕士）

Applie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M.Phil.) 应用跨文化传播学（哲学硕士）

Middle East in a Global Context (M.Phil.)

全球背景下的中东（哲学硕士）

School of Law 法学院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aw (LL.M.)

知识产权与信息技术法（法学硕士）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LL.M.) 国际比较法（法学硕士）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Business 

Law (LL.M.) 国际与欧洲商法（法学硕士）

Laws (LL.M.) 法律学（法学硕士） 

Law and Finance(M.Sc.)

法律与金融（理学硕士）

School of Linguistic, Speech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s

语言与传播学院

Applied Linguistics (M.Phil.) 

应用语言学（哲学硕士）

Chinese Studies (M.Phil.) 

中国研究（哲学硕士）

Clinical Speech and Language Studies 

(M.Sc.) 临床言语和语言研究（理学硕士）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Phil.)

英语教学（哲学硕士）

Linguistics (M.Phil.) 语言学（哲学硕士）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M.Phil.) 言语和语言处理（哲学硕士）

School of Psychology 心理学学院

Applied Behaviour Analysis (M.Sc.)

应用行为分析（理学硕士）

Applied Psychology (M.Sc.)

应用心理学（理学硕士）

Psychoanalytic Studies (M.Phil.)

精神分析研究（哲学硕士）

Clinical Psychology (D.Clin.Psych.)

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

Counselling Psychology (D.Couns.Psych.) 

辅导心理学（博士学位） 

Psychology (H.Dip)-Psychology 

Conversion Course 

心理学（高级文凭）心理学衔接课程

School of Religions 宗教学院

Christian Theology (M.Phil.)

基督教神学（哲学硕士）

授课型研究生学位课程

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

School of Business 商学院

Business Analytics (M.Sc)

商业分析（理学硕士）

Digital Marketing Strategy (M.Sc)

数字营销策略（理学硕士） 

Entrepreneurship (M.Sc.) 

创业学（理学硕士）

Finance (M.Sc.) 金融学（理学硕士）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M.Sc.)

金融风险管理（理学硕士）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Sc.) 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M.Sc.)

国际管理（理学硕士）

Management (M.Sc.) 管理学（理学硕士） 

Marketing (M.Sc.) 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Sc.)

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理学硕士）

Master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工商管理MBA（理学硕士）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Accounting

会计学（研究生文凭）

School of Creative Arts

创意艺术学院 

Film Studies  (M.Phil.)

电影学（哲学硕士）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M.Phil.)

戏剧和表演（哲学硕士）

Playwriting (M.F.A.)

剧本创作（艺术硕士）

Stage Design (M.F.A.)

舞台设计（艺术硕士）

Theatre Directing (M.F.A.)

戏剧导演（艺术硕士）

School of Education 教育学院

Master in Education (M.Ed.) 

教育学（教育硕士）

School of English 英语学院

Children’s Literature (M.Phil.)

儿童文学（哲学硕士）

Trinity College Dublin – The University of Dublin

研究生课程申请

在硕士及博士阶段，圣三一提供多种世界级课

程。跨学科研究中心久负盛名，吸引了各个领域

的顶尖研究人员。从生物医学到电影研究，从历

史到计算机科学，林林总总，包罗万象。

授课型研究生课程大多数为一年制，和其他院校

相比花费更少，授课型硕士课程列表请见下一

页。如需了解课程详情，请访问：www.tcd.ie/

courses/postgraduate/

圣三一在学术尖端研究方面享有良好声誉，如对

研究型硕士/博士课程感兴趣，请访问 

www.tcd.ie/courses/postgraduate/

postgraduate-research/

圣三一与多个国际工业巨头建立了伙伴关系，还

参与了欧盟的主要研究和发展项目。有着活跃的

研究氛围，研究生有许多机会参与导师研究项目。

在人类知识前沿去探索发现的氛围激励着圣三一

的研究生们投身科研，也正是这种精神，将圣三

一研究中心推到研究最前沿，在全球处于领先地

位。

有关研究生申请的完整信息，请参见

www.tcd.ie/study/international/how-to-

apply/index.php

备注：圣三一提供的所有研究生课程可能发生变

化，具体请以课程官网为准

入学要求

根据课程所在的学院不同，录取要求有所不同。

满足了基本要求即可递交申请。

申请流程及指导，请参考

www.tcd.ie/study/international/how-to-

apply/index.php

最低入学要求

非计算机或商学院的其他学院课程，请参考以下

入学要求

学术成绩

国内985大学，大学四年平均分在78%及以上；

国内211大学，大学四年平均分在80%及以上；

其他大学，大学四年平均分最好在82%分以上

英语语言

雅思总分不低于6.5，小分不低于6；
托福总分不低于88，写作不低于21分

注：23年入学申请，仍然接受Duolingo英语测
试；部分专业语言要求会有所不同，请以课程
详情页/学院官网为准或邮件和他们直接确认

其他要求（如有）

如作品集、研究领域和面试情况，请见课程详
情页或学院官网

www.tcd.ie/courses/postgraduate/

商学院入学要求

学术成绩

满足国内211&985及上海软科排名

（Shanghai Ranking）中国前200名大学

（不同专业排名要求有所不同），大学四年平

均分82%及以上；其他大学优秀学生申请将按

个案处理。

www.shanghairanking.cn/

英语语言

雅思总分6.5，单科不低于6.0；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M.Sc) ，Digital Marketing 

Strategy (M.Sc) 和Marketing (M.Sc.) 要求

雅思总分7.0，单科不低于6.0

其他要求（如有）

GMAT 申请时不需要提供，如有需要学校会索

取；GMAT 要求 Msc in Management  

500；其他课程550 

如有入学疑问，请直接邮件咨询商学院（英

文） Business.masters@tcd.ie 

小贴士：
因为圣三一是古典大学，遵
循传统，下页课程列表显示
的文科硕士都是M.Phil.，它
们仍然是授课型硕士，按照
正常方式申请即可。

计算机学院入学要求

学术成绩

国内211&985及上海交大世界大学排名

（ ARWU）前200名大学，大学四年平均分

最好82%以上；

若为非以上排名大学，需要有优异的专业课

成绩，优秀的个人陈述及推荐信（奖学金或

者获奖/工作经历也对申请很有帮助）

英语语言

雅思总分6.5（单科不低于6.0）

计算机学院不接受语言课程，学生必须考到

语言直入要求。建议带合格的语言成绩递交

申请，如无，请务必提供一个大致考试日期。

（由于位置有限，CS-Data Science/
Intelligent system以及Interactive digital 

media这3个专业申请时需提供合格的语言成

绩。）

其他要求

CS专业需参加在线编程测试(C, C++ or 

Java)，IDM专业需要参加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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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型研究生学位课程

i    生活费用按一年计，受学生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影响，实际花费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人而已，留学生活费用可能还会涉及如水电费/书籍/
个人用品/医疗/社交/衣服等。 

ii   学生公寓通常不提供餐饮服务，一般学生可以选择在家做饭节省成本或在校园食堂及市中心用餐。

iii  非欧盟学生需缴纳此项费用，根据所选保险公司及套餐不同，价格可能有所变化。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www.tcd.ie/study/international/arriving-in-ireland/health-insurance/index.php 

iv  Kavanagh Court有多种住宿房型可供本科生、研究生挑选。 Kavanagh Court 38周单人间 €10,260.

 具体信息，请参见: www.tcd.ie/accommodation/kavanagh-court/

v   除以上本科学生费用，圣三一提高了一个为期一周的可选项目-带本科生提前认识爱尔兰。此项目的价格已包含在外旅行的住宿费，

 详情信息，请参见： www.tcd.ie/study/international/pre-session-programmes

vi 平均租金参考的是在都柏林租一间43周的合租公寓的房间的租金。价格可能会因所选住宿类型而有很大差异。

 详情信息，请参见： www.tcd.ie/accommodation/faq

vii 实习费用、论文准备费用。如果研究生项目期间需要实习，费用由学生自付。准备和提交论文的相关费用

 （如打印、装订和摄影费用）也由学生自付。

所有本科课程、授课型/研究型研究生课程

均须缴纳每门课程55欧元的在线申请费。
请注意，在线申请费不予退还。

有关课程费用的完整列表，请查看：

www.tcd.ie/academicregistry/fees-

and-payments/

圣三一奖学金

圣三一为在读学生和有意愿就读的学生提供大量
奖学金机会。

每年圣三一专门为中国学生提供“爱心奖学
金”，E3奖学金。

申请信息请参考：

www.tcd.ie/study/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s

全日制国际学生

学费因课程而异，可能会有所变化。本科课
程为四年制，大部分研究生课程为一年制。

大多数中国申请者国属于非欧盟国际学生。
费用类别取决于居住地，而非国籍。在圣三
一有两种类别：爱尔兰／欧盟学生和非欧盟
国际学生。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Reconciliation 

(M.Phil.) 冲突解决与和解（哲学硕士） 

Intercultural Theology and Interreligious 

Studies (M.Phil.)

跨文化神学与宗教间研究（哲学硕士） 

International Peace Studies (M.Phil.) 

国际和平研究（哲学硕士）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社会科学和哲学学院

Comparative Social Change (M.Sc.)

比较社会学与社会变迁（理学硕士）

Applied Social Data Science 

(P.Grad.Dip.) 

应用社会数据科学（研究生文凭）

Economics (M.Sc.) 经济学（理学硕士）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Sc.)

国际政治（理学硕士）

Philosophy (M.Phil.) 哲学（哲学硕士） 

Race, Ethnicity, Conflict (M.Phil.)

种族、族群与冲突（哲学硕士）

School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Policy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学院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M.Sc.)

应用社会研究（理学硕士）

Social Work (M.S.W.)

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硕士）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工程、数学与科学

School of Biochemistry and 

Immunology 生物化学与免疫学学院

Immunology (M.Sc.) 免疫学（理学硕士） 

Immunotherapeutic (M.Sc.) 

免疫治疗（理学硕士）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Statistics计算机与统计学院

Computer Science (M.Sc.) - 

Augmented and Virtual Reality  计算机科

学-增强与虚拟现实技术（理学硕士）

Computer Science (M.Sc.) - Data 

Science 

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Computer Science (M.Sc.) - Future 

Networked Systems 

计算机科学-物联网（理学硕士） 

Computer Science (M.Sc.) - Intelligent 

Systems 

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理学硕士） 

Interactive Digital Media (M.Sc.)

交互式数字媒体（理学硕士）

Statistics and Sustainability (M.Sc.) 

统计分析与可持续发展（理学硕士）

School of Engineering工程学院

Bioengineering (M.Sc.) 

生物工程（理学硕士）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M.Sc.) 电子信息工程（理学硕士）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 Structural 

and Geotechnical / Transport) (M.Sc.) 

工程学（环境/结构与岩土/交通）（理学硕

士） 

Engineering (Sustainable Energy) 

(M.Sc.) 可持续能源工程（理学硕士）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Sc.)

机械工程（理学硕士）

Music and Media Technologies 

(M.Phil.) 音乐与媒体技术（哲学硕士）

School of Mathematics 数学学院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M.Sc.) 高效能运算（理学硕士） 

Quantum Fields,Strings and Gravity 

(M.Sc.)  量子场，弦和引力（理学硕士）

School of Physics 物理学院

Energy Science (M.Sc.)

能源科学（理学硕士）

Quantu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Sc.) 量子科学与技术（理学硕士）

School of Natural Sciences

自然科学学院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M.Sc.)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理学硕士） 

Development Practice (M.Sc.)

发展实践研究（理学硕士） 

Environmental Sciences (M.Sc.)

环境科学（理学硕士）

Smart and Sustainable Cities (M.Sc.)

智慧及可持续城市（理学硕士）

Health Sciences
健康科学

School of Dental Science

牙医科学学院

Dental Surgery (D.Ch.Dent.)

牙科手术（空腔外科博士学位）

School of Medicine 医学院

Addiction Recovery (M.Sc.)

成瘾性与戒断方式研究（理学硕士）

Applied Clinical Neuropsychology (M.Sc.)

应用临床神经心理学 （理学硕士）

Cancer Survivorship (M.Sc.) 

癌症生存（理学硕士）

Diagnostic Radiography (M.Sc.) 

诊断放射治疗（理学硕士） 

Entrepreneurship of Smart Medicines  

(M.Sc.) 智慧药物创业学（理学硕士） 

Genomic Medicine (M.Sc.) 

基因组医学（理学硕士）

Global Health (M.Sc.)  全球健康（理学硕士） 

Global Mental Health (M.Sc.) 

全球心理健康（理学硕士）

Healthcare Infection Management 

(M.Sc.)  医疗感染管理（理学硕士） 

Molecular Medicine (M.Sc.) 

分子医学（理学硕士）

Neuroscience (M.Sc.) 神经科学（理学硕士） 

Translational Oncology (M.Sc.) 

转化肿瘤学（理学硕士）

School of Nursing and Midwifery

护理学院

Ageing Health & Wellbeing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M.Sc.) 老龄化健康及智力发展障碍

研究（理学硕士） 

Community Health (M.Sc.) 

社区卫生（理学硕士）

Dementia (M.Sc.) 老年痴呆（理学硕士） 

Mental Health (M.Sc.) 心理健康（理学硕士） 

Nursing (M.Sc.) 护理学（理学硕士） 

Midwifery Practice and Leadership (M.Sc.)  

助产士实践与领导力（理学硕士）

Nursing - Child Health and Wellbeing 

(M.Sc.) 护理学-儿童健康和福利（理学硕士）

School of Pharmacy and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药学与药物科学学院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M.Sc.)

药物科学（理学硕士）

就读费用

必要生活费用参考 以欧元计每年
€3,000

移动通讯 €180

通勤 €1,000

健康保险 iii €150 - €500

本科生住宿 

1年市中心学生公寓住宿 iv €11,000

带本科生提前认识爱尔兰项

目（可选）v  €400

研究生住宿

1 年校外私人住宿 vi €8,000

1 年市中心商业学生公寓 €11,000

移民局注册费用 €300

餐食 i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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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签证

目前爱尔兰在中国大陆的签证中心有15个，

申请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就近的

签证中心办理，不受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

限制，查看离你最近的签证申请中心：

www.vfsglobal.cn/ireland/china/

chinese/visa_application_centre.html

圣三一希望所有来到都柏林的国际学生都拥

有积极的体验。

所有一年级非欧盟本科生将被优先考虑圣三

一运营的学生宿舍或圣三一推荐的住宿，学

生需要在申请截止日期前提出申请。住宿团

队将按照先到先得得原则考虑，因此建议提

前提交申请。

有一系列住宿可供学生选择：住宿不仅限于

大学运营的学生公寓如Trinity hall/On 

Campus或圣三一推荐的商业学生公寓或

私人住宿。

研究生和其他本科生的学生建议申请圣三一

推荐的其他住宿渠道，它们通常位于市中

心、设施齐全与其他学生共享起居室。

关于圣三一住宿疑问，请大家优先参考这篇

微信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

HSxlyhbChMWDQvfMsOLu8g

详情住宿信息，请参考：

www.tcd.ie/accommodation

中国学生需申请签证才能进入爱尔兰。一旦

获得圣三一的录取通知书，学生需联系爱尔

兰驻北京大使馆申请学生签证。

需要注意，所有非欧盟学生，无论是否需要

签证，都必须向爱尔兰移民局（INIS）注册

才能获得留在爱尔兰许可。 学生必须在机

场出入境处出示录取通知书，他们的护照将

获得临时的戳记。他们必须在临时戳记指定

的期限内向INIS注册。 你可以通过电子邮

件向AR请求签证录取通知书：

academic.registry@tcd.ie

如何申请签证

1. 所有申请人都必须填写在线申请表格，

网址为:www.visas.inis.gov.ie。当完

成在线申请并且在线系统收到所需文件

和费用时，才会处理该申请。

2. 提交ISD在线申请表之后，您会被要求

访问VFS签证申请中心的网站：

www.vfsglobal.cn/ireland/china

爱尔兰移民局已将签证申请收集和归还

工作交付给VFS Global。VFS负责管

理爱尔兰签证与移民局及爱尔兰大使馆

在中国的签证申请中心，签证申请中心

是你递交签证申请文件及生物识别信息

的场所。

3. 支付签证费及VFS Global服务费，目

前仅支持在线支付。

4. 一旦完成在线申请并支付了费用，你需

要选择距离您最近的签证中心(VAC)进

行在线预约

5. 申请人到访签证中心，采集生物识别信

息，递交签证申请以及签证材料

关于保险

学生在抵达爱尔兰之前需要提前购买好保

险，在申请签证和入境以及向移民局注册

时都需要提供保险凭证，如果你希望购买

爱尔兰当地的保险，以下是一些当地大型

保险公司供大家参考和选择：

• Study&Protect:

www.studyandprotect.com/

• VHIHealthcare:

www1.vhi.ie/

• AvivaHealth:

www.aviva.ie/

• LayaHealthcare:

www.layahealthcare.ie/

申请材料

有关爱尔兰学习签证所需文件的完整清单 ，

请访问：

www.dfa.ie/zh/aierlandashiguan/zhong-

guo/qian-zheng/qian-zheng-zhong-lei/

xue-xi-qian-zheng/

另请访问北京爱尔兰大使馆签证办事处网

站，获取有关针对中国申请人的任何文件及

其他要求的信息。

www.dfa.ie/irish-embassy/china/

如有签证疑问，请直接联系爱尔兰签证中心

邮件 irishvisabeijing@dfanet.ie 

有关签证和移民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nis.gov.ie

查询你的签证状态

通常，建议预留8周的签证申请处理时间。 

签证结果周报每周在该网站上公布，你可以

使用签证申请号在线查询签证结果：

www.dfa.ie/irish-embassy/china/vis 

as/visa-decisions/

申请获得批准后，使馆将签发签证到你的护

照上。

国际留学生的其他选择

留学生也可以选择其他住宿方式，许多人

会选择租住私人房屋，如与人合租公寓或

整租一套房子。圣三一大学学联(TCDSU) 

提住宿咨询服务为学生提供建议和住宿资

源，帮助学生找到合适的住处。

有关更多信息和建议，请参见：

www.tcdsuaccommodation.org

Kavanagh Court

Kavanagh Court是圣三一推荐的商业公司

运营的学生宿舍，提供给本科生及研究生，

距离圣三一步行15分钟。宿舍通常为6人公

寓，内设独立浴室单人间，6人共享宽敞的厨

房和客厅 。

Trinity Hall

Trinity Hall 是本科大一新生指定的校外学生

公寓。 宿舍为自助式公寓，每间公寓可容纳

6人，内设独立浴室单人间、独立浴室双人

间，还有宽敞的厨房和客厅。

Marino Institute

对于国际预科课程的学生，玛丽恩学院可确

保其住宿（需在规定时间内申请）。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见： eber.life/ie/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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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会

部分圣三一毕业生的就业公司

国际合作与学生交流

学生学习期间，一周可合法打工20小时，

在假期或学期结束后，可全职工作。爱尔兰

政府为国际留学生提供“毕业生工作签

证”(Stamp1G)，本科毕业生能够获得一

年毕业生工作签证，硕士毕业生最长可获得

两年毕业生工作签证。学生毕业后可在爱尔

兰寻求实习、工作机会获得有价值的海外工

作经验。如果学生能够获得符合工签许可标

准的就业机会，他们还可以选择在爱尔兰停

留更长的时间。

更多信息，请参见：
www.irishimmigration.ie/my-situation-
has-changed-since-i-arrived-in-
ireland/third-level-graduate-
programme 

爱尔兰学生工作签证政策

创业机会包括：

■ LaunchBox,Tangent's Student

Accelerator

■ Tangent Pioneers, International

Accelerator Programme

■ The Provost’s Innovation

Challenge at Tangent

■ Undergraduate Certificate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更多信息，请参见: 

www.tcd.ie/tangent

创新与创业

圣三一非常支持学生获得国际化学习经历，

圣三一的学生可以将海外学习作为其学位课

程的组成部分。圣三一与许多世界一流的大

学达成了合作伙伴协议，也是欧洲交流计划

Erasmus成员之一。

对于圣三一学生来说，他们可以从300多所

合作院校中选择心仪的大学，在国外度过大

三或一学期。还可以参加Erasmus计划在

欧洲各地学习，或作为国际交流计划的一部

分到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印度、非洲、

中东和其他地区学习。此外，还有越来越多

的海外实习和短期项目以及临床和研究实习

可供选择。

圣三一的学生从他们的海外学习经历中获益

良多，更多信息，请见我们的学生博客：

tcdglobal.wordpress.com/category/

outbound-students

出国学习交换机会

一些课程还提供短期国际实地考察作为选修

课程。 例如，我们自然科学学院的最后一

年的学生可以选择热带生态与保护课程。 

这包括在东非大裂谷进行的为期11天的实地

课程。 

圣三一的就业辅导中心与全球雇主合作，为

圣三一的学生和毕业生提供国际工作的机会

。积累国际工作经验可以增强学生的就业能

力，帮助他们发展新的技能，并更好地理解

在国际环境中的工作。

短期国际实地考察学习：选修课程

海外工作我们的毕业生受到各行各业雇主的青睐，许

多人已经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事业。以下是

一些近年来招聘圣三一毕业生的各类公司。

同时，圣三一职业发展中心提供一系列免费

就业辅导服务如：就业力比赛、专场招聘

会、CV&领英个性化定制修改、面试技巧

提升、一对一职业指导等等，帮助学生实现

职业理想。有关就业辅导更多信息，请参

见：www.tcd.ie/careers

你知道吗？

圣三一的毕业生就

业力名列世界前100
QS世界大学毕业生就业力 2022

圣三一培育企业家数量连
续7年居欧洲第1
Pitchbookk 大学报告 2021

圣三一拥有超过500个行业
顶尖合作伙伴包括： 
Microsoft, Google, IBM, 
Pfizer, Roche, Facebook...

圣三一致力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帮助他

们能够建立自己的公司，在课堂内外实现他

们的潜力并成为具有创业精神的毕业生。作

为欧洲学生创业的领导者，圣三一建立了 

Tangent, Trinity’s Ideas Workspace。

这个世界一流的设施位于圣三一商学院内，

为学生、员工和更广泛的创新生态系统提供

了一个集合作、构建和创新为一体的场所。

就业机会广泛

爱尔兰的高科技行业成为了一个亮点，许多行业巨头纷纷入驻爱尔兰。美国最顶尖的八大高

科技企业都已入驻爱尔兰。在全球数字行业，爱尔兰实力雄厚，许多知名大品牌都在爱尔兰

设立了分支机构。中国和外国企业对爱尔兰经济充满了信心，微软、亚马逊、华为、字节还

不断扩张在爱尔兰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学生无需支付额外学费还可以申
请全球交流助学金支持出国计划 。

详情请看：
www.tcd.ie/study/study-abroad/
outbound/apply/apply-
international.php 

CANADA 
McGill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 of Toronto 
University of Waterloo

MOROCCO
Mohammed V University 
Université Internationale de Rabat 

SOUTH AFRICA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UNITED ARAB EMIRATES
Abu Dhabi University

BRAZIL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AUSTRALI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Monash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Sydney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EGYPT
American University Cairo 
Pharos University in Alexandria 

CHINA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outheast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Wuhan University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
Southwest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Shanghai 
Jiao Tong Joint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JAPAN 
Kyoto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okyo
Waseda University

TAIWA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INGAPOR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EW ZEALAND
University of Auckland

SOUTH KOREA
Korea University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Yonsei University 

THAILAND 
Mahidol  
University

LEBANON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UNITED STATES
Barnard College
Boston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Drexel University 
Georgetown University
New York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versity of Florida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 and Pharmacy in St. Loui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

CHILE
University Adolfo Ibanez

INDIA
O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
Ashoka University
Thapar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ipal Academy of Higher Education

European Exchange Partners More than 200 European 
partners in over 20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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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支持

职业支持

职业服务在整个学年期间提供职业指导，建

议和意见反馈，以及工作准备和面试准备，

并在校园内组织知名企业的招聘会。详细信

息请参见：www.tcd.ie/careers/

mycareer/students.php

圣三一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有许多学

习，结交朋友和体验新事物的机会。 圣三

一不仅提供世界一流的课程，关心学生的学

术发展：我们还希望圣三一成为一个你可以

在社交，责任感，文化和个人发展的地方。 

我们的学生支持服务在这里可以帮助你：

     学生学习发展

       学生辅导

       学生健康

       职业辅导

       残障支持服务

       学术注册

       学生会和研究生会

更多信息，请参见：

我们还为国际学生提供特定的支持服务：

www.tcd.ie/study/international/student-
experience/supports-services.php 圣三一国际学生服务中心

圣三一全球室的工作人员和国际学生大使可

以为大家提供有用的建议如：适应爱尔兰/都

柏林/圣三一生活、移民局注册、银行开户、

健康保险、使用学生服务。更多信息，请参

见：www.tcd.ie/study/international/

student-experience

联系我们： tcdglobalroom@tcd.ie

国际性的社团和俱乐部

圣三一以其多样化的社团生活而闻名，圣三

一的社团和国际主题可以满足每一位同学。

国际学生新生周

在新生周期间，圣三一为国际学生举办了一

系列主题分享会，讨论图书馆设施使用、IT

支持、学术技巧、文化适应以及银行，医疗

保险和移民局注册等实际问题。

帮助同学们快速适应新的学习生活环境、认

识新朋友。更多信息，请参见：

 www.tcd.ie/students/orientation

熟悉都柏林计划

全球活动室的学生大使在学年开始时会面向

对都柏林不太了解的本科生开展该计划。在

学期的前六周，每个小组在每周一晚上开

会，讨论从都柏林超市购物到乘坐公共交通

再到结实新朋友以及如何适应都柏林文化。

他们还针对研究生开设了“入门指南”计

划。

个人导师

本科生将被分配一名个人导师（我们的学术

人员之一）帮助学生在圣三一的整个学习期

间。详细信息请参见：

www.tcd.ie/senior_tutor

健康服务
健康服务中心为学生提供初级的医疗健康服

务。

      学生可以免费预约咨询，可能会收取少

量额外的服务费用。

      在物理治疗、精神病学、旅行保健、性

保健、戒烟和小手术方面设有专门的诊所。

      它还侧重于为学生提供心理和职业健康

及健康教育方面的指导。

学术英语
圣三一为英语非母语的学生提供学前和学期

中的英语课程。注意名额有限，详细信息请

参见：www.tcd.ie/slscs/english

与我们学生聊天

如果对学生生活、校园学习或都柏林居住有
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的在校学生： 
www.tcd.ie/global/talktostudents 

机场迎接服务

到达都柏林机场的新国际学生可以使用这项

可选的免费服务，告诉你如何前往圣三一大

学校园或你的住宿地

与国际学生协会一起探索爱尔兰

生之间的交流，目前已有500多名成员。 活

国际学生协会致力于促进当地学生与国际学

动包括社交之夜，交流与演讲，看电影，一

日游和周末旅行。 

学术注册处
学术注册处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重要的行

政服务：申请和录取，学费，新生注册，海

外学习交换，考试，成绩单和毕业。通过 

my.tcd.ie 主页的ASK AR按钮或直接发送

邮件到 academic.registry@tcd.ie

详细信息请参见：

www.tcd.ie/academicregistry

学生导师

在新生周期间，所有本科生都被分配一名学

生导师。你的导师将确保你在大一新生的一

周内与同学见面，将在校园内带你参观，并

保持定期的联系，邀请你参加校园内外的活

动，适应外国大学生活。学生导师可以向本

科新生提供一对一辅导的机会。 他们都接受

了学校专业的培训，非常平易近人且负责。详

细信息请参见：

student2student.tcd.ie

支持你从高中顺利过渡

学生学习发展项目通过一系列服务，包括面
对面/在线研讨会、个人咨询帮助你有效学习
并取得成功。还可以从数学帮助室和编程中

心获得更多高质量学习辅导。详细信息请参
见：studentlearning.tc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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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校友就读体验

“我会选择爱尔兰留学是基于未来就业以及生活环境的原

因。首先这里是个很好就业的地方，都柏林有很多国际科技

企业如 Google, Intel, Facebook, IBM, Apple, Dell，Amazon。

首都都柏林更是欧洲重要的金触中心，企业有Accenture . 

Grant Thornton , Ulster Bank。所以我知道毕业后，我在

这里有很多选择。

在大学影晌中最深刻的事就是和两个伙伴一起申请学校

Lunchbox 项目。这个项目是学校安排来帮助那些有创业想

法的学生来实现他们的理想。申请成功后，学校会提供这十

几支队伍暑假三个月的工作地点和工资，也会安排导师和资

源帮助你实现你的想法和找到投资商。

当初选择来爱尔兰留学一半是一种机缘巧合，因为1999年

是爱尔兰面向中国国内大力发展留学市场的开始，所以觉

得选择爱尔兰应该会有一些潜在的发展机会对留学生(实践

证明的确是这样)。同时另一半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欧洲文

化，况且我以前在国内学的外语也是英语。

圣三一大学的各个系/院都拥有很多相当牛的教授/学者，无

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方面。拿我们药学系来说，Helen 

Sheridan 教授研发的抗肠炎新药已通过一期临床；

John Gilmer 教授主导研制的新一代补铁产品也在去年投

放到了市场。

而且，作为400多年的历史名校，除了拥有有名的历史建

筑和爱尔兰国宝凯尔经外，圣三一大学的校园也是相当的

漂亮，所以每天在校园里你会发现你是在穿梭于学生，教

工和及来学校参观的游客之间。碰上毕业典礼，估计你还

会被些游客们要求合影哪！”

博士：药学 

张涛
现任职于爱尔兰APC公司，担任

Team Lead in Process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职位 爱尔兰在英国脱欧后是欧盟里唯一的英语国家，在欧洲有着

重要地位，越来越多企业选择爱尔兰作为中心。由于爱尔兰

的人口少，需要大量移民来工作。加上我听说圣三一马上要

与政府联手在都柏林市中心建新的校区，这本身属于爱尔兰

政府项目建造“大运河”创新区的一部分，这无疑将会产生

更多的工作岗位，对于留学生来说，这是相当大的机遇。

工程分电子，机械，土木工程。生物工程比较特殊。现在计

算机工程也很热门。我和国内的朋友聊天，发现很多人对发

达国家外包工程存在误解。认为他们会因为便宜而依赖外包

商。其实这只是片面的。发展中国家的开发理念也处于发展

中的。大部分的公司会选择本土的外包商，所以不存在工作

岗位外包减少的情况。恰恰相反，爱尔兰现在对各方面的工

程师需求很大，工作岗位机会也非常多，而且工程师的起薪

和收入都在爱尔兰算是很不错的。

圣三一本科出国交换可以去很多世界各地的top类学校，

例如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国内清华

北大，美国的加州伯克利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等。如果

有意要去顶尖大学交换，至少需要保证自己本科的学业优

秀，还要展现去那里交换的足够动机。我下学期即将去美

国伯克利交换。

我们学校本科课程一开始不会很难，让大一新生有充分的

时间进行自我调整，适应这边的节奏。课程老师是各个领

域的大牛，实力都特别强，还有来自麻省理工的老师。有

的教授讲地很清楚，一目了然，板书做地非常清楚。有的

教授讲的虽然比较难，需要下课花时间自学，但如果有自

己无法理解的或是想不通的地方，直接去问教授，他们会

很耐心的解答。教授还会给学生科研方向上和做人做事上

的建议。

爱尔兰是全球开展商业活动的最佳选址之一，尤其是IT, 

医疗与金融租赁领域。它有优惠的税收政策，亲商的投资环

境，年轻且高学历的劳动力市场，且与中国，欧洲，美国都

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爱尔兰留学，更有可能留在爱尔

兰工作，将来也有很多机会去欧盟其他国家，去英国美国发

展。

圣三一是第一眼就让我留下美好印象的大学：古老的建

筑，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还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生。通

过在律所的工作沟通和与其他法律界人士的交流，我认为圣

三一大学是爱尔兰最好的大学，没有之一，尤其是法学专

业，它拥有最强的师资力量和非常好的学术氛围，在教育经

费上，也得到了爱尔兰政府的鼎力支持。

小班授课和探究式教学是课程最吸引我的地方之一。班上只

有11位同学，所以在课堂中就能更多地与各科教授进互动。
教授对非母语学生都会特别关注，提供细致的指导。

一年硕士学术氛围是很强的，不同教授作为客座讲师经常提

及自己研究兴趣及当前课题，为有读博意向的同学提供了更

多选择导师范围。入学后，系里会根据学生的研究计划为学

生匹配最佳导师。论文完成过程中，学术科研能力得到完整

训练，从文献阅读、归纳到论文撰写，导师们都非常有耐心
地指导学生，也会邀请对读博有意向或论文优秀的学生一起

研究课题并发表， 为博士申请创造增加学术背景。

硕士在读期间，我就拿到了TCD博士offer。我导师总是把博

士生放在第一位，与学生合作 （论文发表，学术会议，建立

研究网络，推荐工作），支持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成为

独立的科研人员。读博中，我结交了很多早期干预领域研究

者，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研究网络。这样的network非常有助于

博士生寻找在职工作机会。从博三开始我就在Saint Nicholas 

Montessori College 担任研究指导老师，去年成为了都柏林

城市大学（DCU）特殊及融合教育的兼职讲师。

本硕连读：机械工程 

陈大乐
现任职于爱尔兰国企电力供应局
ESB, 还拿到戴尔、施耐德Offer

硕士：电子信息工程 

马冰
现任职于医疗器械Mallinckrodt公

司，从事研发工作

硕士：国际及欧盟商法

尹竹青
目前在爱尔兰的一家飞机租赁公
司担任法务总监职务

本科：理论物理

Yueying
大二在读，Foundation 奖学金

获得者

硕博连读：教育学

Rita
现任职于都柏林城市大学，担任特殊

及融合教育讲师

本科：全球商业学

王思懿
爱心奖学金获得者

全球商业学与其它学校商科专业最大的不同是体验式学

习。它不仅重视学术知识，并且非常强调知识与行业经验

相结合。每一个阶段，Global Business都有着详细的结

构。比如说，学生在大一需要了解了解商业，组织和管理

的历史和演变。它会给你一个机会去发现你自己感兴趣领

域。当然，大一还是以建立稳固的基础知识为主。之后我

们还可以有机会去18个国家的50所大学学习，去体验不

同国家文化。到了大四，这门课程还会安排实习，整个大

学的安排我感觉非常充实。

硕士：比较文学 

李丽红
现任职于咨询服务行业

相较其他英语为母语的欧美国家来说，爱尔兰留学费用也

比较低，工签政策好，就业又相对容易，还有一个非常重

磅的隐形福利——留学就业加移民一条龙！作为文学专业

毕业生来说，初来乍到找工作时确实有挑战性，但是近几

年爱尔兰在亚洲各国的业务较为频繁，所以我在当时的就

业完全是赶上了机遇，努力参加活动，练习英文，把自己

的综合能力提高，继而可以在人力资源、操作等方面有竞

争优势。我个人而言，毕业以后，偶然进入了留学、移

民、签证等咨询服务行业，一年的毕业签证，两年的工作

签证，继而成功申请了爱尔兰的居留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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