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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好学校和好专业是影响一生的重要决定。

圣玛丽大学将会是您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并会为
您带来学术上的卓越成就。

您将会加入一个丰富多彩，活力四射，包罗万象的集
体。在这里，每一个学生的个人价值都得到尊重。

您将在这里学习，塑造您的未来，并在这个繁荣而友好
的环境里愉快生活。

圣玛丽大学将为您带来知识，为你铺设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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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的实习经历

我们的职业服务中心为学生提供

各种实习机会，从而提升您简历

的竞争力。我们95%的本科学生都

能在毕业后顺利就业或继续深造

研究生学位。 

优美的校园
我们校园环境安全，绿树成荫，乘

坐火车30分钟即可到达伦敦市中

心。您可以选择校内的学生宿舍或

校外的大学公寓。 

高质量的教学
我们优质的教学曾在2017年荣获 

“教学卓越成就奖”银奖。

节省时间与金钱
通过我们的3+1项目，您可以在4

年内完成学士与硕士学位的学习。

加入我们(2019-2010学年)

您是一名学生，

不是一个学号。
我们采用“以学生为中心”

的学习模式，由我们的优秀

讲师进行小班式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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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级别的体育设施
我们所提供的体育设施堪比世界

级体育学院。无论您是想强身健

体或者目标成为一名奥运健儿，

圣玛丽大学的体育设施都能满足

您的要求。

优越的地理位置
乘坐公共汽车15分钟就能到达金士

顿或里士满商业区。那里有各式商

店、餐馆、剧院、电影院。您还可

以在夏天到泰晤士河划船游玩。

排名前10的大学
我们的课程和讲座在2018 

“WhatUni”  大奖中被评选为

前10的大学。

在英国和其他各
国学习 

您将有机会到我们在欧

洲、美洲、澳洲和亚洲的

合作院校进行一个学期或

暑期的交流学习。 



圣玛丽有来自超过90个国家的学生，他们
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您将成为这个活力
四射，多姿多彩，包罗万象的集体中的一
员。我们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人价值。

国际化集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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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学习一年

• 第一和第二学期在圣玛丽大

学学习 (九月或七月入学)

• 通过您的学校申请或由个人

独立申请

• 每学期选择3-4门课程

• 可以跨专业学习

• 选择参与附加的体育项目

详见 www.stmarys.ac.uk/ 
international/study-abroad for 
more information.

留学
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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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玛丽大学伦敦国际学院提供本
科预科课程，入学要求视学生情
况而定.

本科专业课程
2019本科课程信息网页 – www.stmarys.ac.uk/undergraduate

商务法律  BA

商务管理  BA

商务管理与企业精神 BA 

商务与金融 BA  

国际商务管理 BA

法学LLB

法律与犯罪学 LLB

心理学 BSc

体育管理 BA

旅游学 BA

旅游管理 BA

表演学 BA

通讯与市场 BA

通讯、传媒与市场 BA

通讯、设计与市场 BA 

通讯、数据与市场 BA

创作与专业写作 BA

犯罪与社会学 BSc

英语语言与文学 BA

英国文学 BA

英国戏剧 BA

电影与制作 BA

电影与荧幕媒体 BA

历史学 BA

历史与国际关系 BA

政治与国际关系 BA

政治与通讯 BA

政治、政策与国际关系 BA

政治、国际关系与历史 BA

体育通讯与市场 BA

剧院技术 BA 

应用心理学 BSc

足球教育、教学与发展 FdA

健康与运动科学 BSc

营养学 BSc

体育与锻炼营养学 BSc

体育康复 BSc

体育科学 BSc

体育教育科学 BSc

力量与身体调节科学 BSc

教育与社会科学 BA

心理与体育科学 BA

小学教育（含英国教师资格） BA

神学与宗教研究 BA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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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专业课程 研究方向学位  

我们为您提供和研究方向的学位，您将有机会和我们

经验丰富的研究员一起工作

关于更多研究性学位的信息请登录网页

www.stmarys.ac.uk/research/ prospective-research-
students.htm其中一些专业信息可能有变化，请以网站更新为准

研究生课程信息网页 – www.stmarys.ac.uk/postgraduate-courses-london

慈善管理 MA

国际商务管理 MSc

国际商务法 LLM

国际与欧洲商务法 LLM

国际旅游管理 MA

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 MA

创意写作：第一小说 MA

外交学 MA

哥特式：文化、亚文化与相对文化 MA

人类的非法交易、移民与有组织犯罪  MA

国际关系学 MSc

国际体育新闻报道 MA

伦敦剧院研究 MA

体育新闻报道 MA

戏剧写作 MA

专业表演 (ALRA) MA

公共历史 MA

戏剧导演 MA

应用运动生理学 MSc

应用运动心理学 MSc

应用运动营养学 MSc

慢性病管理 MSc

人类营养学 MSc

营养与基因 MSc

物理疗法 MSc (两年)

体育、健康与应用科学 MRes

力量与身体调节 MSc (远程学习)

9

圣经研究 MA

生物与医药法 MA

天主教会学校领导：原则与实践 MA

天主教会学校教学 MA

基督教精神 MA

教育、文化与社会 MA

小学教育 PGCE

中学教育PGCE

教与学 （含英国教师资格证） MA (两年)

神学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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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要求

10

本科专业  （以下列出的特殊专业除外） 雅思平均分不低于6.0分，

并且单科不低于5.5分。

研究生专业 雅思平均分不低于6.0分，

并且单科不低于5.5分。

慈善管理 MA

国际商务管理 MSc

国际旅游管理MA

哥特式：文化、亚文化与相对文化 MA

人类非法交易、移民与有组织犯罪  MA

公共历史 MA

应用运动生理学 MSc

应用运动营养学 MSc

应用运动心理学 MSc

慢性疾病管理 MSc

营养与基因 MSc

体育、健康与应用科学 MRes

力量与身体调节 MSc (远程学习)

圣经研究 MA

生物与医药法 MA

天主教会学校领导：原则与实践 MA

天主教会学校教学 MA

教育、⽂化与社会 MA

神学MA

创意写作：第一小说 MA
雅思平均分不低于6.5分，

并且单科不低于6.0分。
人类营养学 MSc

国际体育新闻报道 MA

伦敦剧院研究 MA

营养学 BSc

PGCE 课程– 详见网站

戏剧写作 MA

专业表演 (ALRA) MA

教与学 （含英国教师资格证） MA (两年)

戏剧导演 MA

物理疗法 MSc, 雅思平均分不低于7.0分，

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 MA 并且单科不低于6.5分。

体育新闻报道 MA
雅思平均分不低于7.0分，

并且写作不低于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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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入学条件
A levels 96-112 分 (BBC–CCC)
国际文凭 28 分

预科 45-50%

中国 ⾼考达到总分70%及以上

香港 HKDSE 考试三科达到4分以上，含两科选修（接受中⽂成绩）

详情访问  
www.stmarys.ac.uk/international/entry-requirement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entry requirements for undergraduate degree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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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您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申请圣玛丽大学的
本科和研究生专业课程

本科专业课程

网上申请

如果您只申请圣玛丽学校，并且不打算申请
其他大学，那么您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国际
本科生在线申请系统提交申请:  
www.stmarys.ac.uk/international/ 
form.htm

登陆UCAS 申请 (www.ucas.com)
如果您同时申请多个英国的大学，我们建议登
陆UCAS 的网络申请系统提交申请。您可以在我
们各个专业网站上找到专业对应的UCAS代码。

使用 Common App 申请
www.commonapp.org
如果您在美国申请，或者申请其他同为 
Common App 成员的大学／学院，那您可以在 
Common App 上提交申请。如果您所在的国家
或地区有我们的招生代表，您也可以在他们的
帮助下进行申请。详细的招生代表信息请访问
网站查看。

在您被录取为国际生之后，在我们出具学习录
取确认函之前 (CAS)，您需要预付至少 £2,000 
的学费。 

研究生专业课程

您可以在网上申请我们的研究生专业课程。
登陆相应的课程页面，点击“申请该课程”
。申请时您需要提交两封推荐信和最高学位
证扫描件。如果您还未取得学位证，可以先
提供您的成绩单。

您将需要获得英国二等荣誉学士学位同等学
位及以上的学位。所有申请都会经过我们经
验丰富的国际行政团队进行审核。 更多详
细信息请访问网站： 
www.stmarys.ac.uk/international
or email international@stmarys.ac.uk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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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管理支出和如何支付留学费
用是影响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圣玛
丽大学，我们会在经济方面为您提供相
应的帮助与建议。 

学费与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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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
2019-20 非欧盟本科生 £11,750 
2019-20 非欧盟研究生 £13,650 
教与学文学硕士（含英国教师资格证） 
£17,000  
(两年总费用)
戏剧导演文学硕士 £15,000

2019-20 留学费用
£5,875 每学期

更多关于学费信息，请访问网址：

www.stmarys.ac.uk/international/fees.htm

奖学金与助学金
圣玛丽大学为国际生提供“第一学年减免 

£3,000 ”的奖学金。所有第一学年的全日制

非欧盟本科生和研究生都资格。

您无需单独申请该项奖学金，在我们发出录

取信之后您将自动进入学费减免名单。专家

组将根据候选人之前的学业成绩和个人陈述

进行评估。 奖学金是在滚动的基础上颁发

的，因此提前申请的候选人可能有更大机会

获得奖学金。 

更多关于奖学金的最新信息 
请访问网站:

英国和欧盟学生 
www.stmarys.ac.uk/scholarships

非欧盟学生 
www.stmarys.ac.uk/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s.ht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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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市中心
  

30 分钟 

  
25 分钟 邱园皇家园林

  
20 分钟 汉普顿宫

  
15 分钟 金士顿

特维克汉姆
  

10 分钟 

游览校园
您可以登陆以下网址进入虚拟校园地图 
www.stmarys.ac.uk/virtual-tours

更多关于校园地址信息： 
www.stmarys.ac.uk/student-life/location

伦敦在身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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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玛丽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美丽的自助式
校园，宁静与安全。 毗邻金士顿，里士满地区
和伦敦市中心，您将拥有丰富的课余生活。

我们绿树成荫的校园距离伦敦市中心仅30分
钟路程。您可以尽享购物和娱乐的便利。能
够经常造访剧院，画廊和最新的展览会是您
不可多得的文化和教育福利。

步行即可到达泰丁顿和特维克汉姆商业街。
那里有各式商店、餐馆和酒吧。特维克汉姆
位于泰晤士河畔，像金士顿和里士满这样的
河畔商业区都距离校园很近，乘坐巴士很快
便能到达。 您会发现各种电影院、现场音
乐会、酒吧、剧院和保龄球馆，以及各式商
店、咖啡店和餐馆。 金士顿俱乐部为圣玛
丽学生提供特价优惠，还有很多其他学生折
扣。商业区也是寻找兼职工作的绝佳地点。

附近的里士满公园和位于特丁顿的灌木公园
拥有数百亩美丽而幽静的林地，可供人们散
步，骑自行车和跑步，空气清新，是天然的
氧吧。

皇家植物园、亨利八世的汉普顿宫、
博物馆、画廊和几个向公众开放的历史建筑
都在校园附近。

伦敦中心 里士满公园

校园
周边

特维克
汉姆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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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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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环境优美，设备齐全的校园里，圣玛丽
为您提供一个心旷神怡的学习环境。这里有近
6000名学生，您将结识很多新朋友，宾至如归。

历史悠久和世界闻名的建筑，以及最先进的
设施，使我们的校园与众不同。 小规模的
校园让这里的氛围更加友好而温馨，当您走
过校园时，您总会碰到一两个您认识的人。 
您会找到适合您的社交活动以及充足的社交
空间。

Dolce Vita café and Olympic-level running track

Strawberry Hill House Making friends on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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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ksandra  

波兰

 “我在圣玛丽的三年是一次丰富的冒险，我很

高兴能够有这样的体验。 校园非常漂亮，在伦

敦最美丽的地区之一，我被大自然所包围。 我

结交了很多朋友，参加过各种学生活动以及参

加社团活动”

心理学理学硕士 (2018年毕业  ）      

Lorenzo 意大利

 “圣玛丽是独特的。 我做过的最好的选择之一

就是加入圣玛丽。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不断学

习和提高学业水平和个人水平。 确实，圣玛丽

将学生放在首位，我总觉得我可以在校园的任

何地方寻求帮助。”

商务管理与体育科学本科      

(2019年毕业)        

Louis 美国

 “在圣玛丽学习是追求成为体育播音员的绝佳决

定。 它帮助我与同学和员工建立了一生的关

系。 我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同时也很享受在

新的国家留学的时光。”

国际体育新闻报道文学硕士

(2018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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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马来西亚 

 “留学英国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世界最伟大的思

想，建立人际关系网。在此学习我们能够随

时接触到老师，建立非常和谐愉快的师生关

系。我接受到良好的公平的待遇，平等的尊

重。我有大量的阅读时间，使我受益匪浅。

去年9月我回到马来西亚后，我被分配到
马来西亚卫生部总部。 我目前是医疗实

21

践部医疗立法和全球化部门的首席助理主
任。 该学位增加了我的知识，扩大了我对
医学伦理问题的看法，并将影响我的临床
实践。”

生物与医疗硕士

Xiaoqian 中国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在英国教授数学。 作为

一名教师是我的梦想，我非常喜欢数学，所以

这门课程是我实现梦想的绝佳平台。 在了解了

圣玛丽大学的历史，位置和教学质量后，我觉

得这所大学最适合我。”

教与学研究生（含教师资格）

(2019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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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i 日本

 “我喜欢圣玛丽，因为它有一种温馨

亲切的感觉 。人们都是朋友，或者

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我很享受这

个能够结识新朋友的地方。”

小学教育专业 

更多学生评价请访问 
www.stmarys.ac.uk/ international 
联系国际部  
请致电+44 (0) 20 8240 4192 
或发送邮件至 international@
stmarys.ac.uk

Alpha 挪威  
 ““成为圣玛丽大学的一名国际学生

非常有趣。 我非常喜欢圣玛丽大学，

因为所有的学生都很热情，周围环境

优美。 老师们非常乐于助人，学习发

展团队也非常乐于助人. 。

住在校园里十分的有趣，这里有很多活动

可以参加。如果你想拥有一个全新的，精

彩的人生经历，和所有老师，工作人员，

学生相处愉快，我向你推荐圣玛丽大学。

在这里，你会有最好的体验。”

商务管理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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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在圣玛丽的所有国际生都能有一个身心愉
悦，收益匪浅的学习经历。为此，我们提供一系列的
服务，以确保您能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其中包括提
供教牧、学术和语言等支持项目；这里多彩的社团活
动和便捷的设施让您能充分享受课余生活；对于新入
学的学生，我们也准备了详细的入学介绍课，以帮助
您在几周内适应留学生活。

国际生留学体验
校园服务

国际部 帮助所有国际学生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同时，还在您
攻读学位的基础上为您积极寻找出国访学交流的机会。

职业服务中心 在您申请工作时为您提供建议。不定期举行各
类讲座、交流会、招聘会等。为学术学习和个人职业发展搭建
桥梁。

实习服务中心 帮助所有本科学生寻找实习机会，为简历提高
竞争力。

英语语言支持:
• 学期中每周语言课,：免费的英语课程，帮助您提高学术英
语。

• 学期前语言课：帮助您提高雅思成绩0.5分，以便在学期开
始前达到相应专业的语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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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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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签证服务中心  为您解答关于申请学生签证的相关问题

校园健康服务中心  校园医生为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同时会
为您的健康提供建议

心理健康服务  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 ，组织各种活动促
进身心健康

教牧中心  为所有学生提供教牧帮助，我们包容和欢迎来自不
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并在校内提供不同的宗教祷告室。  

残疾人和阅读障碍服务  为行动不便的学生根据不同案例提供
相应帮助，使每个人都能正常学习

国际生入学介绍课
– 来到圣玛丽大学的前几周

所有新生都能参加我们的新学期欢迎周，我们邀请来自非欧盟
国家的学生参加国际生入学欢迎周，包括以下内容:

• 伦敦希思罗机场的免费接机服务

• 详尽的入学介绍，让我们的学生能以最快速度熟悉校园环
境、设施和服务，熟悉英国的学术文化和校园所在地区以及
到达英国各地和欧洲的交通方式 。

• 一系列的活动帮助国际学生尽快适应校园生活。

• 在到达之前可以通过我们的旅行合作伙伴预定我们的短途旅
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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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学生宿舍绝不仅仅是一个学习和睡
觉的地方，它是一个让您能融入这个充满活力
的集体的地方。在这里，您能遇到来自世界各
地的同学，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会成为您一
辈子的好朋友。

学校的住宿 学生宿舍 金士顿学生公寓

De Marillac 宿舍楼



27

本
科
生

研
究
生

单
人
间

双
人
间

套
间

含
食
堂
早
晚
餐

合
同
期
（
周
数
）

含
国
际
新
生
接
待

圣
诞
假
期
可
留
宿

每
周
费
用

(
2
0
1
8
/
1
9
)

宿舍楼 De Marillac Hall 3 3 3 3 37 3 £230

宿舍楼 Waldegrave 
Park Houses 3 3 3 3 37 3

£137-148  
(双人间)

£177-186  
(单人间)

宿舍楼 16 Strawberry 
Hill Road 3 3 3 37 3 3 £175

其他宿舍楼 3 3

3

其中一些
共用卫浴

3 37 £177-221

大学自助公寓 3

3

可提供陪读
人房间

3 51 3 3 £155-176

校园附近私人租房 
(stmarysstudentpad.
co.uk)

3 3 3 3 3 多选择
3

与房东确认

3

与房东确认
£115-300

Guide to accommo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ww.stmarys.ac.uk/student-life/accommodation

*Figures are approx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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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玛丽学生会（SMSU）是由学生管理，为学生服
务的注册慈善机构。 SMSU每年举行一次选举。
您有权选举学生会的主要代表和领导人。

来到圣玛丽大学，您就已经成为了学生会的一
员。我们的学生会给予每个学生平等发声的机
会，无论是在学术、社会或体育事务方面，每个
学生都有权利为学校提供宝贵建议与意见。

学生会支持各种体育俱乐部和社团。是您表达
自己，结交朋友和进行社交的完美平台。 

学生联合会
学生会活动中心内设有酒吧和俱乐部，全年
每周都组织各种活动。 活动在校内外进行，
包括每周俱乐部之夜，备受期待的
SIMMStock音乐节和夏季舞会。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tmarys.ac.uk/student-life/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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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

• 加勒比爆炸头

• 信徒爱世界

• 唱诗班

• 基督教领导力

• 基督教联盟

• 舞蹈社

• 辩论社

• 戏剧社

• 企业管理

• 企业管理企业管理

• 一爱教堂

• 地理社

• 历史社

• 国际化

• 工党

• 法律社

• LGBT+

• 不平凡的社会

• 营养学社

• 合伙经营

• 心理学社

• 圣玛丽校园

• (SMUC) 无线电

活动

• 划船派对
• 巴士俱乐部

• 圣诞派对

• 学生会大选

• SIMMStock 音乐节

• 滑雪旅行

• 社团颁奖晚宴

• 体育俱乐部颁奖晚宴

• 夏季舞会

• RAG 活动周

 • 新生欢迎周

• 西伦敦多彩活动

 
 
 
 
 

 
体育俱乐部

详见31页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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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之家
体育运动对于学生来说举足轻重，圣玛丽大学
深知这一点。事实上，不仅只是重视体育，圣
玛丽已然可被称作是运动之家。

我们深知运动对于学生的重要性，以及通过
参与运动为身心带来的好处和愉悦。我们为
学生们准备了各种会员、健身课、俱乐部、运
动项目。您将非常满意学校所提供的运动服
务。

学校里有世界级的体育场地和设施，很多国
家队运动员都曾到此训练或比赛。例如2015年
英式橄榄球世界杯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的
比赛就在圣玛丽大学举行。 

伦敦奥运会期间，南非、中国、日本、爱尔兰的
国家队都把圣玛丽大学作为赛前训练基地。

里约奥运会上，来自圣玛丽大学的学生和校
友运动员成绩优异， 其中包括 Sir Mo 
Farah CBE、Moe Sbihi MBE、Susannah 
Townsend MBE,、Karen Bennett 和Joshua 
Buatsi，他们都获得了奖牌。在所有大学中，
圣玛丽大学处于奥运奖牌榜第25位。

夏天成功的故事也在残奥会上续写：圣玛丽
的校友Toby Gold和Corrine Hall在残奥会上
为英国队赢得了三枚奖牌。 

2017 年的伦敦世界田径锦标赛，圣玛丽大学
成为来自14个国家运动员的预热基地，其中

包括中国、日本、美国、肯尼亚和加拿大。

无论您是开始健身之旅，想与朋友一起运动还
是想成为世界级运动员，圣玛丽都能为您提供
独特而灵感无限的运动体验。

   更多内容请访问  
www.stmarys.ac.uk/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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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俱乐部 • 长剑

• 田径 

• 羽毛球 • 混合武术

• 篮球 

• 拳击 • 无挡板篮球

• 啦啦队 • 划船

• 板球 • 橄榄球联赛

• 舞蹈 

• 足球    • 橄榄球联盟

• 五人制足球 • 圣玛丽力量

• 盖尔式足球 

  • 网球

• 体操 • 飞盘

• 曲棍球 

• 柔道和柔术 • 排球

• 长曲棍球

切尔西俱乐部唯一合作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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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强
势项目

参加里约奥

运会的运动员

获得9奖牌

奖牌数世界大学排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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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暑期班
莎士比亚暑期班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项目。您可以利用一个

暑假的时间在这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地区学习莎士比

亚著作。剧院之旅、伦敦社会实践与实用性的训练课程完

美结合，最后的成果将在公众面前进行展示。

} 2019年7-8月

} 3周课程

} 社会项目包括：探访伦敦剧院，如莎士比亚环球
剧；游览汉普顿宫和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地区；
泰晤士游船等。

} 与专业的演员、导演和幕后工作人员交流学习  

 

华威大学和圣玛丽
大学合作的暑期班
在为期三个星期的暑期班里，学生将走进到由顶尖的学者教授

进行授课的讲座和研讨会，这是一次非常有挑战性的体验。 您

还将结交很多新朋友，参加丰富的社会活动。  

} 2019年7月中旬－8月上旬

} 一系列课程，包括经济、公共政策、领导力等。

} 精彩的活动、著名嘉宾讲座以及伦敦文化探索之旅

更多内容请访问  www.warwick.ac.uk/summer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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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校园
在您选择学校之前，一定很想有机会亲眼到学
校看看吧。 那就来参加我们的校园开放日活动
吧！您可以参观我们设施和住宿，与我们的学生
交谈，和我们的学术人员见面，他们会耐心地为
您答疑解惑。

我们的访客都被这环境优美，绿树成荫，历
史悠久，氛围和谐的校园深深的吸引。所以
您还犹豫什么呢？

  我们每周都有校园游览活动，
详情请登陆我们的网址： 
www.stmarys.ac.uk/open-events/ 
undergraduate.aspx

虚拟实景地图游
如果您无法亲临校园，可以尝试虚拟实景地图游
www.stmarys.ac.uk/ contact/virtual-tour.aspx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邮件 
international@stmarys.ac.uk 
我们会在Skype上为您发送实景地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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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到达圣
玛丽大学 圣玛丽附近有便利的公共汽

车和火车服务系统，同时我
们也执行绿色出行计划，鼓
励更多可持续的交通方式，
如步行，骑自行车和公共交
通，减少汽车使用。

乘坐巴士
从里士满出发的33路巴士
站直达学校门口。R68和
285路的车站也在附近

乘坐火车或地铁
步行5分钟即到达草莓山

（Strawberry Hill）地铁
站，乘坐地铁30分钟可以
到达伦敦滑铁卢地铁站。
更多捷运从特维克汉姆站

（Twickenham）出发。最
近的地铁站是里士满站

（District 线）

乘坐飞机
圣玛丽大学距离伦敦希思
罗机场大约有30分钟车
程。抵达机场后可以乘坐
285路公共汽车（19站）到
达校园。如果您飞抵达伦
敦城市机场（City），盖威克
机场（Gatwick）或斯坦斯德
机场（Stansted），也有其它
便捷的公共交通方式到达
校园•

•
•

•

•

•

•

•

• •

•

•

•

•

LONDON

•

 

 

Enfield

Romford

Bromley

Sevenoaks

Guildford

Epsom

Kingston

Croydon

Dartford

Barnet

HEATHROW

Wembley

Harrow

Watford

Redhill

NO
RTH

 CIR
CULAR

SOUTH CIRCUL
ARSt Mary’s 

University

Rich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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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际部将帮助您了解更多有关课程的
信息以及申请流程。我们将尽最大能力让您
感到轻松、简单。我们随时为您解答任何关
于学习和费用任何疑问。 

了解更多
2018校园开放日 
9月15日星期六

10月24日星期三 

11月28日星期三

电话 +44 (0) 20 8240 2314
www.stmarys.ac.uk/open-events

寄信地址：
英国： St Mary’s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Waldegrave Road 
Twickenham, London TW1 4SX

美国： St Mary’s University  
North American Office 
53 W. Jackson Blvd, Suite 1115 
Chicago, IL 60604, USA 

致电我们
英国 + 44 (0) 20 8240 4192 
美国 +1 312-451-8014

邮件地址
international@stmarys.ac.uk 
Prospective students from  
North America can also email  
usa@stmarys.ac.uk

访问网站
www.stmarys.ac.uk/international 
stmaryslondon.cn

关注我们
facebook/stmarysworldwide 
twitter/stmaryslondonuk 
youtube.com/yourstmarys 
 instagram.com/stmarysworldwide 
stmarys.ac.uk/news

微信公众号：stmaryslondon
微博账号：英国账敦圣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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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册的信息更新至引发日期，最新资讯请登陆网站

2018年8月 大学官网 微博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