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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英国项目中国市场总负责人的欢迎信 
作为纳维教育英国项目的中国市场总负责人，很荣幸为
您介绍我们与10所英国大学合作提供的桥梁课程。

我们提供最棒的大学预科课程、大一文凭课程以及硕士
预科课程。学生在我们的课程中将得到极佳的学习体验
和终身难忘的回忆，您一定会对我们的服务非常满意。

如果您希望在学术课程前先提高英语能力，我们也非常
乐意为您提供帮助。

目前，在我们全球超过100所的院校中，正有超过10万名
在校生进行桥梁课程学习。确保学生做好攻读学位的准
备，我们正是该领域的专家。

在桥梁课程学习中，我们希望您会努力学习，但与此同时，
您还将有许多时间可以从休闲和社交活动中找到乐趣，
您也将从中获得大量的人脉和支持，这将使您终身受
益。

快来加入我们吧。

Donal O’Connor
纳维教育英国项目中国市场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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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
英国纳维学位桥梁课程学院是全球纳维教育集团的组成，是全球领先的教育机构。丰富的知识和
教师资源汇聚全世界超过120所学院和校区。

每一所英国纳维教育学院均与伙伴大学开展合作，提供学术桥梁课程，使学生能够在以下大学获取本
科和硕士学位：

• 剑桥安鲁大学（CRIC）

• 伯明翰城市大学（BCUIC）

• 伦敦布鲁内尔大学（LBIC）

• 爱丁堡龙比亚大学（EIC）

• 普利茅斯大学（PUIC）

• 阿伯丁罗伯特戈登大学（ICRGU）

• 斯旺西大学（ICWS）

• 赫特福德大学（HIC）

• 北安普顿大学（UNIC）

• 朴次茅斯大学（ICP）

多种选择，品质保证 

我们有10所学院任您选择，您可选择合适的学校位置。无论您选择了哪一所，您都将享受到高质量
的教学。

我们独特的教学方法不但能够帮助国际学生顺利转型成为英国大学毕业生，并帮助他们成为终身
学习者。在我们的学院中，学生将接受由高水平教师教授的创新型课程，并得以在现代化并充满活
力的教学环境中学习，这一切都离不开即亲切又经验丰富的学生服务团队提供的支持。

在英国纳维教育学院，学生们在努力学习的同时，还将拥有大量机会参与校园内和周边地区举行的
社会活动。我们所有的学院均坐落于合作大学的校园内，因此学生能够享受校园内一切设施带来
的便利。

通过与学院甚至是合作大学的教师、工作人员、同学的交流互动，学生可以完善自身的学习体验，使
自己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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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期待什么？

课程 入学要求 英语要求
本科预科课程 高二结束 雅思 5.0~5.5

大一文凭课程 高三毕业 雅思 5.5~6.0

大二文凭课程* 高三毕业 雅思 5.5

硕士预科课程 大专学位† 雅思 5.5~6.0

英语预备课程 – 雅思 4.0

* 注释：适用于爱丁堡龙比亚大学。

† 欢迎向纳维员工询问以下情况的解决方案：2或5年大专学位，远程教育学位， HND，无学位的本科毕
业生，之前曾在英国留学的学生，以及英国三等学位与普通学位（OD）。

为什么选择我们？
• 单一CAS覆盖全程学位教育——我们

保证获得本科预科和大一文凭课程录
取通知书的学生能够拿到NQF 6级的
CAS；相应的，硕士预科的录取通知书
对应NQF 7级的CAS。

• 所有纳维学院均被英国签证与移民局认
定为嵌入式学院，另外，整个学位期间
受到大学的担保纳维教育英国项目的学
生均可在英国境内续签。

• 高升学率——在2014到2015学年，我
们超过90%的桥梁课程学生成功晋级
到大学课程的学习。

• 一年多次开课——不管是本科或是研
究生阶段的桥梁课程，我们都提供了1
月、5月、9月和11月*的入学选择。

• 灵活的入学要求——中国高二的学生可
以申请本科预科课程，高三学生可申请
大一文凭课程，2/3/5年的大专毕业生
可以申请硕士预科课程（PMP）。

• 插入式大一课程——学生可以“插班”
进入大学课程，与大学的学生同班学
习。

• 7天24小时紧急联系人服务——每所学
院至少有一名紧急联络人，提供一周7
天，每天24小时的服务（参见纳维教育
学院章节）。

• 雅思免考——保证学生在顺利完成英
语配课后不再需要参加任何校外语言
考试。

• 语言课程——大部分语言中心的能够
帮助学生在3个月内提高雅思成绩1分。

• 两年制本科学位——一些学院的桥梁
课程可以对接2年制商科本科，学生能
在最短时间内、以最低的花费享受英国
教育。

* 仅限于斯旺西大学（ICWS）



4 Navitas UK DEGREE PATHWAY GUIDE 2016/17

大
学
前

大
学
阶
段

硕
士
阶
段

 

纳维学院 合作大学

硕士预科课程

英语课程

本科预科课程

大一文凭课程

英语课程

专科或本科学位
（至少15年教育）

高二或高三

大一课程

大二课程

大三课程

硕士学位

 
 

高中
* 仅限爱丁堡龙比亚大学（EIC）

大
学
前

大
学
阶
段

硕
士
阶
段

专科或本科学位
（至少15年教育）

高二或高三

硕士预科课程*

英语课程

大二文凭课程*

大一文凭课程

英语课程

纳维学院 合作大学

硕士学位

大一课程

大二课程

大三课程（获得学士学位）

大四课程（获得荣誉学士学位）

桥梁课程模式（课程均开设在大学校园内）——苏格兰

桥梁课程模式（课程均开设在大学校园内）——英格兰/威尔士

纳维英国桥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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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入学的流程

申请录取通知书

24至48小时

获得无条件录取通知书之前，您需
要填写英国纳维教育的申请表并核
对以下事项：

1. 完成申请表中各项内容的填写；

2. 阅读并理解入学条件，包括网站
上有关费用和退款政策的信
息；

3. 其他材料*：
• 学术成绩单
• 英语能力证明
• 护照复印件
• 之前的英国留学签证复印件 

（如有）
• 推荐信（如果要求提供）

* 注释：在录取阶段请勿附其他文件。

接收CAS 
24至72小时

在接收录取通知书之前，请核对以
下事项：

1. 阅读并理解入学的全部条款和
条件，清楚理解T4学习签证的要
求；

2. 需要缴纳押金才能收到CAS（请
知悉：课程种类不同，所需缴纳
押金的金额也不同）

3. 提供关于您家庭财产状况、家庭
成员和此前教育状况的相关文
件。

录取 
24小时

您在收到T4学习签证后，请核对以
下事项：

1. 告知学院您已经收到签证；

2. 确认住宿的详细信息，按照要求
缴纳租金（由于校内住房需求
量大，请尽快正式确认住宿情
况）；

3. 尽快确定您的抵达时间和接机
详情，以确保您及时参加新生入
学见面会和相关课程。 

学生申请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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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学院（BCUIC）

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学院欢迎您来到全英第二大城市！ 

为什么选择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学
院？
• 英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大学之一

• 学生毕业后从事和自身学历相符的工作
的比率位列各大学前30位（2013年《星
期日泰晤士报》大学指南》）

• 学生满意度为83%（2012年全国学生调
查）

• 灵活的入学系统，人性化的教育哲学，专
注的支持团队，以及如画的校园风景，这
里是国际学生学习生活的理想去处

• 专注的学生支持服务团队提供一天24小
时、一周7天的咨询服务和帮助

学在伯明翰
• 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学院正在实施一项

2.6亿英镑的投资计划，包括扩建市中心
校区和进一步发展现有设施。

• 伯明翰是英国第二大城市，在这里学生能
够获得全英最佳的生活体验，学生能够
参加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伯明翰是
一座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城市，是人们居
住生活、求学工作、娱乐休闲的绝佳去
处。

Birm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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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指南

本科生课程
入学要求和学费 

本科桥梁
课程 学术要求（中国） 学术要求（英国）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

本预课程 完成高中二年级，平均分不低
于70分或 
高中毕业成绩不低于60分

GCSE5门通过，平均分C 5.5 (5.5) 8,000英镑（一学期课程）
11,600-12,850英镑（两学期课程）
15,900英镑（三学期课程）- 仅限艺
术与设计专业

大一文凭课程 高中毕业，平均分不低于70分 商科：120个UCAS Tariff PointsAS/
A2
工程和技术：220个UCAS Tariff 
Points AS/A2

6.0 (5.5) 11,800-12,850英镑（两学期课程）

本科桥梁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本科桥梁课程 本科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一或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课程

1月 5月 9月 1月 5月 9月

会计和金融预科 会计和金融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会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会计和金融

建筑、艺术和设计方向 三个学期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3D设计制作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建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艺术和设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时装设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时装营销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美术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家具和家居产品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钟表制作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室内设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珠宝设计及相关产品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产品设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纺织品设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戏剧、表演和活动设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视觉传达

建筑环境研究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建筑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建造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规划和环境

商科和经济预科 建筑环境研究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会计和商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和经济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和金融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和人力资源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和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和市场营销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经济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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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学院（续）

本科桥梁课程 本科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一或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课程

1月 5月 9月 1月 5月 9月

工程方向

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汽车工程

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电子工程

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机械工程

法律方向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学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学与美国法制研究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学与商法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律与犯罪学

市场营销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市场营销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市场营销、广告和公关

技术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业信息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脑游戏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网络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网络与安全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数字媒体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影制作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影技术和视觉效果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安全与犯罪鉴定计算
机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信息与通信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赛车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音响工程与生产

硕士预科课程
入学要求和学费 

预科课程 学术要求（中国） 学术要求（英国）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

硕士预科课程 
（一学期课程）

本科学位，成绩通过 学士学位 5.5 (5.5) 8,200英镑

硕士预科课程 
（两学期课程）

HND证书（也接受大专学历） Pass 5.5 (5.5) 11,050英镑

硕士预科课程 
（艺术与设计，
三学期课程）

本科学历；大专学生提供较强作
品集/工作经验，评估通过可读三
学期预科

Pass 5.5 (5.5) 11,050英镑（两学期课程） 
15,900英镑（三学期课程）

本科桥梁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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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预科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硕士预科课程 硕士预科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

（两学期课程）

硕士预科
（三学期课程）

1月 5月或6月 9月 1月 5月或6月 9月

艺术和设计方向

文学硕士学位 艺术和设计

文学硕士学位 艺术教育

文学硕士学位 艺术实践与教育

文学硕士学位 艺术与项目管理

文学硕士学位 当代艺术策划

文学硕士学位 设计管理

文学硕士学位 设计和可视化

文学硕士学位 时装配饰设计

文学硕士学位 时装设计

文学硕士学位 时装营销

文学硕士学位 时装造型

文学硕士学位 美术

文学硕士学位 艺术与设计史

文学硕士学位 室内设计

文学硕士学位 产品设计

文学硕士学位 奇特艺术和设计研究

文学硕士学位 纺织品、时装和产品
表面设计

文学硕士学位 视觉传达

文学硕士学位 零碳建筑和改造设计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

（一学期课程）

硕士预科
（两学期课程）

1月 5月或6月 9月 1月 5月或6月 9月

会计和金融预科 商务方向

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 国际商务（不需
要工作经验）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与金融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与国际商务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与市场营销

法律方向

法律硕士学位 国际商法

法律硕士学位 国际人权法

管理方向

理科硕士学位 数据分析与管理

文学硕士学位 设计创新管理

文学硕士学位 时装与纺织品管理

文学硕士学位 全球教育管理

文学硕士学位 全球媒体管理

文学硕士学位 全球媒体管理（广告
业）

文学硕士学位 全球媒体管理（音乐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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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学院（续）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

（一学期课程）

硕士预科
（两学期课程）

1月 5月或6月 9月 1月 5月或6月 9月

管理方向 

文学硕士学位 全球媒体管理（新闻
业）

文学硕士学位 奢侈品牌管理

文学硕士学位 奢侈品珠宝管理

文学硕士学位 奢侈品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石油天然气管理

文学硕士学位 纺织业管理

媒体方向

文学硕士学位 创意产业与文化政策

文学硕士学位 活动和会展管理

文学硕士学位 国际新闻

文学硕士学位 音乐遗产

文学硕士学位 音乐产业

文学硕士学位 社交媒体

英语预备课程

桥梁课程 直接入学 10周课程 6周课程 FCEAP课程

本科预科课程（NQF 6级） 5.5 (5.5) 5.0 (4.5) 5.5 (5.0) 4.5(4.0)

大一文凭课程（NQF 6级） 6.0 (5.5) 5.0 (4.5) 5.5 (5.0) 4.5(4.0)

硕士预科课程 5.5 (5.5) 5.0 (4.5) 5.5 (5.0) 4.5 (4.0)

如何申请住宿和机场接机
住宿

宿舍介绍
bcuic.navitas.com/about-bcuic/
accommodation

申请方式
学校提供两种住宿：

1.  独立语言的录取通知书的同学， 
需要联系大学住宿

在线申请：bcusu.com/homes/bcuic

2.  Pathway和持有BCUIC语言录取通知
书的同学，可申请国际学院宿舍并由
国际学院学生服务处老师统一安排住
宿。

在线申请：bcuic.navitas.com/about-
bcuic/accommodation

申请时间
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申请住宿

押金
申请的同时缴纳住宿押金

联系方式
student.support@bcuic.bcu.ac.uk

接机

电话：+44 (0)121 331 5778 
电邮：student.support@bcuic.bcu.ac.uk

Offer申请
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学院在线申请网址 

bcuic.navitas.com/apply-today  

硕士预科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续）

联系人
招生联系人

Phil Richards，招生经理 
电话：+44 (0)121 331 5793 
电邮：admissions@bcuic.bcu.ac.uk

中国市场联系人 

Carrie Yang，市场经理 
电话：+44 (0)121 331 5792 
电邮：carrie.yang@bcuic.bcu.ac.uk 

紧急联系方式

24小时紧急联系电话：+44 (0)7583 362 135

http://www.bcuic.navitas.com/apply-today
http://www.bcuic.navitas.com/about-bcuic/accommodation
http://www.bcusu.com/homes/bcuic
http://www.bcuic.navitas.com/about-bcuic/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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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BCUIC: Yiru Jiang，中国，时装营销专业

 “我选择在伯明翰城市大

学学习，因为这里有闻名于

世的艺术与设计设施。我的

讲师以及学校与企业的密切

联系使我与雇主们建立了关

系网，从而打开了我的职场

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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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安鲁大学国际学院（CRIC）

剑桥安鲁大学国际学院欢迎您来到这所国际化的摩登大学，开启
您的职业生涯。

为什么选择剑桥安鲁大学国际学
院？
• ARU 安鲁大学历史悠久，其学位证

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 建校于1858年，前身为剑桥艺术学院。

• 安鲁大学设有100多个专业，
毕业生多达35000人。

• 毕业生佳绩：90%的毕业生在毕业
六个月内进入职场或升学深造。

• 雇主指导机制（EMS）：大学启动了
一项雇主指导机制，当地企业员工为
大学二年级学生提供商业指导。 

• 尖端设施：过去几年中，安鲁大学
已斥资8000万英镑来更新教学设
施。其中包括彭博交易大厅、法医
犯罪实验室、大学眼科医院、模拟
法庭、运动科学实验室等等。

学在剑桥
• 剑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学术文化

名城之一，安鲁大学的另外一个校
区——切姆斯福德也是一座现代化
的城市，距离伦敦仅35分钟车程；

• 两个校区距离市中心都仅
10分钟步行路程；

• 学生可以选择校内住宿，也可
以在校外住宿。在校外住宿步
行可至校区和市中心。

Cambridge
Chelms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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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指南

本科生课程
入学要求和学费 

桥梁课程 学术要求（中国） 学术要求（英国）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

本科预科 完成高中二年级，平均分不低
于60分

5门GCSE通过 5.5 (5.5) 6,300英镑（一学期课程） 
9,950英镑（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课程 高中毕业，会考或高考中的4门
学术科目平均分不低于60%（英
语和语文不算作学术科目）

UCAS计分达到100分 或等值分数 5.5 (5.5) 10,600英镑（教室授课） 
11,575英镑（实验室授课）

本科阶段预科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本科桥梁课程 本科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一或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课程

1月 5月 9月 1月 5月 9月

建筑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建筑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建筑学

艺术和设计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脑游戏艺术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时装设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影和电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美术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平面设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插画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插画和动画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室内设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摄影

商务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会计与金融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经济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银行与金融基础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与人力资源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与金融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与领导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金融与经济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商务管理（2年制
学位）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工商管理（3年制
学位）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市场营销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旅游管理

交流与人文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犯罪学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英语语言与语言学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英语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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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安鲁大学国际学院（续）

本科桥梁课程 本科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一或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课程

1月 5月 9月 1月 5月 9月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影研究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历史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媒体研究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哲学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社会学

计算机和技术方向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业信息系统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科学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子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网络基础设施和安全

教育与社会政策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幼儿教育研究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教育学研究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教育与儿童研究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社会政策

工程和建筑环境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声音与音乐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建筑测量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土木工程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土木工程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建设管理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机械工程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工程造价

法律方向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学

医疗和生命科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异常和临床心理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生物医学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犯罪和调查研究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医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心理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心理学和犯罪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公共卫生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体育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体育教练和体育教育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动物学

光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眼镜配镜

光学学士（荣誉）学位 验光学

本科阶段桥梁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续）



15
U

N
IV

E
R

S
IT

IE
S

硕士预科课程
入学要求和学费 

桥梁课程 学术要求（中国） 学术要求（英国）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

硕士预科课程 
（一学期课程）

3年大专，或完成最少15年的教育 本科普通学位（OD） 所有科目5.5分 6,275英镑

硕士预科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硕士预科课程 硕士预科课程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
（1学期课程） 校区

1月 5月 9月

工商管理学方向

工商管理学硕士 剑桥，切姆斯福德

工商管理学硕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剑桥

教育与社会政策方向

文学硕士学位 幼儿教育 切姆斯福德

文学硕士学位 教育学 切姆斯福德

理科硕士学位 儿童与青年 剑桥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福利与社会政策 剑桥

工程管理方向

理科硕士学位 工程管理 切姆斯福德

理科硕士学位 项目管理 切姆斯福德

国际管理方向

理科硕士学位 会计 切姆斯福德

理科硕士学位 会计与金融 切姆斯福德

理科硕士学位 创业管理 切姆斯福德

理科硕士学位 金融 切姆斯福德

文学硕士学位 人力资源管理 剑桥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商务（双学位） 剑桥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酒店及旅游管理 剑桥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学 剑桥

理科硕士学位 市场营销 剑桥

理科硕士学位 供应链管理 切姆斯福德

理科硕士学位 旅游管理 剑桥

法律方向

法律硕士学位 国际商法 剑桥

信息技术方向

理科硕士学位 计算机科学 剑桥

理科硕士学位 信息与通信技术 剑桥

理科硕士学位 移动通讯 切姆斯福德

理科硕士学位 网络安全 切姆斯福德

出版方向

文学硕士学位 出版学 剑桥

交流方向

文学硕士学位 国际文化交流 剑桥

文学硕士学位 国际关系 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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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安鲁大学国际学院（续）

英语预备课程

课程时长 开始日期 入学要求 学费

20周 2016年4月25日 各科目4.0及以上 5,200英镑

15周 2016年5月31日 4.5（写作最低4.5，听力、阅读、口
语最低4.0）

3,900英镑

12周 2016年6月20日 5.0（各科目最低4.5） 3,120英镑

10周 2016年7月4日 5.5（写作最低5.0，听力、阅读、口
语最低4.5）

2,600英镑

5周 2016年8月8日 5.5（各科目最低5.0） 1,300英镑

如何申请住宿和机场接机
住宿

宿舍介绍
cric.navitas.com/accommodation

申请方式
两种申请方式：

1.  填写在线申请表： cric.navitas.com/
accommodation-booking-online

2.  发送表格至邮箱申请；申请表：  
cric.navitas.com/accommodation, to 
accommodation@cric-uk.co.uk 

申请时间
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申请住宿

押金
住宿押金1000 英镑，随住宿申请通过银
行转账进行支付

联系方式
accommodation@cric-uk.co.uk

机场接机

费用：90到130英镑  
申请：cric.navitas.com/online-airport-
transfer-form

Offer申请
剑桥安鲁大学国际学院在线申请网址 

cric.navitas.com/apply

联系人
招生联系人

剑桥鲁斯金国际学院招生部 
电话：+44 (0)1223 695 7000 
电邮：cric@anglia.ac.uk 

中国市场联系人 

Katie Layt，营销与招生主管 
电话：+44 (0) 1223 695 720 
电邮：katie.layt@cric.anglia.ac.uk 

紧急联系方式

Andrew Richards: 
电话：+44 (0)7976 266432 
电邮：andrew.richards@anglia.ac.uk

http://www.cric.navitas.com/accommodation
http://www.cric.navitas.com/accommodation-booking-online
http://www.cric.navitas.com/accommodation
http://www.cric.navitas.com/online-airport-transfer-form
http://www.cric.navitas.com/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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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提供了良好
的学习和生活环
境，学生住宿的条
件也非常优越。剑
桥安鲁大学国际学
院会组织很多活动
和旅行，从中我结
识了很多朋友。来
剑桥学习对我来说
是生命中的一段珍
贵经历。”

My CRIC: Xin Liu，中国，管理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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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国际学院（EIC）

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国际学院欢迎您来到爱丁堡。对于希望获得
世界一流学位和一流工作的国际学生，这里是您在英国的不二之
选。 

为什么选择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国际
学院？
• 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国际学院

是英国唯一一所开设节日庆典
和活动管理专业的大学。

• 2016年《卫报》统计排名显示，普通
工程专业在全英排名第13，节日、活动
管理与旅游专业在全英排名第15。

• 达到75分的高三学生即可进
入大学二年级学习。

• 学生在第三年有带薪实习的机会，当
年学费仅收一半（根据课程情况）。

• 具有竞争力的学费：在保证高质量教学
的同时，课程费用相比其他大学较低。

• 小班授课：每班人数不超过20人。

学在爱丁堡
• 爱丁堡每年接待游客量位列全英第二

位，作为苏格兰首府，您可以享受到
任何首都城市可以为您提供的一切。
而在每年夏季旅游节时，爱丁堡还会
化身成为“全世界艺术的首都”。

• 从爱丁堡出发的航班途径巴
黎、阿姆斯特丹或迪拜可以抵
达所有中国主要城市。

• 在爱丁堡学习生活既安全又经济，目
前爱丁堡共有10万名在校学生。

• 爱丁堡是苏格兰高地探索之旅的核心
城市，学生在这里可以尽情享受户外
活动，例如滑雪、帆船和登山等。

Edinbu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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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指南

本科生课程
入学要求和学费 

本科桥梁课程 学术要求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
大一文凭课程（两学期课程） 完成高中二年级，平均分不低

于65分 
5.5 (5.5) 11,300至12,800英镑

大二学位课程（两学期课程） 高中毕业，平均分不低于75分 5.5 (5.5) 12,800英镑

大二学位课程（三学期课程） 高二完成，平均分不低于75分，
或高中毕业，平均分不低于65分

5.5 (5.5) 11,300英镑

本科阶段桥梁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本科桥梁课程 本科桥梁课程衔接专业 大一文凭课程入学
大二学位课程入学
（两学期课程、三学期课程）

2月 6月 9月 2月 6月 9月

会计和金融预科 会计和金融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会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会计与企业金融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会计与经济学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理财服务

商科和经济预科 商务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与会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与经济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与创业学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与节庆会展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与金融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与理财服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与人力资源
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与市场营销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与旅游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商务管理

文学学士学位/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商
务管理

商科和经济预科 商业研究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业研究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业研究与金融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业研究与人力资源
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业研究与市场营销

商科和经济预科 企业营销

文学学士学位/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市场营
销管理

文学学士学位/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市场营销
管理与消费者研究

文学学士学位/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营销管
理与创业学

土木工程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土木工程

工程学学士学位/工程学硕士学位 土木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土木与木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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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国际学院（续）

本科桥梁课程 本科桥梁课程衔接专业 大一文凭课程入学
大二学位课程入学
（两学期课程、三学期课程）

2月 6月 9月 2月 6月 9月

工程学学士学位/工程学硕士学位 土木与运输
工程

计算机和商务信息系统方向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安全和取证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系统和网络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信息技术管理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软件工程

工程方向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气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子与电气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子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能源与环境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工程管理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机械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机械电子学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高分子工程学

健康、生活和社会科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动物生物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生物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生物医学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环境生物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海洋和淡水生物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微生物学和生物技术

旅游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节庆会展人力资源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节庆会展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节庆会展管理与创业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节庆会展与市场营销
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节庆会展与旅游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旅游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旅游和市场营销管理

酒店管理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酒店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酒店与市场营销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酒店与旅游管理

本科阶段桥梁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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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预科课程预科
入学要求和学费 

预科课程 学术要求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
硕士预科课程（一学期课
程）

学士学位或三年制文凭（大专）或同等效力文凭 5.5 (5.5) 6,850英镑

硕士预科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硕士预科课程 硕士预科课程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

（一学期课程）

2月 6月 9月

文学硕士学位 电影学

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

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领导力实践） 

理科硕士学位 商务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商务管理与创业学

理科硕士学位 商务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市场营销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金融与企业战略

理科硕士学位 遗产和文化旅游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人力资源管理（国际）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商务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活动和节日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金融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市场营销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市场营销与节庆会展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旅游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市场营销

理科硕士学位 市场营销与节庆会展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旅游与酒店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旅游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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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国际学院（续）

英语预备课程

英语课程 雅思要求 CAS信息 学费

6周英语课程（适合9月和1月入学） 5.5 (5.0) 综合CAS 1,240英镑

12周英语课程（适合任何时间入学） 5.0 (4.5) 综合CAS 2,950英镑

47周英语课程（仅适合9月入学） 4.0 (4.0) 单独CAS 7,850英镑

如何申请住宿和机场接机
住宿

宿舍介绍
eic.navitas.com/students/accommodation

申请方式
收到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国际学院录取通
知书的学生可以通过学校网站申请住宿
（网址已在上面列出），套房收费标
准为£126/周，一居室公寓收费标准为
£140/周，合同期限一般为一学期。

申请时间
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申请住宿

押金
1,000英镑押金，随住宿申请通过银行转
账进行支付

联系方式
admission@eic.napier.ac.uk

机场接机

从爱丁堡机场接机费用：免费 
电邮：  student.services@eic.napier.ac.uk

Offer申请
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国际学院在线申请网址 

eic.navitas.com/apply–today

联系人
招生联系人

Paul Ashton，招生官 
电话：+44 (0)131 455 5147 
电邮：admission@eic.napier.ac.uk 

中国市场联系人 

王凌云，市场经理 
电话：+44 (0) 131 455 5148 
电邮：Lingyun.wang@eic.napier.ac.uk 
微信号：eiclingyun 

紧急联系方式

24小时紧急联系电话： 
+44 (0)786 603 4435

http://www.eic.navitas.com/students/accommodation
http://www.eic.navitas.com/students/apply-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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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国
际学院就像一个大家
庭，这里所有的老师对
每名新学生都非常热
情，他们帮助我更好
地适应了这里的新环
境。”

My EIC: Claudia Ma，中国，商务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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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特福德大学国际学院 赫特福德大学（HIC）

欢迎来到赫特福德大学国际学院-离伦敦市中心仅有25分钟的行程

为什么选择赫特福德大学国际学院？
• 赫特福德大学在全球校龄50年以下的大

学中排名第71位（据2015年《泰晤士报》
全英前100名校龄50年以下的大学）。

• 赫特福德大学国际学院距离伦敦市中心
仅25分钟行程，同时享受相对低廉的生
活成本。

• 入学条件灵活，强化英语课程的雅思成
绩要求仅为4.0分。

• 完成高中学业的学生可以通过赫特福德
大学国际学院大学直接进入一年级学习，
共有150门课程可以选择。三年大专毕业
的学生可以参加我校为期三个月的硕士
预科课程，从而获得赫特福德大学的硕
士学位。

• 赫特福德大学国际学院提供良好的学习
环境，采取小班授课方式，老师们还提供
额外的辅导，保证学生在学业上取得成
功。

• 赫特福德大学国际学院位于赫特福德大
学主校区，您可以使用校区内的所有设
施。

学在赫特福德郡
• 2015年，赫特福德郡在校区改建方面投

资200万英镑。

• 哈特菲尔德宫位于哈特菲尔德，伊丽莎白
一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代。

• 在20世纪30年代，哈特菲尔德建立了飞
机制造厂，此地因飞机制造业闻名于世。
这里制造了举世闻名的“舞毒蛾”和“虎
蛾”双翼飞机、“蚊型”战斗轰炸机以及
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彗星”。

• 据英国政府估算，您在此学习的每月生活
支出为1,265英镑。一个学年（两学期）的
预计生活成本为11,385英镑。请记住：您
的生活成本会因您的生活方式而有所不
同。

London
Hertfordsh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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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指南

本科生课程
入学要求和学费 

本科桥梁

课程 学术要求（中国） 学术要求（英国）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

本科预科 完成高中二年级，平均分不低于
70分（两学期）

GCSE 5门成绩达到C（一学期）
国际 GCSE 5门成绩达到D（两学
期）。国际文凭MYP 5门分数达
到4级（两学期），5门分数达到
5级（一学期）

5.5 (5.5) 7,000英镑（一学期课程） 
9,950英镑（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课程 高中毕业，最低平均分不低于
60分 
其中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两门达到
70分以上

AS/A2计算 UCAS Tariff point

达到120分，或国际文凭（IB）到
达24分以上

6.0 (5.5) 11,950至12,500英镑（两学期
课程）

本科生桥梁课程衔接专业和招生入学                 

本科阶段课程 本科桥梁课程课程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一或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入学

1月 5月 9月 1月 5月 9月

商务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会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会计和金融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经济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业研究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经济学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活动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旅游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市场营销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旅游管理

计算机科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科学（人工智
能）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科学（网络）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科学（软件工
程）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信息技术

创意艺术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2D动画和数字媒体*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3D动画和造型*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3D游戏艺术与设计*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音频录音和制作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当代设计工艺品*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数字媒体艺术*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时尚*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时尚与时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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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特福德大学国际学院（续）

本科阶段课程 本科桥梁课程课程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一或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入学

1月 5月 9月 1月 5月 9月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影视后期制作*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影视制作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美术*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平面设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插画*

创意艺术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工业设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互动媒体设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室内建筑与设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模型设计（特性和创意
效果）*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模型设计（模型效果）*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模型设计（特效）*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音乐创作与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影和游戏的音乐创
作与技术‡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音乐产业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音乐技术†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摄影*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产品设计*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词曲创作和音乐‡制作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音响设计技术‡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影视视觉效果*

工程和技术方向

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航天工程

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空间技术与航天工程

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航天系统工程

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航天系统工程与飞行
员研究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航天技术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航天科技与飞行员研究

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汽车工程

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汽车工程与赛车运动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汽车技术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技术与网络

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数字通讯和电子学

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数字系统和计算机工程

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电气与电子工程

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电子工程和机械电子学

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机械工业

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机械工业和机械电子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赛车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多媒体系统技术

本科阶段桥梁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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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阶段课程 本科桥梁课程课程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一或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入学

1月 5月 9月 1月 5月 9月

法律方向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学（两年制课程）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法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政府和政治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学

生命医药科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生物化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生物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生物医药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环境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农业环境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地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人文地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分子生物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营养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医药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药理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自然地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心理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体育和运动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体育学

大众传播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新闻与传媒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大众传播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媒体与出版

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天文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金融数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数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物理学

* 注释：需要递交作品集。课程要求提交音乐理论知识掌握证明。课堂空间有限，所以会采取先到先得原则。‡ 注释：课程要求提交音乐理论知识掌握证明
** 注释：课堂空间有限，所以会采取先到先得原则

硕士预科课程
入学要求和学费 

预科课程 学术要求（中国） 学术要求（英国）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

硕士预科课程 
（一学期课
程）**

本科学位，或三年大专，平均分不低于60
分; 两年制大专，毕业后有三年以上相关工
作经验*。

3等学位或OD 5.5 (5.5) 7,000英镑

硕士预科课程 
（两学期课程）

HND平均分不低于60分；2年制大专或英国
高等教育学位；两年制全日制大专。

3等学位或OD 5.5 (5.5) 9,950英镑

* 注释： 申请一个学期的硕士课程（除商科外）均需要具备相关学科背景，特殊情况请另作咨询 
**注释： 申请创意艺术专业类需提供作品集/作品集视频，课程时长也会根据作品集由艺术系老师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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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特福德大学国际学院（续） 

硕士预科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

（一学期课程）
硕士预科

（两学期课程）

1月 5月 9月 1月 5月 9月

会计和金融预科 商务方向

理科硕士学位 会计和金融管理

文学硕士学位 人力资源管理和雇佣关系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商务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旅游和酒店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市场营销

理科硕士学位 项目管理

创意艺术方向

文学硕士学位 动画*

文学硕士学位 应用艺术*

文学硕士学位 当代纺织品*

文学硕士学位 数字媒体艺术*

文学硕士学位 时尚*

文学硕士学位 电影和电视‡

文学硕士学位 美术*

文学硕士学位 游戏艺术*

文学硕士学位 平面设计*

文学硕士学位 插画*

文学硕士学位 室内与空间设计*

理科硕士学位 电影和媒体音乐制作‡

理科硕士学位 音乐音效技术（音频工
程/编程）‡

文学硕士学位 摄影*

文学硕士学位 产品设计*

生命医药科学方向

理科硕士学位 生物技术

理科硕士学位 商业心理学

理科硕士学位 环境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农业环境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商业环境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分子生物学

理科硕士学位 组织心理学

理科硕士学位  可持续规划与环境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可持续规划

理科硕士学位 水资源与环境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药物分析

理科硕士学位 药剂学

理科硕士学位 药理学

理科硕士学位 先进临床药物实践

** 注释：需要递交作品集     课程要求对音乐理论知识掌握的证明。‡ 注释：课程要求对音乐理论知识掌握的证明 ‡ 注释：需要递交作品集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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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预备课程

预科课程 直接入学
一学期课程 

（12周-5,275英镑）
两学期课程 

（22周-8,250英镑）

本科预科课程（NQF 6级） 5.5 (5.5) 4.5 (4.5) 4.0 (4.0)

本科预科（商科和工程方向 NQF3级） 5.5 (4.5) 4.5 (4.5) 4.0 (4.0)

大一文凭课程（所有专业NQF 6级） 6.0 (5.5) 5.0 (4.5) 4.5 (4.0) 

硕士预科课程（所有专业NQF7级） 5.5 (5.5) 4.5 (4.5) 4.0 (4.0)

如何申请住宿和机场接机
住宿

宿舍介绍
hic.navitas.com/students/accommodation

申请方式
两种申请方式：

1.  填写在线申请表： 
hic.navitas.com/students/online-
application-for-accommodation

2.  向学院招生团队发送完整的申请表复
印件，该表格可以在录取通知书内找
到。

申请时间
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申请住宿

押金
1,265英镑押金，随住宿申请通过银行转
账进行支付

联系方式
accommodation@hic.navitas.com

机场接机

从伦敦希思罗机场接机费用：75英镑； 
从伦敦盖威特机场接机费用：135英镑；

申请：填写在线申请表： 
hic.navitas.com/online-airport-pick-up-
form.

关于费用：HIC之后会开发票给学生通知
付费信息

联系人
中国市场联系人

Samantha Wang，市场经理 
电话：+44(0) 1707 285 149 
电邮：samantha.wang@hic.navitas.com

招生联系人 

Tana Gegen，招生经理 
电话：+44(0)1707 284389 
电邮：admissions@hic.navitas.com 

紧急联系方式

24小时紧急联系电话： 
+44 (0)7813 010811

注释：该费用标准自2016年9月生
效。2016年5月仍减免费用。所有HIC
课程收费标准有待修改。

请登录hic.navitas.com/fees查看最新
费用标准。

Offer申请
赫特福德大学国际学院在线申请网址 

hic.navitas.com/apply

http://www.hic.navitas.com/students/accommodation
http://www.hic.navitas.com/online-airport-pick-up-form
http://www.hic.navitas.com/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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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茨茅斯大学国际学院 朴茨茅斯大学（ICP）

朴茨茅斯大学国际学院欢迎您来到这所英国排名前50的大学 
（《卫报》，2016年大学排名表）

为什么选择朴茨茅斯大学国际学院？
• 位置：离希思罗机场仅有一小时车程，朴

茨茅斯大学国际学院位于高校中心地带，
离英格兰南部海岸沙滩仅几英里远。

• 学生发展状况：朴茨茅斯大学国际学院中
96%的学生都成功进入朴茨茅斯大学。

• 成就：2015年，超过250名就读于朴茨茅
斯大学国际学院的学生从朴茨茅斯大学
毕业。

• 2015年夏天毕业的93%学生获得二等及
以上学位。

学在朴茨茅斯
• 乘坐火车仅需90分钟即可抵达伦敦市中

心。

• 朴茨茅斯是英国唯一的岛屿城市和接受
光照最多的城市之一，拥有数英里的美
丽海滩。

• 朴茨茅斯是一座安全、友好、生活成本不
高的城市。

• 帮助与支持：朴茨茅斯大学国际学院强
调，要给国际生提供灵活的帮助与支持
以符合其需求。在必要情况下，无论您遇
到什么事情，都会提供给您一对一帮助
与支持。这一切均为您所享受的服务的
一部分。

Portsmouth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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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指南

本科生课程
入学要求和学费 

桥梁课程 学术要求（中国） 学术要求（英国）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

本科预科 完成高中二年级，平均分不低
于70分

GCSE 5门科目通过，包括数学和
英语（如有要求）

5.5 (5.5) 6,900英镑（一学期课程） 
11,200-12,300英镑（两学期
课程）

大一文凭课程 高中毕业，最低分为75分 120个分数对照点（UCAS Tariff 
point）至少两门A-level科目

6.0 (5.5) 11,200至11,800英镑（两学期
课程）

大一工程学位
课程

高中毕业，平均分不低于80分，
包括数学在内的所有科目不低
于75分

从GCEA/AS 水平课程得到
220/230个 UCAS 分数对照点

6.0 (5.5) 12,300英镑（两学期课程）

本科阶段桥梁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本科桥梁课程和衔接专业 本科桥梁课程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一或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入学

1月 6月 9月 1月 6月 9月

会计和金融方向 （一学期课程）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会计与财务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会计与金融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金融管理

建筑和设计方向 （两学期课程）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建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时装与纺织设计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平面设计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插画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室内建筑与设计

商务方向 （一学期课程）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与商务沟通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工商管理与创业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与人力资源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与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经济与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市场营销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市场营销与商务沟通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体育管理与商务沟通

计算机方向 （两学期课程）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信息系统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医计算机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软件工程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网络技术

创意艺术方向 （两学期课程）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动画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游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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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茨茅斯大学国际学院（续）

本科桥梁课程和衔接专业 本科桥梁课程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一或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入学

1月 6月 9月 1月 6月 9月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游戏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数字媒体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娱乐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媒体研究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媒体研究和娱乐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视与广播

工程方向 （两学期课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土木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通信系统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工程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网络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子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子与远程通讯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机械工业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石油工程

酒店管理方向 （一学期课程）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酒店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旅游酒店管理

法律政治和国际关系方向 （两学期课程）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关系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关系和政治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律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法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刑事法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关系法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政治

数学方向 （两学期课程）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数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金融管理数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统计数学

物业及测量方向 （两学期课程）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建筑测量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物业发展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工料测量

科学方向 （两学期课程）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应用物理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生物化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生物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生物医学科学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工程地质和岩土工程

本科阶段桥梁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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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桥梁课程和衔接专业 本科桥梁课程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一或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入学

1月 6月 9月 1月 6月 9月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环境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运动与健身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医心理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地质灾害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地质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人体生理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海洋生物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海洋环境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药理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心理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体育和运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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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茨茅斯大学国际学院（续）

硕士预科课程
入学要求和学费 

预科课程 学术要求（中国） 学术要求（英国）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

硕士预科课程 
（一学期课程）

三年大专 3等以上学士学位 6.0 (5.5) 6,500 - 6,900英镑

硕士预科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

（一学期课程）

1月 6月 9月

金融预科

理科硕士学位 会计与金融

理科硕士学位 商务经济、金融与银行学

理科硕士学位 金融

理科硕士学位 金融决策分析

商科预科

理科硕士学位 商务与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创新管理与创业学

文学硕士学位 市场营销

理科硕士学位 项目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风险、危机和回弹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运动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战略质量管理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预科

理科硕士学位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社会科学预科

公共管理硕士 公共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犯罪科学调查和情报

理科硕士学位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

理科硕士学位 犯罪学和犯罪心理学

理科硕士学位 反欺诈和反腐败研究

理科硕士学位 教育领导与管理

文学硕士学位 欧洲研究

文学硕士学位 国际关系和欧洲研究

理科硕士学位 安全管理

科学和技术预科

理科硕士学位 先进制造技术

理科硕士学位 生物医药学

理科硕士学位 土木工程

理科硕士学位 土木工程与环境工程

理科硕士学位 土木工程与岩土工程

理科硕士学位 土木工程与结构工程

理科硕士学位 临床运动科学

理科硕士学位 通信网络规划与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通讯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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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预科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续）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

（一学期课程）

1月 6月 9月

理科硕士学位 计算机网络管理与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电子工程

理科硕士学位 工程地质

理科硕士学位 地质和环境危害

理科硕士学位 地理信息系统

理科硕士学位 机械工业*

理科硕士学位 石油和天然气工程*

理科硕士学位 房地产开发

理科硕士学位 工料测量

理科硕士学位 体育表现

理科硕士学位 技术管理

*需提供特别专业许可证

英语预备课程

预备课程 直接入学 英语课程 课程费用

本科预科课程（ NQF 6级） 5.5 (5.5) 5.0（写作5.0、其他科目4.5）—10周 3,200英镑

大一文凭课程 6.0 (5.5) 5.0（写作5.0、其他科目4.5）—13周 3,900英镑

硕士预科课程 6.0 (5.5) 5.0（写作5.0、其他科目4.5）—13周 3,900英镑

如何申请住宿和机场接机
住宿

宿舍介绍
icp.navitas.com/students/accommodation

申请方式
两种申请方式：

1.  校内住宿  
朴茨茅斯大学国际学院学生宿舍：格
罗夫纳住宿（Grosvenor Residence） 

学校认证的住宿提供商 
朴茨茅斯大学国际学院学生宿舍：格
罗夫纳住宿（Grosvenor Residence） 
通过该电子邮箱申请住宿： 
accommodation@icp.port.ac.uk 

2.  学校认证的住宿提供商（机构）：通
过该网址申请住宿并缴纳押金： 
icp.navitas.com/students/
accommodation

申请时间 
缴纳学费之后申请住宿

押金 
可与朴茨茅斯大学国际学院学生服务部
联系咨询有关住宿和押金的问题。

联系方式
accommodation@icp.port.ac.uk

机场接机

从伦敦接机费用：70至90英镑

填写在线申请表：icp.navitas.com/
students/airport-pickup-registration

Offer申请
朴茨茅斯大学国际学院在线申请网址 

icp.navitas.com/apply-now 

联系人
招生联系人

Luning Yan 
电话：+44 (0) 2392 848542 
电邮：luning.yan@icp.port.ac.uk

Virginia Tam, 招生官 
电话：+44 (0)2392 848549 
电邮：admissions@icp.port.ac.uk

紧急联系方式

24小时紧急联系电话：  
+44 (0)7872 548496

http://www.icp.navitas.com/students/accommodation
http://www.icp.navitas.com/students/accommodation
http://www.icp.navitas.com/students/airport-pickup-registration
http://www.icp.navitas.com/apply-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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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戈登大学国际学院（ICRGU）

罗伯特戈登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在英国名列前茅。同时，罗伯特戈
登大学还以优秀的教学水平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现代化校园著称于
世，这里是充满活力、怀揣梦想的学生的绝佳选择。罗伯特戈登大
学为本科生及研究生提供丰富的实习机会。

为什么选择罗伯特戈登大学国际学
院？
• Top 罗伯特戈登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在

英国名列前茅——97.7%（英国高等教育
统计局，2014年）

• 90%拿到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位的学生能
够进入与所学专业相关的领域工作。

• 会计与金融专业排名英国第18位。(《泰晤
士报》，2016年)

• 会计与金融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在英
国名列前茅。(《泰晤士报》，2015年)

• 可获得语言课，桥梁课程和学位课程联
合在一起的签证。

• 罗伯特戈登大学目前共有在校学生
15,000名。

学在阿伯丁
• 学校宿舍距离机场仅15分钟车程。

• 阿伯丁国际机场——学生可以选择机场
迎接服务，欢迎您来到新家。

• 阿伯丁是座大学城，共有超过3万名学
生。

• 中国超市距学校宿舍仅10分钟步行时
间，那里还开设有电影院、商店、餐馆和
运动场所。

• 阿伯丁环境干净清新，遍布公园和花园，
还有绵延4公里的黄金海滩。

• 阿伯丁距伦敦仅一小时航班距离。

Aberd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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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指南

本科生课程
最低入学要求 

桥梁课程 入学要求

本科大一文凭课程（两学期课程） 
商科

学术要求：完成高中二年级，平均分不低于65分

英语：雅思5.5分，各科目不低于5.5分

本科大一文凭课程（两学期课程） 
建筑、艺术、计算机、工程、生命科学

学术要求：完成高中二年级，平均分不低于70分 

英语：雅思5.5分，各科目不低于5.5分 

作品集：艺术和建筑专业课程可以额外选择作品集辅导课程

大学本科预科（两学期课程） 
药学

学术要求：完成高中二年级，平均分不低于70分 （必须包括化学） 

英语：雅思5.5分，各科目不低于5.5分

本科英语预备课程（13周） 雅思4.5，各科目不低于4.0

本科英语预备课程（10周） 雅思5.0，各科目不低于4.5

本科英语预备课程（4周） 雅思5.5，各科目不低于5.0

本科生预科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大一文凭课程 2016年9月 2017年2月 课程费用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会计与金融（包括大三一年实习） 11,025英镑

建筑学硕士学位 建筑学 12,020英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生物医学科学 12,750英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生物科学与生物医学 12,750英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业摄影 11,500英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通信设计 11,500英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当代艺术实践 11,500英镑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子与电气工程 13,750英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时装及纺织设计 11,500英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医和分析科学 12,750英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管理学（包括大三一年实习） 11,025英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人力资源管理（包括大三一年实习） 11,025英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市场营销管理（包括大三一年实习） 11,025英镑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机械工程 13,750英镑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机电工程 13,750英镑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机械和海洋工程 13,750英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营养学 12,750英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绘画 11,500英镑

药学硕士学位 药学（本科研究生连读） 13,640英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三维设计 11,500英镑

硕士预科课程
最低入学要求 

预科类型 入学要求

预科课程（一学期课程） 学术要求：本科毕业、三年大专毕业或同等学力

英语：雅思6.0分，各科目不低于5.5分

硕士英语预备课程（13周） 雅思5.0，各科目不低于4.5

硕士英语预备课程（10周） 雅思5.5，各科目不低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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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戈登大学国际学院（续）

硕士生实习
很多硕士学位课程包含短期实习——这在英国硕士学位的课程安排中相当罕见。您可与我们联系以获得更多相关信息。

硕士预科课程的衔接专业、入学时间和学费

硕士预科课程 2016年6月 2016年10月 学费

理科硕士学位 会计与金融（接收转专业申请） 6,850英镑

理科硕士学位 企业通讯及公共事务 6,850英镑

理科硕士学位 时尚管理 6,850英镑

理科硕士学位 财务管理 6,850英镑

理科硕士学位 信息与图书馆学 6,850英镑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商务 6,850英镑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商法 6,850英镑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市场市场营销管理 6,850英镑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旅游与酒店管理 6,850英镑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学 6,850英镑

理科硕士学位 石油与天然气会计 6,850英镑

理科硕士学位 石油与天然气法 6,850英镑

理科硕士学位 项目管理 6,850英镑

理科硕士学位 采购与供应链管理 6,850英镑

如何申请住宿和机场接机
住宿

宿舍介绍
icrgu.navitas.com/students/
accommodation

申请方式
向Katherine索要申请表格： 
katherine.macpherson@ic.rgu.ac.uk

申请时间
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申请住宿

押金
800英镑押金，随住宿申请通过银行转
账进行支付

联系方式
student.services@ic.rgu.ac.uk

罗伯特戈登大学国际学院住宿采取合租
形式，每套公寓有五间卧室，每间卧室
设有卫生间、中型床和学习区域。每
套公寓设有公共厨房，学生可以和室
友一起做饭。访问该网址以获取更多
信息：rgu.ac.uk/icrgu/accommod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机场接机

从阿伯丁机场接机费用：25英镑

无需转账，费用直接从学生学费账户中
扣除。

在线申请：  icrgu.navitas.com/ 
students/arrival 

Offer申请
罗伯特戈登大学国际学院在线申请网址 

icrgu.navitas.com/apply-now 

校区虚拟旅行
访问该网址可参观罗伯特戈登大学最新
现状：rgu.ac.uk/student–life  
校园装备了最新科技的设施，建立了全
新的9层图书馆，可以360度全景观看
城市。

联系人
招生联系人

Yang Ye 
电话：+44 (0)1224 263575  
电邮：Yang.Ye@navitas.com

中国市场联系人 

Katherine MacPherson， 
营销与招生主管 
电话：+44 (0)1224 263573 
电邮：katherine.macpherson@
navitas.com
紧急联系方式

24小时紧急联系电话： 
+44 (0)1224 263570

http://www.icrgu.navitas.com/students/accommodation
http://www.icrgu.navitas.com/students/arrival
http://www.icrgu.navitas.com/apply-now
http://www.rgu.ac.uk/icrgu/accommodation
rgu.ac.uk/icrgu/student-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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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ICRGU的硕士预

科课程对我适应英国的学习至

关重要，也为我提供了很大帮

助。所有的老师都非常热情和

友好。我最喜欢罗伯特戈登大

学的是她美丽的校区景色。”

My ICRGU: Chen Chen，中国，管理学硕士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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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旺西大学国际学院（ICWS）

欢迎来到全英前30名大学，为更加美好的未来投资*

为什么选择斯旺西大学国际学院？
• 决定并塑造你的未来，提高你的未来收

入潜力，确保在毕业后能得到一份好工
作，享受上课期间与讲师的面对面交流

• 与国际一流用人单位合作，为学生提供
带薪实习与就业机会，赢得毕业生就业
排行榜第16名的佳绩。（《泰晤士报》， 
2016年）

•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建立人际关系，
享受不同文化，并且来亲自发现广大学
生将斯旺西大学选为2014年年度英国
大学的原因（WhatUni.com 学生选择
奖，2014年）

• 在学生满意度方面位居第8（NSS  
2015），在最便宜的私人房屋租金方面
位列第一，平均租金为£2250/年。

Swansea

* 在全英前30名研究型大学中，斯旺西大学位列第26。（2014年REF英国大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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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指南

本科生课程
入学要求和学费 

桥梁课程 学术要求（中国） 学术要求（英国）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以商科为例）

本科预科 完成高中二年级，平均分不低于
70分，或高中毕业，平均分不
低于60分

GCSE平均分为C 5.0 (4.5)–5.5 (5.5) 9350英镑（一学期课程） 
12,500（两学期课程） 
15,500英镑（三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课程 高中毕业，平均分不低于75分 AS/A2 UCAS Tariff point

达到120-220分（依专业而定）

6.0 (5.5) 14,600英镑（两学期课程）

注释：更多入学要求请登录网址 icws.navitas.com/admission-requirements. 具体查询，学费查询网址 icws.navitas.com/fees.

本科阶段桥梁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本科桥梁课程和衔接专业 本科桥梁课程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一或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入学

1月 5月 9月 11月 1月 5月 9月 11月

会计和金融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会计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会计与金融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金融

商科和经济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 
（商务分析）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 
（电子商务）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 
（创业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
（金融）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 
（管理咨询）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 
（市场营销）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 
（运营与供应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经济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经济与商务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经济与金融

计算机科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软件工程

工程方向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航天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化学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土木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子与
电气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环境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材料科
学与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机械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医学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产品设
计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体育材料

http://www.icws.navitas.com/admission-requirements
http://www.icws.navitas.com/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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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旺西大学国际学院（续）

本科桥梁课程和衔接专业 本科桥梁课程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一或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入学

1月 5月 9月 11月 1月 5月 9月 11月

法律和犯罪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犯罪和刑
事司法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犯罪学与
心理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犯罪学和
社会政策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学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学（犯罪
和刑事司法）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律和美
国研究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律与犯罪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律和历史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律和媒体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律与政治

数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应用数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数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金融数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纯数学

媒体和传播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媒体与传播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政治传播

医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生物化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遗传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遗传学和
生物化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医学生物
化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医学遗传学

医疗和社会科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卫生与社
会关怀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医学科学
与人文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社会政策

政治和国际关系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美国研究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关系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关系
和美国研究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关系
与近代史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政治传播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政治学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政治和美
国研究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政治与古
代历史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政治与英语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政治与历史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政治与社
会政策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战争与社会

本科阶段桥梁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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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桥梁课程和衔接专业 本科桥梁课程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一或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入学

1月 5月 9月 11月 1月 5月 9月 11月

心理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心理学

科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生物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生物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地理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地理与地
理信息学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人文地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海洋生物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物理地球
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自然地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动物学

运动科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运动科学

TEFL（英语教学）和翻译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英汉翻译
与口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英语与
TEFL（英语教学）

在5月和9月入学也可进入三学期预科课程。请浏览 icws.navitas.com 以获取更多信息。

硕士预科课程

入学要求和学费 

预科课程 学术要求（中国） 学术要求（英国）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以管理学专业为例）

硕士预科课程 
（一学期课程）

大专/专科/本科学位 本科学历 6.0 (5.5) 9,350英镑

硕士预科课程 
（两学期课程）

由获认证的中国高等教育机构颁
发三年HND证书，同时需要提供
同等效力的三年大专毕业证书 
（请咨询纳维办公室）

本科学历 6.0 (5.5) 12,000英镑

注释：访问该网址以获悉入学要求：icws.navitas.com/admission-requirements. 访问该网址以获悉学费信息：icws.navitas.com/fees.

硕士预科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 

（一学期课程）
硕士预科 

（两学期课程）

1月 6月 9月 1月 6月 9月

会计和金融预科

理科硕士学位 会计与金融

理科硕士学位 金融与商务分析

理科硕士学位 金融管理

艺术与人文科学预科

文学硕士学位 汉英翻译与语言教学

文学硕士学位 通讯、媒体实践与公关

文学硕士学位 发展与人权

http://www.icws.navitas.com
http://www.icws.navitas.com/admission-requirements
http://www.icws.navitas.com/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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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旺西大学国际学院（续）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 

（一学期课程）
硕士预科 

（两学期课程）

1月 6月 9月 1月 6月 9月

文学硕士学位 数字媒体

文学硕士学位 性别与文化

文学硕士学位 国际交流与发展

文学硕士学位 国际新闻业

文学硕士学位 国际关系

文学硕士学位 国际安全与发展

文学硕士学位 政治学

文学硕士学位 职业翻译

文学硕士学位 公共政策

文学硕士学位 对外英语教学（TESOL）

文学硕士学位 笔译与口译

文学硕士学位 战争与社会

商务管理预科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商务分析）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电子商务）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创业学）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金融）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国际商务）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国际标准）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管理咨询）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市场营销）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运营、供应及项目管理）

儿童发展预科

文学硕士学位 儿童研究

文学硕士学位 发展和治疗性游戏

计算机科学预科

理科硕士学位 高级计算机科学

理科硕士学位 高级计算机科学人机交互

理科硕士学位 高级计算机科学安全和安全系统

理科硕士学位 高级计算机科学软件技术

理科硕士学位 高级计算机科学视觉计算

理科硕士学位 计算机科学（仅通过转换路线）

工程预科

理科硕士学位 航天工程

理科硕士学位 化学工程

理科硕士学位 土木工程

理科硕士学位 通讯

理科硕士学位 计算和数值模拟

理科硕士学位 电气与电子工程

理科硕士学位 可持续能源电子技术

理科硕士学位 材料工程

硕士预科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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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 

（一学期课程）
硕士预科 

（两学期课程）

1月 6月 9月 1月 6月 9月

理科硕士学位 机械工业

理科硕士学位 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

健康科学预科

理科硕士学位 老龄化研究

理科硕士学位 儿童公共健康

理科硕士学位 卫生保健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健康信息学

理科硕士学位 长期和慢性病管理

英语预备课程

预备课程 
（最低入学分数雅思4.5（4.0）） 入学时间 学费

英语课程10/12周 1月、4月、7月和9月 2,780/3,270英镑

英语课程20周 1月、4月、7月和9月 5,560英镑

英语课程30周 1月、4月、7月和9月 8,340英镑

英语课程40周 1月、4月、7月和9月 11,200英镑

如何申请住宿和机场接机
住宿

宿舍介绍
icws.navitas.com/accommodation 

申请方式
两种申请方式：

1.  收到斯旺西大学英语预备课程录取通
知书的学生需要通过该网址向斯旺西
大学提出住宿申请：swansea.ac.uk/
accommodation.

2.  收到斯旺西大学国际学院预科课程和
英语预备课程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可以
通过该网址向斯旺西大学提出住宿申
请：icws.navitas.com/accommodation.

申请时间
收到斯旺西大学国际学院录取通知书之
后申请住宿

押金
1000英镑押金，随住宿申请通过银行转
账进行支付

联系方式
accommodation@icws.swansea.ac.uk

机场接机

从伦敦希思罗机场接机费用：220英镑 
从伦敦盖特威克接机费用：300英镑 
从布里斯托尔接机费用：155英镑 
从加迪夫机场接机费用：120英镑

在线申请：icws.navitas.com/airport–
pickup–options

Offer申请
斯旺西大学国际学院在线申请网址 

icws.navitas.com/apply 

联系人
招生联系人

Agnes George，招生经理 
电话：+44 (0)1792 602930 
电邮：admissions@icws.swansea.ac.uk

中国市场联系人 

Dennis Han，市场专员 
电话：+44 (0) 1792 602892 
电邮：dennis.han@icws.swansea.ac.uk

紧急联系方式

24小时紧急联系电话： 
+44 (0)7780 686891

http://www.icws.navitas.com/accommodation
http://www.icws.navitas.com/accommodation
http://www.icws.navitas.com/airport-pickup-options
http://www.icws.navitas.com/apply
http://www.swansea.ac.uk/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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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Times 高等教育2014-2015年评选出的全世界校龄少于50年的前100名大学。 
† Times高等教育2014-2015年学生经验调查。 
‡ 2014-2015年Times高等教育排名。

伦敦布鲁内尔大学国际学院（LBIC）

伦敦布鲁内尔大学：一座全球性的大学全校有来自全世界110多个
国家的近15,000位学生。

为什么选择伦敦布鲁内尔大学国际
学院？
• 伦敦布鲁内尔大学排名全球学术机构前

2%，为您提供世界级的教育，让您做好成
为职场赢家的准备。

• 伦敦布鲁内尔大学：伦敦排名第1，英国排
名第4，世界排名第29。*

• 学生经验：伦敦排名第1，英国排名第27。†

• 布鲁内尔商学院：“2013年度英国商学
院”获得者；工程和科技学科英国排名第
10。‡

学在伦敦
• 伦敦布鲁内尔大学国际学院和伦敦布鲁

内尔大学位于伦敦西部的阿克斯布里奇，
既可以方便抵达伦敦市中心，也临近温莎
和牛津。学校距离伦敦希思罗机场仅4英
里。

• 伦敦的地铁系统方便快捷，从校园出发仅
需步行片刻便可抵达快捷的交通网。布
鲁内尔大学是一所真正的校园大学，封闭
式校园安全方便，教学和学习设施、学生
公寓和运动场馆一应俱全。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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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指南

本科生课程
入学要求和学费 

桥梁课程 学术要求（中国） 学术要求（英国）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以商科为例）

本科预科 
（两学期课程）

高中毕业，平均分不低于60分；
完成高中二年级课程，平均分不
低于80分；三年职高平均分不
低于60分

通过5门GCSE课程 
（包括数学）

5.5 (5.5) 13,700英镑

法律：6.0 (5.5) 法律：13,750英镑

工程：14,800英镑

大一学习课程 高中毕业，平均分不低于75分 A-level成绩达标 6.0 (5.5) 商业与管理—15,050英镑 
商业计算— 14,500英镑 
经济与金融—14,750英镑

本科生桥梁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本科桥梁课程和衔接专业 本科桥梁课程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大一文凭入学

1月 5月 9月 1月 5月 9月

商科和经济预科 商科和管理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会计）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市场营销）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商务

计算机科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计算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计算（电子商务）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计算（人机交互）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计算（社会媒体）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科学（人工智
能）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科学（数字媒
体和游戏）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科学（网络计
算）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科学（软件工
程）

经济和金融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经济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经济与商业金融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金融与会计

工程方向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土木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土木工程与可持续
发展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系统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子与通信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子与电气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机械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航空机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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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布鲁内尔大学国际学院（续）

本科桥梁课程和衔接专业 本科桥梁课程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大一文凭入学

1月 5月 9月 1月 5月 9月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汽车设计机械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建筑服务机械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能源工程机械工程

法律方向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学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律与刑事司法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律与国际仲裁和商法

硕士预科课程
入学要求和学费 

预科课程 学术要求（中国） 学术要求（英国）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

硕士预科课程
（一学期课
程）

四年学士学位（平均分要求取决于
毕业学校）；从经教育部认证的大
学获得三年大专；

二等学位；三等学位需要根据具体
情况考虑

工程和法律专业：在相关专业取得
二等学士学位；

6.0 (5.5) 7,650英镑

8,700英镑（带实习）

硕士预科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 

（一学期课程）

1月 6月 9月

文学预科

文学硕士学位 当代表演文学

文学硕士学位 英语语言文学

商科和管理预科

工商管理学硕士

理科硕士学位 会计与商务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应用企业品牌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商业信息和社交媒体

理科硕士学位 全球供应链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人力资源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人力资源与雇佣关系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商务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市场营销

计算机科学预科

理科硕士学位 商务系统集成（SAP技术）

理科硕士学位 数据科学与分析

理科硕士学位 数字服务设计

理科硕士学位 信息系统管理

设计预科

文学硕士学位 设计与品牌策略

文学硕士学位 设计策略与创新

理科硕士学位 数字化设计与品牌

本科生桥梁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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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 

（一学期课程）

1月 6月 9月

理科硕士学位 整合产品设计

工程预科

理科硕士学位 高级工程设计

理科硕士学位 高级仪器和智能系统

理科硕士学位 高级多媒体设计和3D技术

理科硕士学位 生物医学、生物力学和生物电工程

理科硕士学位 生物医学遗传学与组织工程

理科硕士学位 工程管理

环境科学和可持续发展预科

理科硕士学位 气候变化影响与可持续性

理科硕士学位 环境科学：立法与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环境科学：污染与监测

理科硕士学位 可持续发展、创业与设计（专业发展）

法律预科

法学硕士学位 国际商法

法学硕士学位 国际金融监管与公司法

法学硕士学位 国际人权法

法学硕士学位 国际知识产权法

法学硕士学位 法学



50 Navitas UK DEGREE PATHWAY GUIDE 2016/17

伦敦布鲁内尔大学国际学院（续）

英语预备课程

桥梁课程 直接入学
一学期课程（10

周）
两学期课程（20

周）
三学期课程 

（30周）

本科预科—商科、计算机、经济和金融 5.5 (5.5) 5.0 (5.0; 写作 5.5) 4.5 (4.5) 4.0 (4.0)

本科预科—工程、法律 5.5 (5.5), 6.0 (5.5) 5.5 (5.5) 5.0 (4.5) 4.5 (口语4.5、写作 5.0)

大一文凭课程（所有科目） 6.0 (5.5) 5.5 (5.0) 5.0 (4.5) 4.5 (4.0)

硕士预科课程 6.0 (5.5) 5.5 (5.0) 5.0 (4.5) 4.5 (4.0)

如何申请住宿和机场接机
住宿

宿舍介绍
lbic.navitas.com/accommodation

申请方式
两种选择：

1.  校内住宿：brunel.ac.uk/services/
accommodation 

2.  校外住宿：brunelstudentpad.co.uk/
accommodation 

申请时间
收到伦敦布鲁内尔大学国际学院录取通知
书之后申请住宿

押金
350英镑押金，随住宿申请通过银行转账
进行支付

联系方式
accommodation@lbic.brunel.ac.uk

机场接机

从伦敦机场接机费用：25英镑

在线申请：lbic.navitas.com/arrival 

Offer申请
伦敦布鲁内尔大学在线申请网址 

lbic.navitas.com/apply 

联系人
伦敦布鲁内尔大学国际学院招生官

LBIC Admissions 
电话：+44 (0)1792 602930 
电邮：admissions@lbic.brunel.ac.uk 

紧急联系方式

24小时紧急联系电话： 
+44 (0)797 053 1146

http://www.lbic.navitas.com/accommodation
http://www.lbic.navitas.com/arrival
http://www.lbic.navitas.com/apply
http://www.brunel.ac.uk/services/accommodation
http://www.brunelstudentpad.co.uk/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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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享受在伦敦布鲁内

尔大学国际学院学习，这

里的课程模式与我的工作背

景直接相关，也有助于我

毕业后继续发展职业。”

My LBIC: Zhen Lin，工商管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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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茅斯大学国际学院（PUIC）

普利茅斯大学国际学院欢迎您来到英国闻名的海洋城市生活、学
习和探索。

为什么选择普利茅斯大学国际学
院？
• 从普利茅斯每小时就有一班火车发往伦

敦市中心，路程3个小时。

• 获奖的市中心校区。

• 普利茅斯大学国际学院招生团队承诺在
24小时内发送录取通知书。

• 拥有全欧洲最大的海洋和工程学院。

• 保证为学生提供住宿，学校的学生服务团
队会为学生提供相关的支持和帮助。

学在普利茅斯
•  普利茅斯位于德文郡的美丽海岸，临近康

沃尔郡。

• 普利茅斯大学位列世界前300名大学之
列，英国排名第39位（2014年Times排
名）

• 享受投资超过1.3亿英镑的新设施、实验
室和教学楼。

• 提供优秀的英语预备课程。

Plym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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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指南

本科生课程
入学要求和学费 

桥梁课程 学术要求（中国） 学术要求（英国）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

本科预科 完成高二学业，平均分达到70
分，或高中毕业

平均分达到60分

AS/A2 UCAS 分数不低于60分 5.5 (5.5) 7,600英镑（一学期课程） 
11,900英镑（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课程 高中毕业，平均分不低于70分 AS/A2 UCAS 分数不低于120分 6.0 (5.5) 12,350-12,650英镑（两学期
课程）

注释：费用有可能会发生变化，请登录我校网址查询最新更新。

本科生桥梁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本科桥梁课程和衔接专业 本科桥梁和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一或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入学

1月 5月 9月 1月 5月 9月

会计和金融预科 会计和金融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会计与金融

商科和经济预科 建筑和设计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建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建筑工程学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建筑技术与环境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3D设计

生物和生物医学科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动物行为和救济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生物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生物医学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保护生物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环境生物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人类生物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营养、运动与健康

建筑测量和建设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建筑测量与环境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建设管理与环境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环境建筑测量

商科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业企业与创业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管理（2年制本科
课程）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研究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商务

计算机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系统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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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茅斯大学国际学院（续）

本科桥梁课程和衔接专业 本科桥梁和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一或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入学

1月 5月 9月 1月 5月 9月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计算机信息处理与游
戏开发

经济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经济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经济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经济法

工程和机器人方向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土木与海岸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土木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气与电子工程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气与电子工程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海洋与复合材料技术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海洋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机械设计与制造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机械工业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机械工业与合成材料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机器人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机器人学

环境科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应用地质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环境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地质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自然地理与地质

酒店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酒店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酒店管理

国际关系和政治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关系与政治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关系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

法律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犯罪学和刑事司法学
与法律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关系与法律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律与犯罪学与刑事
司法研究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律与犯罪学与刑事
司法研究

本科桥梁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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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桥梁课程和衔接专业 本科桥梁和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 
（一或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入学

1月 5月 9月 1月 5月 9月

海洋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海洋生物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海洋生物学和沿海生
态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海洋生物学和海洋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海洋和沿海进程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海洋科学与海洋环境
保护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海洋开发与测量

海洋商业与物流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海运业务与物流

数学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数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数学与教育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数学与金融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数学与统计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数据建模与分析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数学与理论物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数学与高性能运算

市场营销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市场营销

旅游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与旅游业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旅游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旅游与酒店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旅游管理

硕士预科课程
入学要求和学费 

预科课程 学术要求（中国） 学术要求（英国）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以管理学专业为例）

硕士预科课程 
（一学期课程）

三年制大专，平均分不低于65分 英国普通学位/学士学位 6.0 (5.5) 8,550英镑

硕士预科课程 
（两学期课程）

HND HND 6.0 (5.5) 11,750英镑

注释：访问该网址以获得入学要求：https://www.puic.navitas.com/admission-requirements. 访问该网址以获得学费信息：https://www.puic.navitas.com/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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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茅斯大学国际学院（续）

硕士预科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 专

业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 

（一学期课程）
硕士预科 

（两学期课程）

1月 5月 9月 1月 5月 9月

文学硕士学位 人力资源管理

文学硕士学位 出版业

理科硕士学位 会计与金融

理科硕士学位 品牌与设计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商务与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计算机科学（转换）

理科硕士学位 数据科学与商业分析

文学硕士学位 数字与社会媒体营销

理科硕士学位 创业学

理科硕士学位 创业学与国际发展

理科硕士学位 金融

理科硕士学位 金融与投资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商务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金融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酒店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营销与创新

理科硕士学位 营销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营销管理与策略

理科硕士学位 运营与供应链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旅游与酒店管理

英语预备课程

预备课程 直接入学 2周 13周 26周
本科预科（所有NQF6级） 5.5 (5.5) 5.5 (允许单项 5.0) 4.5 (4.5) 4.5(4.0)

大一文凭课程和硕士预科课程 6.0 (5.5) 6.0 (允许单项 5.0) 5.0 (4.5) 4.5(4.0)

费用 – 800英镑 4,000 英镑 7,600 英镑

注释：1月、2月、5月、7月、9月入学。费用有可能会发生变化，请登录我校网址查询最新更新。

如何申请住宿和机场接机
住宿

宿舍介绍
puic.navitas.com/accommodation 

申请方式
在线申请：puic.navitas.com/
accommodation–booking–online

申请时间
收到普利茅斯大学国际学院录取通知书
之后申请住宿

押金
850英镑押金，随住宿申请通过银行转
账进行支付

联系方式
student.support@puic.plymouth.ac.uk

机场接机

从伦敦希思罗机场接机费用：220英镑 
(私人车辆) 或 75英镑 (接机与欢迎服务)

在线申请：puic.navitas.com/airport-
pickup-options

Offer申请
普利茅斯大学国际学院在线申请网址 

puic.navitas.com/apply

联系人
招生联系人

Phil McDonnell，招生经理 
电话：+44 (0)1752 588073 
电邮：admission@puic.plymouth.ac.uk

中国市场联系人

Shu Zhang，市场经理 
电话：+44 (0)1752 588092 
电邮：shu.zhang@puic.plymouth.ac.uk

紧急联系方式

Drew Kearney,  
学生服务协调员 
24小时紧急联系电话： 
+44 (0)754 564 4257

http://www.puic.navitas.com/accommodation
http://www.puic.navitas.com/accommodation-booking-online
http://www.puic.navitas.com/apply
http://www.puic.navitas.com/airport-pickup-options


57
U

N
IV

E
R

S
IT

IE
S



58 Navitas UK DEGREE PATHWAY GUIDE 2016/17

北安普顿大学国际学院，北安普顿大学（UNIC）

北安普顿大学国际学院欢迎您。这里拥有最强的毕业生就业能
力。你的事业从这里起航。

为什么选择在北安普顿大学国际学
院学习？
• 北安普顿大学96%的学生在毕业6个月内

能升学深造或者进入职场，开启职业生
涯。

• 在北安普顿大学国际学院完成硕士预科
课程的学生可以攻读享有声望的工商管
理学硕士而不需要工作经验，在英国学
习结束后还可以申请一年有偿工作实
习。

• 在完成北安普顿大学国际学院的硕士预
科课程后，可选择远程教育的方式来学
习精选的硕士学位课程。

• 雅思5.5可以加入大一学位课程。

学在北安普顿
• 位于英格兰中心，北安普顿距离伦敦仅

有50分钟的火车车程，靠近伯明翰、牛
津和剑桥。

• 北安普顿是整个英国物价最为便宜的城
市之一，其住宿费用也非常便宜。

• 离比斯特购物村仅有一小段路程，给你
提供尽情购物的机会，可以买到打折扣
的Gucci, Jimmy Choo, Prada以及众多的
其他奢侈品牌。

Northamp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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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指南

本科课程
入学要求和学费 

桥梁课程 学术要求（中国） 学术要求（英国）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

本科预科 完成高二学业，最低分为70分 GCSE 5 门通过 5.5 (5.5) 9,000 英镑

大一文凭课程 高中毕业，最低分为60分 A/AS水平UCAS分为120分 
完成预科课程

5.5 (5.5) 10,000 英镑

本科生桥梁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本科桥梁课程衔接专业
本科预科入学（一或

两学期课程） 大一文凭入学

1月 5月 9月 1月 5月 9月

会计和金融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会计与金融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经济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会计

商务与创业学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创业学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商务研究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活动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商务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发展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旅游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人力资源管理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管理学

工程方向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电气与电子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机电工程

工程学学士（荣誉）学位 机械工程

时装营销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时装营销

法律与国际关系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犯罪学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国际关系与政治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律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调查实践

营销与广告方向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广告与数字化营销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营销管理

科学与医疗保健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生物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人类生物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心理健康护理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职业疗法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足病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心理与辅导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心理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体育与运动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环境科学

皮革技术方向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皮革技术（皮革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皮革技术（营销）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皮革技术（商务）

选择课程以确认和批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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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安普顿大学国际学院（续）

硕士预科课程
入学要求和学费 

预科课程 学术要求（中国） 学术要求（英国） 英语要求（雅思） 学费

硕士预科课程
（一学期课
程）

学士学位或完成三年制文凭课程 
（大专）或同等效力学位

最低三级学士学位 6.0 (5.5) 6,000 英镑

硕士预科课程的衔接专业和入学时间 

硕士预科课程和衔接专业
硕士预科 

（一学期课程）

1月 5月 9月

商务与管理预科

理科硕士学位 公司治理与领导

文学硕士学位 人力资源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营销策略

理科硕士学位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学（金融分析）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学（人力资源）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学（国际）*

理科硕士学位 管理学（市场营销）

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预科

理科硕士学位 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

理科硕士学位 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计算机网络工程）

理科硕士学位 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沉浸式技术）

理科硕士学位 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软件工程）

金融预科

理科硕士学位 会计与金融*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银行与金融

物流业预科

理科硕士学位 国际物流*

工商管理学硕士预科

工商管理学硕士*

工商管理学硕士*（有偿工作实习）

旅游预科

文学硕士学位 国际旅游开发

环境科学预科

理科硕士学位 环境管理

理科硕士学位 废弃物管理

法律与国际关系预科

法学硕士学位 国际商法*

法学硕士学位 国际刑法与安全*

文学学士学位 国际关系

* 在完成北安普顿大学国际学院的硕士预科课程后，可采用远程教育方式来学习这些硕士学位课程。

选择课程以确认和批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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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预备课程

您的雅思
成绩

预备课程开始日期 时长
北安普顿大学国际学院

课程
进入北安普顿大学

国际学院日期
学费

4 2016年4月18日 30周 本科预科课程或大一学位课程 2017年1月 7,100英镑

4.5 2016年4月18日 30周 硕士预科课程 2017年1月 7,100英镑

4.5 2016年4月18日 18周 本科预科课程或大一学位课程 2016年9月 4,300英镑

5 2016年4月18日 18周 硕士预科课程 2016年9月 4,300英镑

4.5 2016年7月25日 18周 本科预科课程或大一学位课程 2017年1月 4,300英镑

5 2016年7月25日 18周 硕士预科课程 2017年1月 4,300英镑

5 2016年7月25日 6周 本科预科课程或大一学位课程 2016年9月 1,500英镑

5.5 2016年7月25日 6周 硕士预科课程 2016年9月 1,500英镑

4 2016年9月19日 30周 本科预科课程或大一学位课程 2017年5月 7,100英镑

4 2016年9月19日 42周 硕士预科课程 2017年9月 9,250英镑

4.5 2016年9月19日 30周 硕士预科课程 2017年5月 7,100英镑

5 2016年11月7日 6周 本科预科课程或大一学位课程 2017年1月 1,500英镑

5.5 2016年11月7日 6周 硕士预科课程 2017年1月 1,500英镑

住宿
宿舍介绍
unic.navitas.com/students/accommodation

北安普顿大学校内住宿最低费用仅为
61.50英镑/周，也可选择学校附近同样
便宜的校外住宿。

联系方式
accommodation@unic.northampton.ac.uk

Offer申请
在线申请： 

unic.navitas.com/apply-now 

联系人
招生

电话：+44 (0)1604 893 262 
电邮：admissions@unic.northampton. 
   ac.uk

市场营销

Simon Jacobs  
营销与招生主管 
电话：+44 (0)1604 893 262 
电邮：simon.jacobs@unic.northampton. 
   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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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ic.navitas.com/students/accommodation
http://www.unic.navitas.com/students/apply-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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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纳维英
国学院

课程
长度

开学时间
直接入
学雅思

最低配
语言雅

思

最低学
术要求

预科
学费

大学
学费

项目亮点

本科预科- 
商科方向： 
商务  
管理  
市场  
会计金融  
经济  
人力资源  
广告公关  
旅游酒店  
节庆会展等

BCUIC@
伯明翰城
市大学

一学期 2016年5月25/2016年 
10月4/2017年2月/ 
2017年5月/2017年10月

5.5(5.5) 4.5(4.0) 高二毕业
80分

8,000
英镑

12,000
英镑

会计金融本科毕业，ACCA免考
9门；广告与公共关系，受到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rketing 
(CIM)认证

两学期 2016年10月4/ 
2017年2月/2017年10月

5.5(5.5) 4.5(4.0) 高二毕业
70分

11,600
英镑

12,000
英镑

CRIC@剑
桥安鲁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5月25/2016年 
9月19/2017年1月/ 
2017年5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60分

6,300
英镑

11,000
英镑

BSc (Hon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2 year degree)两年
拿到本科学期，最大限度为学生
节省时间和费用

两学期 2016年9月19/ 
2017年1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60分

9,950英
镑

11,000
英镑

EIC@爱
丁堡龙
比亚大学
（大一入
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9/ 
2017年2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65分

11,300
英镑

11,250
英镑

高二完成直接衔接大一，本科阶
段还有海量带薪实习机会 
大三可选择6个月的带薪实习，
平均月薪300英镑，且实习可获
取学分

HIC@赫
特福德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5月15/2016年 
9月5/2017年1月/ 
2017年5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80分

7,000英
镑

11,000
英镑

距伦敦市中心25分钟 
所有商科专业提供一年带薪实
习，实习岗位遍及全球，平均年
薪16,000英镑

两学期 2016年5月15/2016年 
9月5/2017年1月/ 
2017年5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70分

9,950英
镑

11,000
英镑

ICP@朴
茨茅斯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5月19/2016年 
9月29/2017年1月/ 
2017年5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70分

6,900
英镑

11,000
英镑

会计金融，物流，旅游酒
店等多个专业全英领先，
多家专业机构认证学科，包
括：ACCA，CIMA，AMBA
等，ACCA免考9门两学期 2016年5月19/2016年 

9月29/2017年1月/ 
2017年5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70分

11,200
英镑

11,500
英镑

ICRGU@
罗伯特戈
登大学
（大一入
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26/ 
2017年2月/ 
2017年9月

5.5(5.5) 4.5(4.0) 高二完成
65分

11,025
英镑

11,000
英镑

高二完成直接衔接大一，

ICWS@
斯旺西
大学

一学期 2015年5月16/2016年 
9月16/2017年1月/ 
2017年5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70分+
会考通过

9,350
英镑

13,750
英镑

会计金融本科毕业ACCA免考
8门；为学生提供Bloomberg 
Financial Trading Suite 股票模拟系
统英国最先进的设备

两学期 2015年5月16/ 
2016年9月16/ 
2017年1月/2017年5月/ 
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70分

12,500
英镑

13,750
英镑

三学期 2015年5月16/ 
2016年9月16/ 
2017年5月/2017年9月

5.0（写作
5.0其他项
只有一项
4.5）

4.0(4.0) 高二完成
70分

15,500
英镑

13,750
英镑

LBIC@伦
敦布鲁内
尔大学

两学期 2016年5月23/ 
2016年9月/2017年1月/ 
2017年5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80分

13,700
英镑

15,400
英镑

全英最佳商学院-Times2012&2013;
提供两年制本科课程，最大限度
为学生节省时间和费用；

提供三明治课程

PUIC@普
利茅斯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5月16/2016年 
9月12/2017年1月/2017
年6月/2017年9月

5.5(5.5) 4.5(4.0) 高二完成
75分

7,600英
镑

12,250
英镑

BSc(Hons) Marine Business and 
Logistics -专注于商业、经济、
运营和法律相关领域，全面理解
国际航运活动及其相关产业；通
过实地考察机会了解本地监管机
构、船舶经纪人公司和港口的操
作和运行；从客座教授课程中获
得业界人士的专业领先知识；可
选择为期一年的实习机会，为
就业加分

两学期 2016年5月16/ 
2016年9月12/ 
2017年1月/2017年6月/ 
2017年9月

5.5(5.5) 4.5(4.0) 高二完成
70分

11,900
英镑

12,250
英镑

UNIC@
北安普顿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2017年1月/ 
2017年5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70分

9,000
英镑

10,700
英镑

提供全英为数不多的BA (Hons) 
Fashion Marketing，就业前景
光明

纳维集团英国桥梁课程重点专业索引
商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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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纳维英
国学院

课程
长度

开学时间
直接入
学雅思

最低配
语言雅

思

最低学
术要求

纳维
大一
学费

大学
学费

项目亮点

大一课程-
商科方向：
商务  
管理  
市场  
会计金融 
经济  
人力资源  
广告公关  
旅游酒店  
节庆会展等

BCUIC@
伯明翰城
市大学

两学期 2016年10月4/ 
2017年2月/2017年10月

6.0(5.5) 4.5(4.0) 高三毕业
70分

11800
英镑

12,000
英镑

会计金融本科毕业，ACCA免
考9门；广告与公共关系，
受到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rketing (CIM)认证

CRIC@剑
桥安鲁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9/ 
2017年1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三毕业
60分

10600
英镑

11,000
英镑

BSc (Hon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2 year 
degree)两年拿到本科学位，
最大限度为学生节省时间
和费用

EIC@爱
丁堡龙
比亚大学
（大一入
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9/ 
2017年2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三毕业
75分

11300
英镑

11,250
英镑

高二完成直接衔接大一，
本科阶段还有海量带薪实
习机会 
大三可选择6个月的带薪实
习，平均月薪300英镑，且
实习可获取学分

三学期 2016年9月19/ 
2017年2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75/高
三65分

11300
英镑

11,250
英镑

HIC@赫
特福德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5/ 
2017年1月/2017年9月

6.0(5.5) 4.0(4.0) 高三毕业
60分

11950
英镑

11,000
英镑

距伦敦市中心25分钟 
所有商科专业提供一年带薪
实习，实习岗位遍及全球，
平均年薪16,000英镑

ICP@朴
茨茅斯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29/ 
2017年1月/2017年9月

6.0(5.5) 4.0(4.0) 高三毕业
75分

11200
英镑

11,000
英镑

会计金融，物流，旅游酒
店等多个专业全英领先，
多家专业机构认证学科，包
括：ACCA，CIMA，AMBA
等，ACCA免考9门

ICRGU@
罗伯特戈
登大学
（大一入
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26/ 
2017年2月/2017年9月

5.5(5.5) 4.5(4.0) 高二完成
65分

11025
英镑

11,500
英镑

高二完成直接读大一课
程；会计金融全英排名
18 Times2016，本科毕业
ACCA免考8门；大三提供
带薪实习 

ICWS@
斯旺西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6/ 
2017年1月/2017年9月

6.0(5.5) 4.0(4.0) 高三毕业
70分

14600
英镑

13,750
英镑

会计金融本科毕业ACCA免考
8门；为学生提供Bloomberg 
Financial Trading Suite 股票模
拟系统英国最先进的设备

LBIC@伦
敦布鲁内
尔大学

两学期 2016年5月23/2016年 
9月/2017年1月/ 
2017年5月/2017年9月
（5月开学大一课程请咨
询纳维办公室）

6.0(5.5) 4.0(4.0) 高三毕业
75分

15050
英镑

15,400
英镑

全英最佳商学
院-Times2012&2013；提供
两年制本科课程，最大限度
为学生节省时间和费用；提
供三明治课程

PUIC@普
利茅斯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2/ 
2017年1月/2017年9月

6.0(5.5) 4.5(4.0) 高三毕业
70分

12350
英镑

12,250
英镑

BSc (Hons) Business 
Management(fast track)在两
年内拿到本科学位，为学生
节省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UNIC@
北安普顿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2017年1月/ 
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三毕业
60分

10000
英镑

10,700
英镑

提供全英为数不多的BA 
(Hons) Fashion Marketing，
就业前景光明

商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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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纳维英
国学院

课程
长度

开学时间
直接入
学雅思

最低配
语言雅

思

最低学
术要求

硕士
预科

大学
学费

项目亮点

硕士预科-
商科方向：
商务  
管理  
市场  
会计金融 
经济  
人力资源  
广告公关  
旅游酒店  
节庆会展等

BCUIC@
伯明翰城
市大学

一学期 2016年5月25/ 
2016年10月4/ 
2017年2月/2017年5月/ 
2017年10月

5.5(5.5) 4.5(4.0) 本科毕业
及格

8,200
英镑

12,000
英镑

众多交叉管理学科，如奢侈品管
理/教育管理/传媒管理等接受转
专业申请

两学期 2016年5月25/2016年 
10月4/2017年2月/ 
2017年5月/2017年10月
（5月开学硕预请咨询纳
维办公室）

5.5(5.5) 4.5(4.0) 两年大专
及格

11,050
英镑

12,000
英镑

CRIC@剑
桥安鲁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5月25/ 
2016年9月19/ 
2017年1月/ 
2017年5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三年大专
及格

6,275
英镑 

11,200
英镑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ual 
Degree)双硕士项目为学生提供
在英国以及荷兰或者瑞士读书
的机会

EIC@爱
丁堡龙
比亚大学
（大一入
学）

一学期 2016年5月31/ 
2016年9月29/ 
2017年2月/ 
2017年5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三年大专
及格

6,850
英镑

11,410
英镑

全英国唯一的节日庆典管理专
业，与爱丁堡城市文化特色相结
合，为学生提供绝佳的学习体验
和实习机会

HIC@赫
特福德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6月2/ 
2016年9月9/ 
2017年1月/ 
2017年6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三年大专
及格

7,000英
镑

12,000
英镑

所有商科专业均为三个月课程，
接受转专业申请

ICP@朴
茨茅斯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6月23/2016年 
9月29/2017年1月/2017
年6/2017年9月

6.0(5.5) 4.0(4.0) 三年大专
及格

6,500
英镑 

11,500
英镑

新开MSc Sports Manangement
硕士预科

ICRGU@
罗伯特戈
登大学
（大一入
学）

一学期 2016年6月20/ 
2017年6月

6.0(5.5) 5.0(4.0) 三年大专
及格

6,600
英镑

11,500
英镑

会计金融可接受转专业申请，专
业排名全英18 Times2016； 
提供全英少有的Fashion 
Management，就业前景光明

ICWS@
斯旺西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6月6/ 
2016年9月19/ 
2017年1月/2017年6月/ 
2017年9月

6.0(5.5) 4.0(4.0) 三年大专
及格

8,950
英镑

16,000
英镑

所有商科专业接受转专业申请

硕士会计金融专业接受转专业申
请，免考6门ACCA

两学期 2016年9月19/2017年1
月/2017年9月

6.0(5.5) 4.0(4.0) 三年大专
及格

12,000
英镑

16,000
英镑

LBIC@伦
敦布鲁内
尔大学

一学期 2016年5月23/ 
2016年9月/2017年5月/ 
2017年9月

6.0(5.5) 4.0(4.0) 三年大专
及格

7,650英
镑

15,400
英镑

一月所有预科课程可安排实习
课程；所有商科专业接受转专
业申请

两学期 2016年1月/2017年1月/ 
2018年1月

6.0(5.5) 4.0(4.0) 三年大专
及格

8,700
英镑

15,400
英镑

PUIC@普
利茅斯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5月23/2016年 
9月19/2017年1月/ 
2017年5月/2017年9月

6.0(5.5) 4.5(4.0) 三年大专及
格/HND

8,550
英镑

12,950
英镑

MSc 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打造行业知识，顺
利过渡到职场-大学定期提供参观
贸易展览、公司、研讨会、讲习
班和业内会议的机会；业界优秀
人士做客座教授-提供专业的知识
和见解，为学生提供扩大人际关
系网和获得实习经验的机会；成
为受雇主青睐的普利茅斯大学校
友一员-国际航运和港口管理相关
公司的雇主认可我们的毕业生具
备解决该行业问题的技能

两学期 2016年5月23/2016年 
9月19/2017年1月/ 
2017年5月/2017年9月
（5月开学硕预请咨询纳
维办公室）

6.0(5.5) 4.5(4.0) 三年大专及
格/HND

11,750
英镑

12,950
英镑

UNIC@
北安普顿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9月/2017年1月/ 
2017年5月/2017年9月

6.0(5.5) 4.0(4.0) 三年大专
及格

6,000
英镑

11,700
英镑

所有商科专业接受转专业申请 
MBA课程提供一年带薪实习

商科方向：（续）

纳维集团英国桥梁课程重点专业索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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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纳维英
国学院

课程
长度

开学时间
直接入
学雅思

最低配
语言雅

思

最低学
术要求

预科
学费

大学
学费

项目亮点

本科预科-
艺术方向：
纯美术  
油画  
版画  
雕刻  
平面  
空间  
时尚  
珠宝  
插画  
现代工艺 
产品  
工业  
纺织品  
2D  
3D  
动画  
电影电视 
摄影  
游戏  
媒体等

BCUIC@
伯明翰城
市大学

两学期 2016年10月4/2017年2
月/2017年10月

5.5(5.5) 4.5(4.0) 高二毕业70
分+作品

11,600
英镑

11,500
英镑

全英最好的珠宝设计专业

三学期 2016年5月25/ 
2016年10月4/ 
2017年5月/2017年10月

5.5(5.5) 4.5(4.0) 高二毕业
70分无需
作品

15,900
英镑

11,500
英镑

CRIC@剑
桥安鲁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9/ 
2017年1月/ 
2017年6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60分无需
作品

9,950英
镑

11,000
英镑

150多年历史的剑桥艺术学
院为学生提供全面的课程，
不需要作品

HIC@赫
特福德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5月15/ 
2017年1月/2017年5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80分+作品

7,000英
镑

11,500
英镑

与世界知名影视工作机构
合作，为动画、电影、媒体
等创意艺术产业培养出色人
才，获得业内专业认可两学期 2016年9月5/ 

2017年1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70

分+作品
9,950英
镑

11,500
英镑

ICP@朴
茨茅斯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29/ 
2017年1月/ 
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70分无需
作品

11200
英镑

11,500
英镑

提供动画3D游戏 平面设计
等课程，不需要作品

ICRGU@
罗伯特戈
登大学
（大一入
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26/ 
2017年2月/ 
2017年9月

5.5(5.5) 4.5(4.0) 高二完成
65分无需
作品

12,020
英镑

12,500
英镑

高二毕业可直接衔接大一，
不需要作品，衔接专业包含 
雕刻、版画、油画、陶瓷等
独特方向

PUIC@普
利茅斯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2/ 
2017年1月/ 
2017年9月

5.5(5.5) 4.5(4.0) 高二完成
75分无需
作品

11,900
英镑

12,500
英镑

提供3D设计专业，不需要
作品

科目
纳维英
国学院

课程
长度

开学时间
直接入
学雅思

最低配
语言雅

思

最低学
术要求

硕士
预科

大学
学费

项目亮点

硕士预科-
艺术方向：
纯美术  
平面 空间 
时尚 珠宝 
插画 现代
工艺 产品 
工业  
纺织品 2D 
3D 动画  
电影电视  
摄影 游戏 
媒体等

BCUIC@
伯明翰城
市大学

两学期 2016年10月4/ 
2017年2月/2017年10月

5.5(5.5) 4.5(4.0) 本科毕业+
作品

11,050
英镑

12,000
英镑

作为英国艺术类领先的大
学，伯明翰城市开设各类
艺术课程；针对不同学生的
需求，BCUIC提供3学期和
2学期硕士预科，有无作品
都可申请

三学期 2016年5月25/ 
2016年10月4/ 
2017年5月/2017年10月

5.5(5.5) 4.5(4.0) 本科毕业
无需作品 
或者三年
大专/HND+
作品

15,900
英镑

12,000
英镑

HIC@赫
特福德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6月2/ 
2017年1月/2017年6月

5.5(5.5) 4.0(4.0) 三年大专+
作品

70,00
英镑

12,500
英镑

与世界知名影视工作机构
合作，为动画、电影、媒体
等创意艺术产业培养出色人
才，获得业内专业认可两学期 2016年9月5/ 

2017年1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三年大专+

作品
9,950英
镑

12,500
英镑

LBIC@伦
敦布鲁内
尔大学

一学期 2016年5月23/ 
2017年5月

6.0(5.5) 4.0(4.0) 本科毕业+
作品

7,650英
镑

16,000
英镑

工业设计全英第八 Times 
2014;一月开学提供
guaranteed 实习课程

两学期 2016年1月/2017年1月 6.0(5.5) 4.0(4.0) 本科毕业+
作品

8,700
英镑

16,000
英镑

科目
纳维英
国学院

课程
长度

开学时间
直接入
学雅思

最低配
语言雅

思

最低学
术要求

纳维
大一
学费

大学
学费

项目亮点

大一课程-
艺术方向：
纯美术  
平面 空间 
时尚 珠宝 
插画 现代
工艺 产品 
工业 纺织
品 2D 3D  
动画 电影
电视 摄影  
游戏 媒体等

HIC@赫
特福德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5/2017年9月 6.0(5.5) 4.0(4.0) 高三毕业
60分+作品

12,500
英镑

11,500
英镑

与世界知名影视工作机构
合作，为动画、电影、媒体
等创意艺术产业培养出色人
才，获得业内专业认可

O
V

E
R

V
IE

W艺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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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纳维英
国学院

课程
长度

开学时间
直接入
学雅思

最低配
语言雅

思

最低学
术要求

预科
学费

大学
学费

项目亮点

本科预科-教
育方向：教
育学 儿童研
究与发展 教
育管理 等

CRIC@剑
桥安鲁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9/ 
2017年1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60分

9,950 
英镑

11,000
英镑

全英少数提供幼教专业pathway
的学校；BA Education and 
Childhood Studiess/BA Education 
Studies-就业偏向于nurseries  and 
pre-schools(托儿所、幼儿园、早
教中心等学前教育)

科目
纳维英
国学院

课程
长度

开学时间
直接入
学雅思

最低配
语言雅

思

最低学
术要求

纳维
大一
学费

大学
学费

项目亮点

大一课程-教
育方向： 
教育学  
儿童研究与
发展 教育管
理 等

CRIC@剑
桥安鲁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9/ 
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三毕业
60分

11575
英镑

11000
英镑

全英少数提供幼教专业pathway
的学校；BA Education and 
Childhood Studiess/BA Education 
Studies-就业偏向于nurseries  and 
pre-schools(托儿所、幼儿园、早
教中心等学前教育)

科目
纳维英
国学院

课程
长度

开学时间
直接入
学雅思

最低配
语言雅

思

最低学
术要求

硕士
预科

大学
学费

项目亮点

硕士预科-
教育方向：
教育学  
儿童研究与
发展  
教育管理 
领导力管理  
TESOL TEFL 
等

BCUIC@
伯明翰城
市大学

一学期 2016年5月25/ 
2017年2月/2017年5月

5.5(5.5) 4.5(4.0) 本科毕业
及格

8,200
英镑

12,000
英镑

MA Global Education Management
全英国最独特的教育与管理的交
叉学科，接受转专业申请

两学期 2016年10月4/ 
2017年2月/2017年10月

5.5(5.5) 4.5(4.0) 两年大专
及格

11,050
英镑

12,000
英镑

CRIC@剑
桥安鲁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5月25/ 
2016年9月19/ 
2017年1月/ 
2017年5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三年大专
及格

6,275
英镑 

11,200
英镑

MA Education-所有阶段的教
师、讲师、教育系统领导人、
管理层等进一步学习的绝佳选
择；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ESOL 
MA 可接受转专业申请

ICP@朴
茨茅斯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6月23/ 
2017年6月

6.0(5.5) 4.0(4.0) 三年大专
及格

6,500
英镑 

12,000
英镑

MSc Education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该课程适合教师、
教育培训者、讲师等教育行业以
及企业中的培训讲师进行进一步
管理层知识学习

ICWS@
斯旺西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1月/2017年1月 6.0(5.5) 4.0(4.0) 三年大专
及格

9,850
英镑

16,000
英镑

MA Childhood Studies-英国唯一
的儿童研究类硕士预科，可接受
转专业申请

两学期 2016年9月19/ 
2017年9月

6.0(5.5) 4.0(4.0) 三年大专
及格

9,850
英镑

16,000
英镑

口译笔译/TEFL-语言学专家为
中国学生量身定做，接受转专
业申请

教育方向：

纳维集团英国桥梁课程重点专业索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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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W科目

纳维英
国学院

课程
长度

开学时间
直接入
学雅思

最低配
语言雅

思

最低学
术要求

预科
学费

大学
学费

项目亮点

本预预科课
程-工程：
土木 机械 
航天航空 
材料 化学 
纳米 可持
续能源 电
子电器 计
算机 通信 
汽车 石油 
医药 等

BCUIC@
伯明翰城
市大学

两学期 2016年10月4/ 
2017年10月

5.5(5.5) 4.5(4.0) 高二毕业
70分

12,850
英镑

11,500
英镑

汽车工程专业实践性强，与
汽车产业紧密结合，受到机
械工程师学会以及工程技术
学会等认证

CRIC@剑
桥安鲁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5月25/ 
2016年9月19/ 
2017年1月/2017年5月/ 
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60分

9,950英
镑

10,300
英镑

工程专业也可安排带薪实
习；课程受到JBM（土木工程
师学会、结构工程师学会、
公路与交通学会和公路副工
程师学会的联合专业鉴定组
织等认证

EIC@爱
丁堡龙
比亚大学
（大一入
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9/ 
2017年2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65分

12,800
英镑

13,060
英镑

高二完成直接进入大一学
习；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课程，属于政府扶持项目，
就业前景光明

专业受到土木工程师学会、
公路工程师学会, 高速公路与
运输协会以及结构工程师学
会等认证

HIC@赫
特福德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5/ 
2017年1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70分

9,950英
镑

11,500
英镑

每个F1车队都有我们的汽车
工程的毕业生；设计空客A80
是我们毕业生的骄傲；课程
受特许工程师学会，皇家空
军学会,机械工程师学会以及
工程技术学会等认证

ICP@朴
茨茅斯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29/ 
2017年1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70分

12,300
英镑

13,100
英镑

课程受工程技术学会IET认证

ICRGU@
罗伯特戈
登大学
（大一入
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26/ 
2017年2月/2017年9月

5.5(5.5) 4.5(4.0) 高二完成
70分

13,750
英镑

14,300
英镑

高二完成直接进入大一学
习；课程受工程技术学会
IET认证

ICWS@
斯旺西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6/ 
2016年11月/ 
2017年1月/2017年9月/ 
2017年11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理科70分

14,600
英镑

15,500
英镑

工程专业全英前十Times2014;
提供新兴工程专业如：环境工
程，医药工程，纳米技术，航
天太空工程，通讯工程等；全
部专业皆具有英国工程学会的
国际认证

三学期 2016年9月16/ 
2017年9月

5.0（写作
5.0，其他
只有一项
4.5）

4.0(4.0) 高二完成+
理科70分

18,950 
英镑

15,500
英镑

LBIC@伦
敦布鲁内
尔大学

两学期 2016年5月23/ 
2016年9月/ 
2017年1月/2017年5月/ 
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80分

14,800
英镑

15,400
英镑

课程受机械工程师学会
IMechE认证

PUIC@普
利茅斯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2/ 
2017年1月/2017年9月

5.5(5.5) 4.5(4.0) 高二完成
70分

11,900
英镑

12,500
英镑

受到工程技术学会等认证；
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全英
领先

UNIC@
北安普顿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 
2017年1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70分

9,000
英镑

107,00
英镑

课程受机械工程师学会
IMechE认证

工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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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纳维英
国学院

课程
长度

开学时间
直接入
学雅思

最低配
语言雅

思

最低学
术要求

硕士
预科

大学
学费

项目亮点

硕士预科课
程-工程：
土木 机械 
航天航空 
材料 化学 
纳米 可持
续能源  
电子电器 
计算机  
通信 汽车  
石油 医药等

ICP@朴
茨茅斯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6月23/ 
2016年9月29/ 
2017年6/2017年9月

5.5(5.5) 4.5(4.0) 三年大专+
相关专业

6,900
英镑 

14,400
英镑

提供工程专业最短的硕士预科

ICWS@
斯旺西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9/ 
2017年9月

5.5(5.5) 4.0(4.0) 相关专业本
科学位

13,000
英镑

15,500
英镑

工程专业全英前十 Times2014；
提供新兴工程专业 如：环境工
程，医药工程，纳米技术，航
天太空工程，通讯工程等；全
部专业皆具有英国工程协会的
国际认证

LBIC@伦
敦布鲁内
尔大学

一学期 2016年5月23/ 
2016年9月/ 
2017年5月/2017年9月

6.0(5.5) 4.0(4.0) 相关专业本
科学位

7,650英
镑

16,000
英镑

硕士预科提供带薪实习

两学期 2016年1月/ 
2017年1月/2018年1月

6.0(5.5) 4.0(4.0) 相关专业本
科学位

8,700
英镑

16,000
英镑

科目
纳维英
国学院

课程
长度

开学时间
直接入
学雅思

最低配
语言雅

思

最低学
术要求

纳维
大一
学费

大学
学费

项目亮点

大一课程-
工程：土木 
机械  
航天航空 
材料 化学 
纳米 可持
续能源  
电子电器 
计算机  
通信 汽车  
石油 医药等

BCUIC@
伯明翰城
市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2/ 
2017年9月

6.0(5.5) 4.5(4.0) 高三毕业+
理科75分

12,850
英镑

11,500
英镑

汽车工程专业实践性强，与汽车
产业紧密结合， 受到机械工程
师协会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IMechE)以及 工程技术
协会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ET)认证

CRIC@剑
桥安鲁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9/ 
2017年1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三毕业
60分

11,575
英镑

10,300
英镑

工程专业也可安排带薪实习；

课程受到JBM（英国土木工程师
学会、结构工程师学会、公路与
交通学会和公路副工程师学会的
联合专业鉴定组织）认证

EIC@爱
丁堡龙
比亚大学
（大一入
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9/ 
2017年2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65分

12,800
英镑

13,060
英镑

高二完成直接进入大一学
校；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课
程，属于政府扶持项目，就业
前景光明

HIC@赫
特福德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5/2017年9月 6.0(5.5) 4.0(4.0) 高三毕业
70分

12,500
英镑

11,500
英镑

每个F1车队都有我们的汽车工程
的毕业生；设计空客A80是我们
毕业生的骄傲；课程受特许工程
师学会，皇家空军学会,机械工程
师学会以及工程技术学会等认证

ICP@朴
茨茅斯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29/ 
2017年9月

6.0(5.5) 4.0(4.0) 高三毕业
80分+任意
科目不低于
75分

12,300
英镑

13,100
英镑

课程受工程技术学会IET认证

ICRGU@
罗伯特戈
登大学
（大一入
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26/ 
2017年2月/2017年9月

5.5(5.5) 4.5(4.0) 高二完成
70分

13,750
英镑

14,300
英镑

高二完成直接进入大一学习；课
程受工程技术学会IET认证

ICWS@
斯旺西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6/ 
2017年9月

6.0(5.5) 4.0(4.0) 高三毕业80
分+任意科
目不低于
75分

16,950
英镑

15,500
英镑

工程专业全英前十 Times2014；
提供新兴工程专业如：环境工
程，医药工程，纳米技术，航
天太空工程，通讯工程等；全
部专业皆具有英国工程学会的
国际认证

PUIC@普
利茅斯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2/ 
2017年9月

6.0(5.5) 4.5(4.0) 高三毕业+
理科75分

12,650
英镑

12,500
英镑

受到工程技术学会等认证；人工
智能/机器人技术全英领先

工程方向：（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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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纳维英
国学院

课程
长度

开学时间
直接入
学雅思

最低配
语言雅

思

最低学
术要求

纳维
大一
学费

大学
学费

项目亮点

大一课程-室
内建筑设计 
建筑技术

HIC@赫
特福德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5/ 
2017年9月

6.0(5.5) 4.0(4.0) 高三毕
业60分+
作品

12500
英镑

11500
英镑

全英少有的大一直接入读；完成大一之后
就有机会到世界其他国家学习；毕业生有
资格成为专业组织会员，包括The British 
Interior Design Association, The Society of 
British Interior Design and The Chartered 
Society of Designer

CRIC@剑
桥安鲁
大学

2016年9月
19/2017年1
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三毕业
60分

11575
英镑

11300
英镑

全英少有的大一直接入读；课程受特许建
筑技术学会CIAT认证；学生会成为以下组
织会员, 有很多参加专业展会/活动的机会 
British Interior Institute of Design (BIID) and 
Society for British International (SBID) Design 
and Interior Educators (IE)

科目
纳维英
国学院

课程
长度

开学时间
直接入
学雅思

最低配
语言雅

思

最低学
术要求

硕预
学费

大学
学费

项目亮点

硕士预科课
程-建筑方
向：室内建
筑设计 零
碳建筑及改
造设计

BCUIC@
伯明翰城
市大学

两学期 2016年10月4/ 
2017年1月/2017年10月

5.5(5.5) 4.5(4.0) 本科毕业+
作品

11,050
英镑

12,000
英镑

全英唯一一个零碳建筑硕士

可接受转专业申请

三学期 2016年5月25/ 
2016年10月4/ 
2017年5月/2017年10月

5.5(5.5) 4.5(4.0) 本科毕业无
需作品

15,900
英镑

12,000
英镑

HIC@赫
特福德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6月2/ 
2017年1月/2017年6月

5.5(5.5) 4.0(4.0) 三年大专+
作品

7,000英
镑

12,500
英镑

大专学生可申请；毕业生起薪
18,000-28,000英镑

两学期 2016年9月5/2017年9月 5.5(5.5) 4.0(4.0) 三年大专+
作品

9,950英
镑

12,500
英镑

科目
纳维英
国学院

课程
长度

开学时间
直接入
学雅思

最低配
语言雅

思

最低学术
要求

预科
学费

大学
学费

项目亮点

本科预科-建
筑学 建筑技
术 建筑技术
与环境 建筑
测量 

BCUIC@
伯明翰城
市大学

两学期 2016年10月4/ 
2017年2月/2017年10月

5.5(5.5) 4.5(4.0) 高二毕业70
分+作品

11,600
英镑

11,500
英镑

中部地区内唯一受RIBA认证的
建筑学院, since 1909 (同时受
ARB认证)；可安排带薪实习

三学期 2016年5月25/ 
2016年10月4/ 
2017年5月/2017年10月

5.5(5.5) 4.5(4.0) 高二毕业
70分无需
作品

15,900
英镑

11,500
英镑

CRIC@剑
桥安鲁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9/ 
2017年1月/2017年6月
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60分无需
作品

9,950英
镑

11,000
英镑

建筑学-免考ARB 1；建筑技术
专业-课程受特许建筑技术学会
CIAT认证；可安排带薪实习；
学生会成为以下组织会员, 有
很多参加专业展会/活动的机会 
British Interior Institute of Design 
(BIID) and Society for British 
International (SBID) Design and 
Interior Educators (IE)

HIC@赫
特福德
大学

一学期 2016年5月15/ 
2017年1月/2017年5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80
分+作品

7,000英
镑

11,500
英镑

完成大一之后就有机会到世界
其他国家学习；可安排带薪
实习；毕业生有资格成为专
业组织会员，包括The British 
Interior Design Association, The 
Society of British Interior Design 
and The Chartered Society of 
Designer

两学期 2016年9月5/ 
2017年1月/2017年 9 
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70
分+作品

9,950英
镑

11,500
英镑

ICP@朴
茨茅斯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29/ 
2017年1月/2017年9月

5.5(5.5) 4.0(4.0) 高二完成
70分无需
作品

11,200
英镑

11,500
英镑

同时受RIBA和ARB认证, 毕业直
接时获得RIBA part 1；可安排
带薪实习；

ICRGU@
罗伯特戈
登大学
（大一入
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26/ 
2017年2月/2017年9月

5.5(5.5) 4.5(4.0) 高二完成
65分无需
作品

12,020
英镑

12,500
英镑

全英排名16 (Times 2016)；本
硕连读，保证6年签证，包
括1年实习，毕业后豁免RIBA 
part1&2

PUIC@普
利茅斯
大学

两学期 2016年9月12/ 
2017年1月/2017年9月

5.5(5.5) 4.5(4.0) 高二完成
75分无需
作品

11,900
英镑

12,500
英镑

同时受RIBA和ARB认证, 毕业
直接获得RIBA part 1；可安排
带薪实习

建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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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申请清单
在线申请将享以最高优先级。

  申请表（并填写agent code）

  学历证书

  成绩单

  英语能力证书（雅思成绩）

  护照/签证扫描件

  档案（如果需要）

  个人陈述（如果需要）

如何申请
为了提高录取速度，所有的纳维教育学院
均推荐采取在线申请方式。在提交申请信
息和相关文件后，您会在24至48小时内
收到录取通知书。

在线申请流程

• 使用下面的链接登录学院在线申请网页

• 若您不清楚代理商编码请与
纳维教育的员工联系

• 填写在线申请表

• 上传成绩单

• 上传英语能力证明（雅思成绩）*

• 上传护照/签证复印件*

• 上传作品集（如果需要）

• 上传个人陈述（如果需要）

• 若申请者有在英国留学的经历，请上
传CAS、签证复印件和成绩单复印件

*Optional to submit after conditional offer is issued.

BCUIC 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学院 bcuic.navitas.com/apply-today

CRIC 剑桥安鲁大学国际学院 cric.navitas.com/apply

EIC 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国际学院 eic.navitas.com/apply-today

HIC 赫特福德大学国际学院 hic.navitas.com/apply

ICWS 斯旺西大学国际学院 icws.navitas.com/apply

ICP 朴茨茅斯大学国际学院 icp.navitas.com/apply-now

ICRGU 罗伯特戈登大学国际学院 icrgu.navitas.com/apply-now

LBIC 布鲁奈尔大学国际学院 lbic.navitas.com/apply

PUIC 普利茅斯大学国际学院 puic.navitas.com/apply-today

UNIC 北安普顿大学国际学院 unic.navitas.com/apply-now

http://www.bcuic.navitas.com/apply-today
http://www.cric.navitas.com/apply
http://www.eic.navitas.com/apply-today
http://www.hic.navitas.com/apply
http://www.icws.navitas.com/apply
http://www.icp.navitas.com/apply-now
http://www.icrgu.navitas.com/apply-now
http://www.lbic.navitas.com/apply
http://www.puic.navitas.com/apply-today
http://www.unic.navitas.com/apply-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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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纳维教育手机应用程序
纳维代理专用app，方便您寻找课程，可
在Apple Store和Google Play中下载。

纳维学生故事app，了解纳维学院学生的
生活，可在Apple Store中下载。

在线观看我们的顾问培训视频 

中国团队

吴绮玲 
Catherine Ng, 
（全国市场） 
中国总监  
电话：010-6708 2053 
电邮：Catherine.ng@navitas.com 
Skype: cathng1

王晓圣 
Carol Wang, 
高级市场经理 
电话： 010-67092715 
电邮：carol.wang@navitas.co

周秋媛
Bessie Zhou,  
（全国市场） 
市场支持经理 
QQ  3157888270 
电话：010-6708 3221 
电邮：bessie.zhou@navitas.com

张蕾 
Annie Zhang, 
（全国市场） 
市场支持专员 
QQ 2155338155 
电话：010-67092058 
电邮：annie.zhang@navitas.com

翟远洋
Kathy Zhai,  
市场经理 
（北区市场） 
QQ  2192846955 
电话：010-6708 2175 
电邮：kathy.zhai@navitas.com

席江
Angus Xi,  
市场经理 
（中区市场） 
QQ  1420179291 
电话：021-5228 0903 
电邮：angus.xi@navitas.com

廖嘉欣
Carina Liao,  
市场经理 
（南区市场） 
QQ  774402980 
电话：020-8332 8077 
电邮：carina.liao@navit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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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for your world
Navitas provides you with the education you need, 
to get where you want to be in life. From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and courses to help you enter 
university, to training for the workplace, Navitas 
colleges and campuses in 28 countries will support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With over 120 Navitas and SAE Institution locations 
across the globe, and over 80,000 students 
currently studying with us, we understand the 
world’s learning needs. We’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trusted provider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world. 

Navitas offers to students, professionals 
and migra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following opportunities:

• English language training 
• High school studies 
• University preparation and programmes
•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for creative 

media technology
• Career advancement programmes 
• Student recruitment 
• Internship programmes
• Migrant settlement services 

We also offer customised workplace training 
for companies, and a range of training and 
settlement services for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Wherever you are, and wherever you want to be, the 
knowledge and resources of our staff around the 
world will ensure your success.

Africa

• SAE Institute, South Africa

Asia

• ACBT — Edith Cowan University, Sri Lanka 
• Curtin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Campus of Curtin University)
• SAE Institutions — Indonesia, Malaysia, Thailand

Australia

• ACAP (Australian College of Applied Psychology) 
• ATTC (Australian TESOL Training Centre) 
• CELUSA (Centre for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 Curtin College — Curtin University, Perth 
• Curtin University Sydney
• Deakin College — Deakin University, Melbourne
• Eynesbury —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nd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 Hawthorn-Melbourne
• La Trobe Melbourne — La Trobe University
• La Trobe University Sydney Campus
• Navitas English 
• Navitas Health Skills Australia (HSA)
• Navitas College of Public Safety (NCPS)
• Navitas Professional
• NIC —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 PIBT — Edith Cowan University, Perth 
• Griffith College — Griffith University,  

Brisbane, Gold Coast
• SAE Institutions — Adelaide, Brisbane, Byron Bay, 

Melbourne, Perth, Sydney
• SAIBT —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Adelaide
• SIBT, Sydney
•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The College
• UC College - University of Canberra

Canada

• FIC —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Vancouver 
• ICM — 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Winnipeg 

Central America

• SAE Institute, Mexico

Europe

• SAE Institutions — Austria, Belgium, France, 
Germany, Greece, Italy, Netherlands, Romania, 
Serbia, Slovenia, Spain, Sweden, Switzerland, 
Turkey

Middle East

• SAE Institutions — Jordan, Saudi Arabia, UAE

New Zealand

• SAE Institute, Auckland
• UCIC —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Christchurch

United Kingdom 

• BCUIC —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 CRIC — Anglia Ruskin University, Cambridge 
• EIC —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 HIC —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Hatfield
• ICP —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 ICRGU — Robert Gordon University, Aberdeen 
• ICWS — Swansea University
• LBIC — Brunel University London
• PUIC — Plymouth University 
• SAE Institutions — Glasgow, Liverpool, 

London, Oxford
• UNIC - The University of Northampt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Navitas at FAU — 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 Navitas at UMass Boston —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 Navitas at UMass Dartmouth —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Dartmouth 
• Navitas at UMass Lowell —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 
• Navitas at UNH —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 SAE Institutions — Atlanta, Chicago, Los Angeles, 

Miami, Nashville, New York, San Fran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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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n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ACBT) are affiliated organisations and are not owned by Navitas Limited. NAVITAS USA: These schools are authorised under federal law to enrol non-immigrant alien students.
Registered Company names and CRICOS provider codes: SAE Institute Pty Ltd 00312F; Navitas Bundoora Pty Ltd trading as La Trobe Melbourne 03312D; La Trobe University 00115M (VIC); La Trobe University Sydney Campus 00115M; Colleges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WA) Pty Ltd;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RICOS Provider Code 00301J, Curtin University is a trademark of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ducational Enterprises Australia Pty Ltd trading as Eynesbury 00561M;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00123M; Melbourne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Pty Ltd trading as Deakin College 01590J; Deakin University 00113B; Perth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Pty Ltd 01312J; Edith Cowan University 00279B; 
Queensland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trading as Griffith College. 01737F; Griffith University 00233E; South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Pty Ltd 02193C;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00121B; Sydney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Pty Ltd 01576G; Newcastle International College 03293B;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00109J;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ABN 53 014 069 881 trading as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is a registered provider under the 
Commonwealth Register of Institutions and Courses for Overseas Students (CRICOS). Provider Number 00917K; UWS Enterprises Pty Ltd ABN 44 003 474 468 trading as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The College (CRICOS Provider Number 02851G) is a 
wholly owned entity of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Academic Pathway programs are delivered by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The College under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of Canberra / University of Canberra 
College 00212K. Navitas English: Courses are delivered by Navitas English Services Pty Ltd (ACN 002 069 730), CRICOS Provider 00289M; The Certificate IV in TESOL is delivered by Navitas English Pty Ltd (ACN 003 916 701), CRICOS Provider 00031D. 
Centre for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02193C; Hawthorn-Melbourne (Hawthorn Learning Pty Ltd, ACN 124 204 171) CRICOS provider code: 02931G; Navitas Professional Institute Pty Ltd trading as Navitas College of Public 
Safety (NCPS) and Australian College of Applied Psychology (ACAP). National CRICOS provider code: 01328A. UCIC NZQA Provider Number 7177. ICM CRA BN: 81210 5146; FIC CRA BN: 81210 5146. Company Numbers: Birmingham C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Ltd trading as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BCUIC) 07445570; CRIC 06407773; EIC 06822392; ICP 06770123; ICWS 6412162; HIBT Ltd trading as HIC 5163612; London IBT Ltd. trading as London Brunel International 
College (LBIC); Plymouth Devon International College Ltd trading as Plymouth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PUIC) 06822402; ICRGU 07154254. Navitas Limited ABN 69 109 613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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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e 1116, 11/F Tower B 
Beijing New World Center 3/B 
Chongwenmenwai Street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62, China

Suite 610, Nanzheng Building 
580 Nanjing Rd Wester 
Shanghai 200041, China

Room 1013 Main Tower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Building 
No. 339 Huanshi Donglu 
Guangzhou 510098,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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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Navitas Ltd reserves the right 
to alter, amend or delete details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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