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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完成国际预科课程，将有机
会升读*考文垂大学一系列本科
及硕士学位课程

*必须符合规定的入学条件。 
详情请访问www.oncampus.global/	
coventryprogression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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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下载我们全新的 

课程查找应用，帮助 

你在考文垂大学找到 

理想的学位

合作大学国际预科是英国剑桥教育集团旗下项目，
很荣幸与考文垂大学合作，共同开设面向国际学生
的高品质大学预科课程。

国际预科课程为学生升读考文垂大学以及之后的学业生涯做好充分
准备。

我们为国际学生开设高品质的课程，使学生具备顺利入读大学所需的
学术、个人和职业技能。

通过与考文垂大学携手合作，只要满足规定的入学条件，我们的学生
即可升读一系列本科和硕士学位课程。

优秀的教学水平，全程为学生提供支持。我校高素质的教职员工为学
生提供课堂内外全方位的支持。每名学生都安排有一名个人辅导老
师，确保学生及时跟进进度，达成学业目标。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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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总体满意度 
（2017年全英学生调查）

全新耗资六千万英镑打造的健康与
生命科学实验室大楼

获奖

设备先进， 
耗资5000万英镑的 

工程与计算大楼体现了 
未来的工程技术

2019年排名前20的课程  
（2019年卫报英国大学排名）

考文垂大学的研究被评为
世界领先和国际优秀项目，
获2014年REF排名国际认可

92% No. 1 电影制作与摄影
No. 4 酒店管理与会展管理和旅游
No. 6 经济学
No. 7 机械工程
No. 7 建筑与城镇规划
No. 7 地理与环境研究
No. 7 医疗卫生
No. 7 护理与助产
No. 8 设计
No. 9 建筑学 
No. 9 时装和纺织 
No. 9  政治
No. 10 犯罪学
No. 14 新闻学 
No. 14 社会政策和管理 
No. 18 商务、管理与市场营销 
No. 18 心理学
No. 18 戏剧与舞蹈 

英国
排名最高 
新上榜大学	
（2019年卫报及完整大学指南）

89% 精彩汇聚
关于考文垂大学

06

3500 万英镑
打造学生大楼 
‘TheHub’	

学生校园 
生活的中心

排名第5
英国最佳
求学城市	
（2018年QS	
最佳求学城市） 5

伦敦

伯明翰

利物浦

赫尔利兹

纽卡斯尔

从考文垂乘火车到伦敦 
只需一小时，到伯明翰不到 

20分钟，到牛津仅需45分钟。

牛津

考文垂

荣获
优质
教学在
金奖
（2017教学卓越
框架评比）

的考文垂毕业生都能在6个月内
成功就业或继续深造
（2016/17年高等教育毕业生去向调查）

97% 

排名第

13 
的英国大学 
（2019年卫报英国 
大学排名）

大学
年度最佳

（2019年泰晤士报和星
期日泰晤士报优秀大学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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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取得了进步，老师们都会祝贺我，表扬
我，这种充分地肯定是我之前从未感受过的。老
师们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业进展情况，总是不遗余
力地变换讲解方式，让我们能充分掌握知识。在
国 际 预 科 学 习 的 这 段 日 子 里 ， 我 得 到 了 许 多 支
持。尽管课程很难，国际预科的课程强度很大，
但是我相信等到学位课程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
事是能够难倒我的。”

专业认证
考文垂大学的许多课程*已通
过专业认证。通过学习修读认
证课程，你将会获得特许研究
所或职业团队的会员资格。

工作经验
考文垂大学的大部分本科专业
均开设三明治课程：留学海外
或者商业实习机会**，每个学
院都有就业和实习单位，为学
生提供提升职场竞争力的宝贵
机会。

*认证、认可及其它第三方批准应根据相关组织的标准审核流程进行更新，同时要求大学维持关于授课的统一

高标准。有关详情，请查看单独学位课程。

**受入学要求限制。可能会收取额外费用。

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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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考文垂大学

•捷豹路虎
•辉瑞
•敦豪速递
•埃森哲
•普华永道

考文垂大学 
历届毕业生 
在各大企业中 
的就业去向包括：

艺术与人文学院
艺术与设计系

人文科学系

媒体与表演艺术系

工程、环境与计算
学院
计算、电子与数学系 

能源、建筑施工与环境系

机械、航空航天与汽车工程系

生命科学与健康 
学院
生命科学系

心理、行为与社会科学系

护理、助产学与健康学系

商务学与法学学院 
经济、金融和会计系 

营销和管理系 

企业策略与领导力系

法律系

 

请下载我们全新的

课程查找应用，帮

助你在考文垂大学

找到理想的学位

•摩根大通
•	英国国家医疗

服务体系
•英国广播公司



本科学位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商务、经济、金融与管理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0，单项不低于5.5

升学所需成绩
（专业课科目）：40%

升读*学位一览表
完成国际大一课程可升读至下述学位的二年级。
*升学取决于申请人是否达到指定的入学条件。

硕士学位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商务、经济、金融与管理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5，单项不低于5.5

升学所需成绩
（专业课科目）：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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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Hons) Accountancy   会计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Accountancy and Finance   会计与金融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广告与营销学（荣誉）文学士

BSc (Hons) Aviation Management   航空管理学（荣誉）理学士（升读成绩需达到70%）

*BA (Hon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商管理学（荣誉）文学士（商务研究为必修课）

BA (Hons) Business Economics   商务经济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Business and Finance   商务与金融（荣誉）文学士

BA (Hons) Business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商务与人力资源管理（荣誉）文学士

BA (Hons) Business and Marketing   商务与营销（荣誉）文学士

BA (Hons) Business Management   商务管理（荣誉）文学士

BA (Hons) Digital Marketing   数字化营销（荣誉）文学士

BA (Hons) Economics   经济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Enterprise and Entrepreneurship   企业与创业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European Business Management   欧洲商务管理（荣誉）文学士

BA (Hons) Event Management   会展管理（荣誉）文学士

BA (Hons) Finance and Investment   金融与投资学（荣誉）文学士（升读成绩需达到60%）

BSc (Hons) Finance   金融学（荣誉）理学士

BA (Hons) Financial Economics   金融经济（荣誉）文学士

BA (Hon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op-Up   国际商务（荣誉）文学士（Top-Up）

BSc (Hon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国际商务管理学（荣誉）理学士

BA (Hon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国际经济与贸易（荣誉）文学士（升读成绩需达到50%）

BA (Hons) International Fashion Business   国际时尚管理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Marketing   市场营销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Sport Marketing   体育营销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Sport Management   体育管理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Global Business Management   全球商务管理（荣誉）文学士

BA (Hons)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Accounting   国际金融与会计（荣誉）文学士

MSc Accounting & Financial Management   会计与财务管理理学硕士

MA Advertising & Marketing   广告与营销文学硕士

MSc Banking & Finance   银行与金融理学硕士

MA Brand Management   品牌管理文学硕士

MSc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理学硕士

MSc Business and Organisational Psychology   商业与组织心理学理学硕士（提供职业见习机会）

MSc Cyber Security Management   网络安全管理理学硕士

MA Digital Marketing   数字化营销文学硕士

MSc Event Management   会展管理理学硕士

MSc Finance   金融学理学硕士  

MSc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金融风险管理学硕士

MSc Fraud Investigation Management   欺诈调查管理理学硕士（提供职业见习机会）

MA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全球创业文学硕士

MA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管理文学硕士

MSc Islamic Finance   伊斯兰金融理学硕士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国际商务管理理学硕士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要求相关学位）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conomics   国际商务经济理学硕士

LLM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国际商务法法学硕士（法学专业课毕业成绩要求60%以上）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ogistics   国际商务物流理学硕士

MSc International Event Management   国际会展管理理学硕士

MSc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LLM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法学硕士（法学专业课毕业成绩要求60%以上）

MSc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国际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MSc Investment Management   投资管理理学硕士

LLM Law    法律法学硕士（法学专业课毕业成绩要求60%以上）

MBA Master'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商管理硕士（要求毕业后有两年工作经验）

MA Marketing Management   市场营销管理文学硕士

MSc Oil & Gas Management    石油与天然气管理理学硕士

MSc Project Management   项目管理理学硕士

MSc Sport Management   体育管理理学硕士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人文与社会科学或商务学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0，单项不低于5.5

升学所需成绩
（专业课科目）：40%

LLB (Hons) Business Law   商业法（荣誉）法学士

LLB (Hons) Law   法学（荣誉）法学士
LLB (Hons)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荣誉）法学士

 备注：商务学桥梁课程三月开课

LLM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法学硕士（法学专业课毕业成绩要求60%以上）

LLM Law 法律法学硕士（法学专业课毕业成绩要求60%以上）

LLM Oil, Gas and Energy Law 石油、天然气与能源法法学硕士（法学专业课毕业成绩要求60%
以上）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人文与社会科学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5，单项不低于5.5

升学所需成绩
（专业课科目）：50%

商务学与
法学
学院

攻读 
商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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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身份与认证 
商学院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重量级的欧
洲商学院协会和英国特许商学院协会(ABS)的活跃成
员，全面提升了学生的教育体验品质。

第
6位

经

济学
（2019年卫报英国大学排名）

关于考文垂大学

考文垂大学商学院开设一系列商务课程，紧密结合职
场需求，强调面向未来就业的人才培养方向。
 
商学院与英国乃至国际的各大组织均展开合作，本校
学生可享受丰富的学习资源：

• 在课堂教学中融入实际案例

• 提供丰富的实习机会，增加就业竞争力。

商学院拥有一家欧洲规模最大的学术交易场所，采用
彭博终端应用程序，让学生有机会积累有关汤森路透 
Datastream 等行业标准工具的使用经验。

攻读法律

考文垂大学法学院开设一系列法律学位课程，全面覆
盖从商法到国际法等常规及专业法律领域。法学院的
学生将享有：

• 模拟法庭，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下，锻炼法律职业 
技能

• 考文垂法律咨询服务：学生自己的法律事务所，提
供在当地社区实际运用所学知识的机会

• 为期一年的选修机会，可选择参加实习，或去往国
外进修完整的研究生课程，增加成功就业几率。

想要升读法律学位的国际预科学生，可选择攻读人文
学或商学桥梁课程。如果人文学方向名额已满，学生
还可以选择商学桥梁课程。

第4位
会展管理

与旅游
（2019年卫报英国大学排名）



升读*学位一览表
数学和物理是所有计算、工程和科学学士学位课程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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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学位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计算、工程与科学

硕士学位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计算、工程与科学

BEng (Hons) Aerospace Systems Engineering   航空航天系统工程（荣誉）工学士

BEng (Hons) Aerospace Technology   航空航天技术（荣誉）工学士

BSc (Hons)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建筑技术（荣誉）理学士

MEng/BEng (Hons) Automotive Engineering   汽车工程（荣誉）工程硕士/工学士

BSc (Hons) Aviation Management   航空管理学（荣誉）理学士（升读成绩需达到50%）

BSc (Hons) Building Surveying   建筑测量（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建筑服务工程（荣誉）理学士（要求数学升学成绩60%以上）

BEng (Hons)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荣誉）工学士

BSc (Hons)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荣誉）理学士

BEng (Hons)/MEng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土木与环境工程（荣誉）工学士/工程硕士

BEng (Hons)/MEng Civil and Structural Engineering土木与结构工程（荣誉）工学士/工程硕士

BEng (Hons) Computer Hardware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计算机硬件与软件工程（荣誉）工学士

BSc (Hons)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Computing   计算学（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建筑施工管理（荣誉）理学士

BEng (Hons)/MEng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电气与电子工程（荣誉）工学士/工程硕士

BEng (Hons)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电子工程（荣誉）工学士

BSc (Hons) Ethical Hacking and Cyber Security   道德黑客与网络安全（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Games Technology   游戏技术（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Business

BEng/MEng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制造工程（荣誉）工学士/工程硕士（国际学生招生名额有限）

BSc (Hons) Mathematics   数学（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Mathematics and Data Analytics   数学与数据统计学（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数学与物理学（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数学与统计学（荣誉）理学士

MEng/BEng (Hon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荣誉）工学士/工程硕士

BEng (Hons) Motorsport Engineering   赛车工程（荣誉）工学士

BSc (Hons) Multimedia Computing   多媒体计算机技术（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Oil, Gas and Energy Management   石油、天然气与能源管理（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Quantity Surveying and Commercial Management    
数量测量与商业管理（荣誉）理学士

MSc Aerospace Engineering   航空航天工程理学硕士

MSc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航空运输管理理学硕士 
（商学桥梁课程。要求所有科目达到60%以上）

MSc Automotive Engineering   车辆工程理学硕士

MSc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理学硕士

MSc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

MSc 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Cost Management   施工项目与成本管理理学硕士

MSc Control Engineering   控制工程理学硕士

MSc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电气与电子工程理学硕士

MSc Embedded Microelectronics and Wireless Systems   嵌入式微电子与无线系统理学硕士

MSc Engineering & Management   工程与管理理学硕士

MSc Engineering Business Management   工程商务管理理学硕士

MSc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工程项目管理理学硕士

MS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理学硕士

MSc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信息系统管理理学硕士

MSc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管理理学硕士

MSc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理学硕士

MSc Oil & Gas Engineering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理学硕士

MSc Software Development   软件开发理学硕士

MSc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供应链管理理学硕士

MSc Systems & Control   系统与控制理学硕士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艺术与设计

BSc (Hons)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建筑技术（荣誉）理学士（要求提交作品集）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人文与社会科学

BSc (Hons)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Planning   
灾难管理与应急计划（荣誉）理学士
BA / BSc (Hons) Geography   地理学文学士/（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Georgraphy and Natural Hazards   地理学与自然灾害（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Inter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国际灾难管理（荣誉）理学士

完成国际大一课程可升读至下述学位的二年级。
*升学取决于申请人是否达到指定的入学条件。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0，单项不低于5.5

升学所需成绩
（专业课科目）：50%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0，单项不低于5.5

升学所需成绩
（专业课科目）：40%

MSc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Resilience   灾难管理与复原力理学硕士

MSc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Resilience   应急管理与复原力理学硕士

MSc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环境管理理学硕士

MSc Global Logistics Management   国际物流管理理学硕士

MSc Petroleum and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石油与环境技术理学硕士

升学所需成绩
（专业课科目）：40%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0，单项不低于5.5

升学所需成绩
（专业课科目）：50%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5，单项不低于5.5

升学所需成绩
（专业课科目）：50%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5，单项不低于5.5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人文与社会科学

工程、环境 
与计算
学院

 

“我选择考文垂大学的主要原因是它在英国工
程专业中拥有较好的排名和口碑，这样毕业后
会比较容易找到好工作。国际预科的老师们一
向态度温和，待人友善。这里与我之前习惯的
教学方式不同，我们会开展许多实践活动来强
化所学知识，我认为这种学习方式更好。在国
际预科的这段日子里，我过得非常开心，同时
也收获了很多，让我为将来升读考文垂大学做
好了准备。”

Youssef Hosny 埃及 |	升读：汽车工
程（

荣
誉

）工
学

士
	| 考

文
垂

大
学

12

攻读
计算、工程与科学

关于考文垂大学

考文垂素有“英国汽车工业
之乡”的美誉，考文垂大学
的工程、环境与计算学院以
其优秀的教学质量、研究水
平和学生体验而享誉全球。

学院教师有机会与包括捷豹
路虎、美国通用航空、康明
斯和英特尔在内的行业巨擘
一起合作，运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在实践活动中引导学
生学习知识。

学生都将享有：

• 一系列丰富的本科及研究生
课程，包括众多领衔大学排
名的重点学科领域

• 宏伟的教学楼，充分展现未
来工程技术

• 行业标准设备、软件和实际
工作间

• 飞 行 仿 真 系 统 等 现 代 化 设
施，包括鹞式喷气战机的驾
驶舱仿真系统、由梅赛德斯
AMG马石油一级方程式车队
设计的风洞装置和全英威力
最大的磁铁。

认证

第7位	
建筑与城乡规划			

（2019年卫报英国大学排名）

第7位
地理与环境系统	

（2019年卫报英国大学排名）

第
7位

机
械

工
程

（

2019年卫报英国大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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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学位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人文与社会科学

升学所需成绩
（专业课科目）：40%

升读*学位一览表

硕士学位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人文与社会科学

升学所需成绩
（专业课科目）：50%

BA (Hons) Digital Media   数字化媒体（荣誉）文学士

BA (Hons) English   英语（荣誉）文学士

BA (Hons) English and Creative Writing   英语与创意写作（荣誉）文学士

BA (Hons) English and Journalism   英语与新闻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English and TEFL   英语与英语外语教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History   历史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History and Politics   历史与政治（荣誉）文学士

BA (H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荣誉）文学士

BA (Hons) Journalism and Media   新闻与媒体（荣誉）文学士（雅思7.0分 - 单项最低6.5分）

BA (Hon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传媒与传播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Politics   政治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Sociology   社会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Sociology and Criminology   社会学与犯罪学（荣誉）文学士

MSc Agroecology and Food Security   农业生态与食品安全理学硕士

MA Communications, Culture and Media   沟通、文化与传媒文学硕士

MA Diplomacy   外交学文学硕士

MA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英语语言教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学硕士

MA Global Journalism and Public Relations   全球和公共关系文学硕士

MSc Global Logistics Management   全球物流管理理学硕士

M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文学硕士

MA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Crime & Global Security    
恐怖主义、国际犯罪与全球安全文学硕士

第9位
时装 

（2019年卫报英国大学排名）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艺术、设计与传媒

升学所需成绩
（专业课科目）：40%

BSc (Hons) Architecture1   建筑学（荣誉）理学士（要求单项最低6.5）

MDes/BA (Hons) Automotive Transport Design   汽车运输设计（荣誉）设计硕士/文学士

BA (Hons) Dance   舞蹈（荣誉）文学士

BA (Hons) Fashion   服装设计（荣誉）文学士

BA (Hons) Fine Art   纯艺（荣誉）文学士

BA (Hons) Fine Art & Illustration   纯艺与插画（荣誉）文学士

BA (Hons) Games Art   游戏艺术（荣誉）文学士

BA (Hons) Graphic Design   平面设计（荣誉）文学士

BA (Hons) Illustration & Animation   插画与动画（荣誉）文学士

BA (Hons) Illustration & Graphics   插画与平面设计（荣誉）文学士

BA (Hons) Interior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室内建筑与设计（荣誉）设计硕士/文学士

BSc (Hons) Music Technology   音乐技术（荣誉）理学士

BA (Hons) Media Production   媒体制作（荣誉）文学士

BA (Hons) Photography   摄影（荣誉）文学士

MDes/BA (Hons) Product Design   产品设计（荣誉）设计硕士/文学士

BA (Hons) Theatre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戏剧与专业实践（荣誉）文学士

1（专业课科目均达到50%）[数学和物理达到70%]。学生的作品集须经过建筑教师组的升学评级，并达到优秀等级。）

完成国际大一课程可升读至下述学位的二年级。
*升学取决于申请人是否达到指定的入学条件。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0，单项不低于5.5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0，单项不低于5.5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5，单项不低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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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人文
学院

攻读
人文与社会 
科学

作为考文垂大学历史最悠久的
学院之一，自1843年以来，
艺术与人文学院培养出了众多
艺术家、设计师和划时代的思 
想家。

学院秉承面向行业市场的教育
主张，提供丰富的工作实习机
会，参与实际项目，成功吸引
拥有文化创意行业从业经验的
优秀师资力量。

关于考文垂大学

学生都将享有：
•  各类先进设备，例如，英

国规模最大的汽车油泥工
作室

•  The Tank 工作室，即多
媒体制作工作室；摄影工
作室

• 数字化设计与印刷工作室
•  时装工作室和兰切斯特画

廊，即座谈会与展会举办
场地

荣誉奖项
艺术与设计系在2019年英国
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排名中列居
第17位。

从奥斯卡动画奖到特纳艺术
奖，在各项大奖的获奖名单
中，从来不乏我校优秀毕业生
的身影。誉享全球的红点大奖
曾提名我院艺术与设计系为一
流院系。

认证

第9位
建筑学

（2019年卫报英国大学排名）

第
1位

电
影

与
摄

影

（
2019年卫报英国大学排名）

 

Seokbae Yun，韩国  | 升读：汽车运输设
计（

荣
誉

）文
学

士
 | 考

文
垂

大
学

“成为一名汽车设计师是我一直以来的梦
想，我喜欢英国，尤其是考文垂的汽车设
计课程。在这里，我可以实际操作许多设
备，比如钣金车间等。我在国际预科学到
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设计前如何独立进行
研究。老师们的教学方式很独特，英国教
育重在研究，这让我认识到获得设计灵感
非常重要。”

第8位
设计与工艺

（2019年卫报英国大学排名）

法律学位课程由商务学与法学学院授课。想要升读法律学位的国际预
科学生，可选择攻读人文学或商学桥梁课程。如果人文学方向名额已
满，学生还可以选择商学桥梁课程。详情请参阅10-11页。



升读*学位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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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学位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健康与生命科学

升学所需成绩
（专业课科目）：40%

BSc (Hons) Adult Nursing   成人护理（荣誉）理学士
专业课均达到65%。其它升学条件：雅思7.0分，单项最低6.5分。
BSc (Hons) Analytical Chemistry and Forensic Science    分析化学与法医学（荣誉）理学士
生物或化学为必修课。
BSc (Hons) Biological and Forensic Sciences   生物与法医学（荣誉）理学士 
生物为必修课。
BSc (Hons) Biomedical Science     生物医学（荣誉）理学士  
生物为必修课。
BSc (Hons)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s Nursing   儿童与青少年护理（荣誉）理学士
专业课均达到65%。其它升学条件：雅思7.0分，单项最低6.5分。
BSc (Hons) Dietetics and Human Nutrition    营养学与人类营养（荣誉）理学士
专业课均达到70%。其它升学条件：雅思7.0分，单项最低6.5分。名额有限，入学前须通过大学
面试，职业健康和犯罪记录审查方可入学。
BSc (Hons) Food and Nutrition   食品与营养学（荣誉）理学士 
生物或化学为必修课；数学为推荐课程。

BSc (Hons) Forensic Investigations   法医调查（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Human Biosciences   人类生物科学（荣誉）理学士 
生物为必修课；数学为推荐课程。
BSc (Hons) Learning Disabilities Nursing   学习障碍护理（荣誉）理学士
专业课均达到65%。其它升学条件：雅思7.0分，单项最低6.5分。

BSc (Hons) Med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Science   医学与药理科学（荣誉）理学士 
生物为必修课。
BSc (Hons) Mental Health Nursing   心理健康护理（荣誉）理学士
专业课均达到65%。其它升学条件：雅思7.0分，单项最低6.5分。
BSc (Hons) Nutrition and Health   营养与健康（荣誉）理学士 
生物为必修课。
BSc (Hons) Occupational Therapy   职业疗法（荣誉）理学士 
专业课均达到60%。其它升学条件：雅思7.0分，单项最低6.5分。名额有限，入学前须通过大学
面试，职业健康和犯罪记录审查方可入学。
BSc (Hons) Physiotherapy   理疗学（荣誉）理学士 
专业课均达到75%。生物为必修课。雅思7.0分，单项最低6.5分。名额有限，入学前须通过大学
面试，职业健康和犯罪记录审查方可入学。

BSc Public Health Studies   公共卫生研究理学士

BSc (Hons) Sports and Exercise Science   体育与运动科学（荣誉）理学士 
生物为必修课。

BSc (Hons) Sports Therapy    体育治疗（荣誉）理学士 
雅思6.5分，单项最低5.5分

硕士学位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健康与生命科学

升学所需成绩
（专业课科目）：50%

MSc Applied Psychology    应用心理学理学硕士（提供职业见习机会）

MSc Biotechnology    生物技术理学硕士（提供职业见习机会）

MSc Biomedical Science    生物医学理学硕士（提供职业见习机会）

MSc Business and Organisational Psychology   商业与组织心理学理学硕士（提供职业见习机会）

MSc Forensic Psychology   法医心理学理学硕士 

MSc Global Healthcare Management   全球医疗卫生管理理学硕士（提供职业见习机会）

MSc Health Psychology   健康心理学理学硕士 

MSc Molecular Biology    分子生物学理学硕士（提供职业见习机会）

MSc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职业心理学理学硕士  

MSc Pharmacology and Drug Discovery   药理学与药物研发理科硕士（提供职业见习机会）

MSc Psychology   心理学理学硕士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人文与社会科学

升学所需成绩
（专业课科目）：40%

BA (Hons) Childhood & Youth Studies   儿童与青少年研究（荣誉）文学士

BA (Hons) Criminology   犯罪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Criminology and Law   犯罪学与法学（荣誉）文学士 
（商务学桥梁课程三月开课）

BA (Hons) Criminology and Psychology   犯罪学与心理学（荣誉）文学士

BSc (Hons) Psychology   心理学（荣誉）理学士 
（国际大一，由健康与生命科学学院授课）

第8位
职业疗法

（2019年英国完全大学指南）

完成国际大一课程可升读至下述学位的二年级。
*升学取决于申请人是否达到指定的入学条件。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0，单项不低于5.5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0，单项不低于5.5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5，单项不低于5.5

健康与 
生命科学

 

“我之所以想在英国念书，是因为这里教
学质量很高，尤其是医疗保健领域。我喜
欢国际预科的老师们，他们大多都有带国
际学生的经验，也了解我们的需求。英国
的学习方式不同，我们会开展小组讨论、
演讲，同时提倡互动学习模式。与印度的
学习方式相比，这种方式让我在学习上更
加独立。我对住宿条件也很满意，宿舍离
大学很近，公共休息室也很棒。”

Kyle Alm
eida, 印度 | 升读：理疗学（荣誉）理学士
 | 考

文
垂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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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
健康与生命 
科学

关于考文垂大学

全
新

耗
资

6000万英镑打造的健康与生命科学实验室
大

楼
 

最新耗资6000万英镑打造的健康与生命科学实验室大楼拥有各类专业
实验设施，医疗保健模拟环境，以及按奥运标准建设的健身与运动研
究场馆。

整座大楼模拟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将会遇到的真实环境，培养第
一手的实操经验。

第7位
职业疗法

（2019年英国完全大学指南）



关于
合作大学国际预科



保证学习质量

考文垂大学国际预科定期接受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QAA)

的审核，QAA是负责维持全英
大学系统教学标准的机构。

13

通往考文垂大学的升学途径

成功完成国际预科课程、国际大一课程或硕士预科课程的学生，将有机会升读*考文垂
大学的一系列本科及硕士学位课程

21

*升读需满足指定入学条件

国际预科课程
（3或4个学期）

硕
士

学
位

硕士预科课程

第1年

本科学位

1、2或3个学期

大学预科

1、2或3个学期 第2年 第3年

商务学与法律

国际大一课程
（3或4个学期）

英
语

语
言

预
备

课
程

 工程与科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

生命科学

艺术与设计 （仅国际预科课程）

工程学

国际预科强化
课程（6个月）

商务学

艺术与设计

心理学

如何助您升读
英国优秀大学
考文垂大学国际预科课程专为无法满足直升大学条件的国际学生
而设。我们提供的支持将使学生受益良多，帮助学生顺利升读考
文垂大学。 

合作大学国
际预科为你
提供...

杰出的教学与 
支持
在你求学之旅的每个阶段，我
们高素质的教师及支持团队都
会在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为
你提供全方位支持。

个人辅导老师定期与学生进行
面 谈 以 确 保 学 生 紧 跟 课 程 进
度，保证学生通过课程考试并
顺利升学。

个 人 辅 导 老 师 同 时 会 帮 助 学 
生 解 决 学 习 和 生 活 中 的 各 种 
问题。

大量成功先例 

国际预科为英国剑桥教育集团
旗下机构，自1952年起，该机
构便已成为英国众多大学桥梁
课程教育机构中的领军者。

作为第一家提供大学预科课程
的教育机构，自1985年以来，
每年帮助数百名学生成功升读
英国顶尖大学。

从入学第一天起
成为大学的一员
国际预科中心位于大学校园中
心，紧邻大学的所有设施。

我们为国际预科的学生提供免
费的学生卡，学生在学习国际
预科课程期间凭此卡即可自由
使用大学里的所有设施、参加
各种俱乐部和社团。*

在学位课程开始前，将会在大学
里和班主任、院系领导会面，并
借此机会参与各类精彩活动，
体验学校精良的教学设施。

* 某些俱乐部和社团可能会收取一定会 
员费

关于合作大学国际预科 

可
自

由使用大学里的所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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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读大学学位提高英语语言水平

学术写作技能

学术阅读技能

演示和讨论技能

听课和做笔记

提高专业成绩，培养学习技巧

通过额外一年的学习，达到英国
教育13年级，即攻读学士学位的
同等学力水平

展示满足大学要求的学术水平

在桥梁课程中取得的成绩比高
中的成绩更优异，这有助于获得
大学本科录取

掌握在英国大学取得成功所必
需的学习技巧

此外还帮助攻读硕士学位的学
生培养学术科研技能

专家亲自指导大学申请

听 取 专 家 意 见，申 请 适 合 的 
学位

一对一支持课程

院系参访和面谈



学期和费用 学期标准 年度标准
（3个学期）

每学期实
验室学习

每年实验室学习
（3个学期） 本科学位课程开学日期

2019.02.18 – 2019.08.16 4,665英镑 13,995英镑 4,885英镑 14,655英镑 2019年9月
2019.03.25 – 2019.12.13 4,665英镑 13,995英镑 4,885英镑 14,655英镑 2020年1月
2019.06.17 – 2019.12.13 4,665英镑 13,995英镑 4,885英镑 14,655英镑 2020年1月
2019.09.23 – 2020.06.07 4,830英镑 14,490英镑 5,160英镑 15,480英镑 2020年9月
2019.11.04 – 2020.04.24** 14,490英镑 不适用 不适用 2020年5月
2020.01.06 – 2020.08.14 4,830英镑 14,490英镑 5,160英镑 15,480英镑 2020年9月

所有课程均需缴纳注册费300英镑以及可退还的押金2,200英镑。
未满18岁的学生须于课程开始前提交未满18岁补充材料。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37页并访问www.oncampus.global/about-us。
*适用于商务学、经济、金融与管理、工程与科学桥梁课程。**为期6个月的IFP强化课程针对商学桥梁课程，仅限升读工商管理学（荣誉）文学士。

 

“这里的工作人员非常平易近人，我非常喜欢。
我喜欢，当我遇到问题时我可以去找他们倾诉，
不管是老师还是管理人员都可以。这里的学习方
式让我可以进行大量的自主学习，提高我的时间
管理能力。对我来说，国际预科提升了我的能
力，让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

Kago Matalapeng 博茨瓦纳 | 升
读：理

疗
学（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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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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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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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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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6.0分

40%

本科学位

25小时 60%/40%
多达

每周的课堂教学时间 考试/课程作业

升读专业课及格 
分数要求1

升读英语水平要求 
（雅思或同类考试）（

校内考试）

50%

40%

40%

40%

6.0
单项不低于5.5

此比例可能因所学科目而异。

本科预科课程
(IFP) 
完成本课程将有机会升读¹一系列本科学位一年级课程。

¹  本课程提供升学机会，但需要达到升学所需成绩，详情请参阅以上内容。此成绩为大部分学位的最
低入学分数。某些学位课程要求申请人进一步面试/试演/提交作品集和/或者取得更高分数；这些要
求将会在学位一览表及我们的网站(www.oncampus.global/coventryprogression)中注明。

²  如果学生尚未达到所要求的英语水平或学历背景/作品集要求，可选择面向艺术与设计，及生
命科学桥梁课程的预科预备课程。这些课程为时4个学期，包括英语语言专业课(ELM)，随后学
习申请入读本科一年级时要求的为时3个学期的预科课程。如果学生的英语能力尚未达到雅思
4.0或同等水平，可选择我们提供的英语语言预备课程(ELPP)，详情请参阅第28页或访问网址 
www.oncampus.global

³ 此比例可能因所学科目而异。

关于合作大学国际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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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升读

雅思4.5分（3个学期） 雅思5.5分（强化IFP）

桥梁课程 单元课程

3或4个学期2

商务学与法律 英语

工程与科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

英语水平

经济学与运筹学理学士
艺术与设计

生命科学

商务技能经济学与金融学 商务行为

入学条件

雅思4.5分以上

英语水平：
或同等水平，单项最低4.0分，方可入学三学期的国际预科
课程。雅思5.5分以上，单项最低5.0分，方可入学国际预科
强化课程。

高二或高三 高二或高三毕业，且各科成绩良好。请参考网站，了解有关
入学的学历要求。

（年龄未满18岁的学生需安排监护）16岁以上

升学所需成绩： 
• 各科专业课达到40%（工程达到50%） 
• 雅思6.0分或同等水平（校内考试）

欲了解所有升读学位课程，请参阅第11 -17页

本科预科
（3或4个学期）

强化本科预科
（2.5个下学期

/6个月）

英语 科学技能纯数学 物理科学 

英语 人文与社会科学技能全球化与国际化 人际互动 

英语 科学技能分子生物学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英语 艺术与设计技能设计 视觉传达

雅思4.0分（4个学期）

本科预科 
（3或4个学期2）

40%

50%

40%

40%

40%

6.0，单项不低于5.5



 

学期和费用 学期数 学期标准 年度标准 
（3个学期）

实验室费用 
（按学期）

实验室费用 
（按学年） 本科学位二年级课程开学日期

2019.06.10 – 2020.06.07 4 4,665英镑 18,660英镑 2020年9月
2019.09.23 – 2020.06.07 3 4,830英镑 14,490英镑 5,160英镑 15,480英镑 2020年9月
2019.09.23 – 2020.08.14 4 4,830英镑 19,320英镑 5,160英镑 20,640英镑 2020年9月
2020.01.06 – 2020.08.14 3 4,830英镑 14,490英镑 5,160英镑 15,480英镑 2020年9月

   所有课程均需缴纳注册费300英镑以及可退还的押金2,200英镑。

   未满18岁的学生须于课程开始前提交未满18岁补充材料。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37页并访问www.oncampus.global/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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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经朋友推荐来考文垂大学学习的。在考文
垂大学国际预科读书的这段日子，让我感到既轻
松又充实。老师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相比于中
国学校，我在这儿学会了如何独立思考，如何团
队合作。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来到考文垂，结
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接触迥然不同的世界文
化。目前我正在全力以赴，为升读考文垂大学的
大二做准备。”

X
iao

y
u

 Yan 中
国

 | 升读：商务管理（荣誉）文学士本科二年级 | 考
文

垂
大

学

26小时
多达

每周的课堂教学时间

雅思6.0分以上

本科学位

升读专业课及格 
分数要求1

升读英语水平要求 
（雅思或同类考试） 
（校内考试）

60% +

40%

40%

40%

6.0
单项不低于5.5

国际大一课程(IY1) 
完成本课程将有机会升读¹所选以下学位的二年级课程。1

¹ 本课程提供升学机会，但需要达到升学所需成绩。

²  我们会对学生的入学申请进行评估，并根据英语水平、学历背景和作品集评估结果（仅针对艺
术与设计方向）发出三或四个学期课程的录取通知书。

如果尚未达到三或四学期制所要求的英语水平，可选择预科预备课程。这些课程包括英语
语言专业课(ELM)，随后学习申请入读本科二年级所要求的为时三或四个学期的国际大一 
课程。

关于合作大学国际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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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条件

雅思5.0分以上

英语水平：
或同等水平，单项最低5.0分，方可入学四学期制的国
际大一课程。雅思5.5分以上或同等水平，单项最低5.0
分，方可入学三学期制的国际大一课程。

见网站

学历要求：

最低规定年龄：

请参考网站，了解有关具体国家/地区的学历要求。

（年龄未满18岁的学生需安排监护）16岁以上

升学所需成绩： 
• 各专业课必须达到40%（商务、艺术与设计、心理学专业） 
• 各专业课必须达到60%或65%（工程学专业） 
• 雅思6.0分或同等水平（校内考试）

学位升读

雅思5.0分（4个学期） 雅思5.5分（3个学期）

专业方向 单元课程

3或4个学期2

英语水平

欲了解所有升读学位课程，请参阅第11 -17页

3或4个学期2

所有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外加学术英语：
• 国际大一入门（仅4个学期课程）
• 商务方向学术与专业技能
• 商业环境
• 组织行为学

所有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外加学术英语：

根据所升读学位，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外加学术英语：

所有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外加学术英语：

国际大一
课程

商务、经济、
金融与管理

艺术与设计

工程学

• 商业经济学
• 财务会计
• 管理学原理
• 管理会计学

• 营销与广告
• 决策制定计量方法
• 体育与会展管理

• 工程数学-线性，概率和统计
• 工程数学-微积分与MATLAB
• 制造材料和工艺1和2

• 工程设计1&2
• 工程应用-工作坊实践
• 动力学与电气科学
• 流体力学与传热

心理学

• 凸版印刷术1
• 凸版印刷术2

• 视觉传达
• 设计语境

• 设计实践1
• 专业实践1

• 心理学家入门
• 人类行为
• 人类行为研究

• 阴暗心理学研究
• 大众文化心理学



 

D
av

id
 A

lagoa 尼
日利亚  | 升读：电气与电子工程理学硕士

 | 考
文

垂
大

学

学期和费用 学期数 每项课程学费 每项课程学费 
（实验室学习）

升读以下日期开学的 
硕士学位课程

2019.03.25 – 2019.06.09 1 4,665英镑 4,665英镑 2019年9月
2019.03.25 – 2019.08.16 2 9,330英镑 9,990英镑 2019年9月
2019.06.10 – 2019.08.16 1 4,665英镑 4,665英镑 2019年9月
2019.09.23 – 2019.12.13 1 4,830英镑 4,830英镑 2020年1月
2019.09.23 – 2020.03.13 2 9,660英镑 10,320英镑 2020年5月
2019.09.23 – 2020.06.07 3 14,490英镑 15,480英镑 2020年9月
2020.01.06 – 2020.03.13 1 4,830英镑 4,830英镑 2020年5月
2020.01.06 – 2020.06.07 2 9,660英镑 10,320英镑 2020年9月
2020.01.06 – 2020.08.14 3 14,490英镑 15,480英镑 2020年9月

   所有课程均需缴纳注册费300英镑以及可退还的押金2,20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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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科给我留下了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这里的
课程，包括专业课和个人能力培养课都给予了我极大
的帮助，特别是在撰写论文方面，让我为理学硕士的
相关课程做好准备。而且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能随
时向老师请教问题，一直到课程结束之后，我和老师
之间还保持着联系。”

25小时
每周的课堂教学时间

雅思6.5分

50%

6.5
单项不低于5.5

硕士学位

升读专业课及格 
分数要求1

升读英语水平要求 
（雅思或同类考试） 
（校内考试）

50%

50%

50%

关于合作大学国际预科 

硕士预科课程
(MQP)
硕士预科课程有1学期、2学期或3学期课程可供选择，完成这些课程将有机会升读¹众
多硕士学位课程。

¹  本课程提供升学机会，但需要达到升学所需成绩，详情请参阅以上内容。此成绩为大部
分学位的最低入学分数。某些学位课程要求申请人进一步面试/试演/提交作品集和/或
者取得更高分数；这些要求将会在学位一览表及我们的网站(www.oncampus.global/
coventryprogression)中注明。

²  2学期制MQP学生需根据升读学位学习一门学术课程，3学期制学生学习2门学术课程。详情
请参阅网站。

3  如果你尚未具备所要求的英语水平，可选择预科预备课程。这些课程为时4或5个学期，包括
英语语言专业课(ELM)，随后为申请入读硕士课程时要求的为时3个学期的硕士预科课程。如
果学生的英语能力尚未达到雅思4.0或同等水平，可选择我们提供的英语语言预备课程(ELPP)
，详情请参阅第30页或访问网址www.oncampus.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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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升读

雅思5.0分（3个学期） 雅思5.5分（2个学期） 雅思6.0分（1个学期）

专业方向 单元课程2

1、2或3个学期2

商务学

生命科学

工程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

英语水平

硕士预科课程

硕士预备课程扩展课程：
雅思4.0分（5个学期）
雅思4.5分（4个学期）

入学条件

学位
学历要求：

成功获得知名大学的学士学位或同等学位

21岁以上

升学所需成绩1： 
• 各专业课达到50% 
• 雅思6.5分或同等水平（校内考试）

英语水平： 
∙ 3学期制 – 雅思5.0分以上或同等水平，单项最低4.5分 
∙ 2学期制 – 雅思5.5分以上或同等水平，单项最低5.0分 
∙ 1学期制 – 雅思6.0分以上或同等水平，单项最低5.5分

欲了解所有升读学位课程，请参阅第11 -17页

• 组织行为学
• 财务会计
• 管理学原理
• 管理会计学

• 营销与广告
• 决策制定计量方法
• 策略性思维

• 工程数学
• 工程学

核心课程

所有学生将学习以下核
心课程外加学术英语，
具 体 核 心 课 程 科 目 包
括：

1个学期MQP：
• 学术技能培养
• 研究项目-6级

2或3个学期MQP：
• 研究生技能培养
• 研究项目-5级

2或3个学期MQP的学生将根据升读学位学习专业课，具体专业课科目包括：

2或3个学期MQP的学生将根据升读学位学习专业课，具体专业课科目包括：

2或3个学期MQP的学生将根据升读学位学习专业课，具体专业课科目包括：

2或3个学期MQP的学生将根据升读学位学习专业课，具体专业课科目包括：

• 科学数据的统计分析 • 分子生物学

• 科学数据的统计分析

• 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工程学
• 国际发展、法律和教育

• 理解学习与发展

50%

50%

50%

50%

6.5
单项不低于5.5



 

学期和费用 学期数 每学期学费 升读院校 

2019.03.25 – 2019.06.09/08.16 1或2 4,665英镑 本科预科或硕士预科
2019.03.25 – 2019.08.16 2 4,665英镑 国际大一课程
2019.06.10 – 2019.08.16 1 4,665英镑 本科预科、国际大一或硕士预科
2019.09.23 – 2019.12.13/2020.03.13/06.07 1、2、3 4,830英镑 本科预科或硕士预科
2020.01.06 – 2020.03.13/06.07/08.14 1、2、3 4,830英镑 本科预科或硕士预科
2020.01.06 – 2020.08.14 3 4,830英镑 国际大一课程

所有课程均需缴纳注册费300英镑以及可退还的押金2,200英镑。
   未满18岁的学生须于课程开始前提交未满18岁补充材料。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37页并访问www.oncampus.global/about-us。

Mie Mie 缅甸  | 升
读：会

计
与

财
务

管
理

理
学

硕
士

 | 考
文

垂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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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6.5分

“考文垂大学国际预科为我进一步的学术深造打
下了良好的英语语言基础。在这里获得的支持和
宝贵建议，成为了我攻读硕士学位之路的宝贵财
富，尤其是论文写作技能。最初我把英语当作第
二语言来使用，直到后来英语成为了在沟通和写
作时的主要工具，这种转变对于我在大学中取得
成功尤为重要，而考文垂大学国际预科所营造的
和谐氛围，正是培养语言基础的理想环境。”

40%
本科学位

升读专业课及格 
分数要求2

升读英语水平要求 
（雅思或同类考试） 
（校内考试）

硕士学位

6.0
单项不低于5.5

50%
6.5

单项不低于5.5

24小时
每周的课堂教学时间

7

英语语言预备课程
(ELPP)
完成本课程将有机会升读¹国际预科、国际大一和硕士预科课程。

¹ 必须满足国际预科课程和硕士预科课程对英语水平的要求。
2  此成绩为大部分学位的最低入学分数。某些学位课程要求申请人进一步面试/试演/提交作品

集和/或者取得更高分数；这些要求将会在学位一览表及我们的网站(www.oncampus.global/
coventryprogression)中注明。

关于合作大学国际预科 

学位升读

雅思4.0分 
（5个学期）

雅思4.5分 
（4个学期）

ELPP
（3个学期）

英语水平

28

雅思3.0分 
（3个学期）

雅思3.5分 
（3个学期）

硕士预备课程扩展课程
（4或5个学期）

硕士预科课程
（1、2、3个学期）

国际预科课程
（3个学期）

国际预科 
预备课程

（1个学期）

ELPP
（2或3个学期）

单元课程

学术
英语技能
包括：
• 语法
• 词汇
• 阅读
• 写作
• 口语
• 听力
• 项目作业

入学条件

雅思3.0分以上

英语水平：
国际预科课程 – 雅思3.0分以上或同等水平
硕士预科课程 – 雅思3.5分以上或同等水平
如果英语水平在雅思4.0分或以上（或同等水平），可选择

针对国际预科或硕士预科的预备课程。详情请参阅相关课程介绍部分或网
站。

学位

学历要求：

最低规定年龄：

成功获得知名大学的学士学位或硕士预科课程的同等学
位。请参考网站，了解有关入学的学历要求。

（年龄未满18岁的学生需安排监护）16岁以上

欲了解所有升读学位课程，请参阅第11 -17页

雅思3.5分 
（2个学期）

雅思4.0分

雅思5.0分 
（3个学期）

雅思5.5分 
（2个学期）

雅思6.0分 
（1个学期）

雅思4.5分 
（3个学期）

雅思5.0分 
（2个学期）

雅思5.5分 
（1个学期）

50%

40%
6.0，单项不
低于5.5

6.5，单项不
低于5.5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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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QS世界大学排
名

50
跻身

全球最佳 
求学城市

奥运规格游泳池
位于考文垂运动与休闲中心，距离大学步行
只需3分钟
提供各类健康与健身设施，包括跳水板、戏水池、水上滑梯、漩涡漂
流，还有设施完备的健身馆，专门设有运动与负重训练专区。

冰球与滑冰场
位于市中心，方便观
看冰球比赛或自己上
场打球1

考
文

垂
运

动
与

休

闲中心  0.2英里

Bu
llrin

g购
物

中

心
 17英里（20分钟）

20分钟
乘火车抵达伯明翰
直抵英国第二大城市

图注：
火车站     |     大学宿舍     |     铁路线     |     教堂     |     清真寺     |     印度教寺庙     |     餐厅

赫
伯

特
美

术
馆

与
博

物

馆  0.1英里

城市生活指南

考文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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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超过

家餐厅 
遍布市中心
包括印度菜、泰国菜、
意大利风味等等

1小时
仅需

乘火车抵达伦敦
以及通往英国其它主要城市的火车线
路，如伯明翰、莱斯特、利物浦、布里
斯托等等

人口：

300,000+
考文垂以多元化的文化环境而著称，用它广博的胸怀
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种族和宗教的人们。

40
超过

个宗教场所
位于考文垂市中心方圆5英里之内

4
包括Odeon影院、Showcase影
院、华威艺术剧院，还有大学
在校内TheHub自营的电影院。

3家购物中心
位于市中心
方圆4英里之内

还有当地特色的市场和街边林
立的各色商店，多家大型购物中
心就位于附近的伯明翰，包括
Bullring购物中心

座电影院位于考文垂市
中心方圆5英里之内

考文垂是一座友好安全、兼容并蓄的城市，而且是英国物价最

合理的城市之一。大学校园坐落在城市中心。宿舍就在校园步

行范围内，离市中心很近，大学的设施与公共交通十分便利。

商铺、餐馆、咖啡店、运动设施、剧院与电影院近在咫尺。

华
威

城
堡

  10英里

考文垂被授予
2021英国 
文化都市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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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俱乐部和88个社团

体育与娱乐中心坐落于校园的正中心。中心里面有现代化
的健身房，设有心肺功能训练区、耐力器械、专用自由重量
器械、核心区和拉伸区。中心里有两个室内场馆，学生可预
定使用或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篮球、室内足球、羽毛球、网
球等等。*学生还可以报名参加健身课程，这里有温和的瑜
伽，也有高强度的动感单车、杠铃操和塑身减脂健身操等。

户外运动设施包括若干足球、橄榄球和曲棍球场地，校园附
近还有一家阿斯特罗人工草皮铺就的运动场地，乘公交短
时间内即可达到。

作为考文垂大学国际预科的学生，你可以经常在校内
的各大赛事活动上与未来的老师见面。

35

校园生活

学生大楼TheHub位于校园中部。学生可以方便地在课前、
课后以及课间休息时在这里一起享用午餐、喝咖啡或是使
用公共电脑等。

 

它同时也是考文垂大学学生会(CUSU)的根据地，里面还设
有学生餐吧、表演剧场、2D&3D电影院和一个迷你超市，不
一而足。它是名副其实的校园生活中心(TheHub)。

大学图书馆共五层，里面的学习资源一应俱全，并有多种多
样的学习环境。图书馆里拥有许多适合个人自习和小组学
习的设施，还有一个休闲放松和共同学习的走廊。

TheHub是 
专为学生打造的
社交与服务中心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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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er Hall和Priory Hall（均由
考文垂大学所有和管理）属于传
统学生宿舍。

Priory Hall距离考文垂国际预科
中心很近，是18岁以下学生的绝
佳之选。

有关大学住宿的最新信息，请访
问我们的网站 
www.oncampus.global/coventry

Singer Hall和Priory Hall

设施包括：
Singer Hall：餐食自理宿舍 |  

六个超大单人间组成的套房，
含厨房和餐厅 | 共用浴室和
厕所 | WiFi | 停车场 | 洗衣
间 | 距离国际预科中心步行
5分钟 

Priory Hall：包管宿舍 | 带工
作区、桌椅、衣橱和洗脸盆的
单人间 | 共用厨房 | 洗衣间 |  

电视机房 | WiFi | 距离国际预
科中心步行1分钟

A
n

as M
am

oon 孟加拉
 | 升读：商务管理（荣誉）文学士 | 考

文
垂

大
学

“我在这里交到了好几个朋友，下午我们经
常在公共休息室小聚，一起看看电影，玩玩
游戏放松一下。宿舍楼的安保24小时无休在
线，让我感觉很安全。进楼需要门卡，进宿
舍还需要单独的房间钥匙卡。宿舍的教职工
们也都愿意帮助我们。”

 18岁以下学生补充内容
根据英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下人员在法律上被归
类为儿童，这些学生通常需要获得不同的福利和
支持。合作大学国际预科提供一系列额外的定制
服务，需要未满18岁的学生支付额外附加费用。学
生可以得到经验丰富的福利人员以及专业认证的
College Guardians 独立监护人的照料，他们会在
学生到达学校之前和之后为他们提供学术和情感
上的支持。

有关18岁以下学生补充内容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oncampus.global/about-us

共用厨房

Student Cover
对 于 国 际 学 生 而 言，有 必 要 在 学 习 期 间 购 买 充
足 的 保 险 。“S t u d e n t  C ove r”是 与 英 国 最 大 的
学 生 保 险 提 供 商 恩 兹 利 合 作 创 立 的 保 险 项 目 。 

“Student Cover”同时提供标准版和高级版两种选
择，专门用于满足你在我校学习期间（即从你出发
时起到你返回家中）的各种需求。

有关Student Cover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oncampus.global/insurance

住在考文垂

住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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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宿舍* 大多数宿舍楼都位于城市核心或附
近地带，步行即可抵达校园，有些
宿舍就在校园内部。

可选包管餐饮或餐饮自理的住宿 
方式。

住宿费最低标准为2200英镑/学期包
括标准间卧室、共享设施、WiFi、
停车场和洗衣间。

主要特色：

住在国际预科学生宿舍，可保证一个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与其他合作学校国际预科的学生们住在一起，有更多机
会结交朋友。所有国际预科宿舍都由大学或专业宿管公司经营管理，用优质保证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

共用厨房与私人厨房 套间
*住宿选择和费用，有可能变化，详见官网www.oncampus.
global。

由专业宿管公司经营管理的高级宿舍所占地理位置绝佳，轻松步行至祷告教堂、图书
馆和学生会大楼，很适合考文垂大学国际预科的学生入住。

高级宿舍提供现代化的共享型公寓，里面的套间可容纳四到七人，另外还有开放式套
房，非常合适多人同住或挑选一间学生公寓。

设施包括：
• Study Inn：豪华一室公寓 |  

私人浴室和厨房 | 所有设施
费用 | 每周提供一次清洁
服务，包括更换床品和毛
巾 | 室内财物保险 | WiFi | 

健身房 | 蒸气浴室 | 电视休
息室 | 桌球 | 距离国际预科
中心步行5分钟

• Bishopgate套间：每个公
寓包括四到七个房间 | 所
有设施费用 | 室内财物保
险 | WiFi | 超大书桌及存储
空间 | 共用厨房 | 洗衣机和
烘干机 | 距离国际预科中
心步行8分钟 

• Paradise Place套间： 所有
设施费用 | 室内财物保险 | 

WiFi | 配备电视和游戏机的
共用休息室 | 共用厨房 | 洗
衣机和烘干机 | 熨斗和熨
板 | 距离国际预科中心步
行10分钟 



在学生到校前所做的准备，只是开启全面支持的第一步。学生
不仅可以获得期望的所有常规支持 – 个人辅导老师、辅导小
组和我们的在线学术平台（比如Moodle），而且还会获得以下
方面的支持：

• 学术支持：  

我们会确保学生的学习进度与计划一致，达到所有预期目
标，如果学生在某方面遇到困难，我们将安排额外的学术 
支持。

• 大学对接：  

为了帮助学生顺利升读考文垂大学，我们将开展许多精彩活
动，让学生从入学第一天起就感到自己是大学的一员。比如举
行学院院长演讲、教师参访、体验日、参观校园等诸多活动，学
生还可以参加各种体育和社交团体。 

• 社交活动：  

学生将有机会参加大学组织的周末旅游活动，游览英国各地。
体验不列颠历史和文化的绝佳途径。（需支付预定费）

贯穿全年的支持

学院参观、 
体验日和校园之旅 

等活动帮助学生 
轻松融入 
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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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代表
传达学生的心声， 

他们将与国际预科中心的 
老师合作，共同塑造 

并提升学习体验   

最佳求学

支持

到校前须知

“在国际预科的这段经历，让我变得
更加独立和自信。我的辅导老师非常
热心地指导我学习。我所学习的这些
新技术，不仅在大学能用得上，还对
我攻读学位帮助很大。”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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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升读：土木工程（荣誉）理学士 | 考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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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我们了解国际学生所具有的不同于英国本地学生的需求，因此我们专门建立了全方位的 
学生支持体系，为学生迈出的每一步提供悉心支持。

38

学生在迎新活动 
期间有机会 

报名参加体育和 
社交活动

关于学生生活

只要学生确认在合作学校国际
预科的学籍，我们将会帮助学
生 处 理 各 种 事 宜，比 如 签 证 、
抵达英国的预期事项、保险以
及到达我校的交通方式。我们
将提供关于住宿、财务和随身
携带物品的信息，从基本的表
格 和 证 书 到 额 外 添 加 冬 季 衣 
服的建议，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提
醒。

功能全面的行前指南APP包含
了各种有用的信息，可供学生
在 抵 达 合 作 学 校 国 际 预 科 前 
下载。

合作学校国际预科的入学前几
周对于帮助学生适应新环境很
重要，迎新周便是其中之一。学
生将会结识新朋友，领取时间
表，与个人辅导老师和学术老师
见面，参观教学中心和大学，参
加体育和社交活动。

在开课之前有很多活动，而在有
趣的事情之外，可能也有少许乏
味的填表工作… 

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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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AMPUS COVENTRY

APPLICATION FORM

Apply ONLINE at www.oncampus.global/apply or return this form to:
Admissions Office, ONCAMPUS, Kett House, Station Road, Cambridge, CB1 2JH, United Kingdom
Tel: +44 (0)1223 345698   Fax: +44 (0)1223 346181   Email: admissions@oncampus.global

Please write neatly using BLOCK CAPITALS in black ink or typescript. 
Incomplete application forms submitted without  ALL the supporting documents will delay the decision process.

2. Personal details (must be completed)

Title (Mr/Mrs/Miss/Ms etc) 

First name(s) Family name

Date of birth (dd/mm/yy) Age on entry

Nationality (as passport) Gender

Countr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Home address Parental address (if different)

Postcode Postcode

Country Country

Mobile (incl. country code) Mobile (incl. country code)

Telephone (incl. country code) Telephone (incl. country code)

1. Use of agent (if none, please proceed to section 2)

Please complete the details below and see section 14 of the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which can be found at  
www.oncampus.global/terms 

Representative name

3. Payment of tuition fees

 Self                                Parent/ Guardian                              Company sponsor                                Government sponsor

4. Disability/special needs

   If you have a disability, impairment or medical condition which may affect your studies please provide details below. 

I consent to ONCAMPUS processing my/the student’s disability, impairment or medical condition information provided as part of 
this application. 

Signature of student:                                                                           Signature of parent/legal guardian:

You have the right to withdraw your consent at any time by emailing the ONCAMPUS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on DPO@ceg-uk.com

申请

下一步

请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递交你的入学申请：
• Online: www.oncampus.global  Email: admissions@oncampus.global

• 传真：+44 (0)1223 346181

• 邮寄地址：Admissions Office, ONCAMPUS, Kett House, Station Road, Cambridge, CB1 2JH, United Kingdom

请谨记将所有材料与入学申请同时递交：
• 成绩单（若成绩单原件为非英语文件，请附上翻译件）
• 英语水平证明
• 护照

根据课程需要，可能会要求学生递交其它文件。如果需要，招生团队将会联系你。

中央招生团队将会审核你的申请。
我们会给你发送录取函，并在录取函中列出你尚未达到的入学条件。我们会删去你已经满足的条件。

如果我们认为你所申请的课程不适合你，我们会为你推荐替代课程。

如果学校对你的申请有任何疑问，我们会联系你了解更多信息。

要获得你的课程学籍，你需要满足尚未完成的所有条件，包括缴纳押金/注册费或提交政府资助证明。在你达到所有入学条
件后，你的学籍才会得到确认。不过，如果你缴纳了押金，我们将会为你预留学籍。

请注意，如果你需要申请签证才能入读我们的学校，则可能需要根据英国签证相关规定提供额外的资料。这些要求由政府
而非预科中心制定。我们诚致感谢你对相关要求的理解和配合。

在你缴纳了订金并达到录取函中列出的所有要求后，我们会与你确认学籍，并给你发送一份学籍确认信(CAS)或入学确认信
(CoE)（如果你不需要学籍确认信）。

如果你需要申请签证，你将会需要学籍确认信或入学确认信来支持你的签证申请。请注意，学籍确认信只能在课程开始前3

个月内发出。

我们会给你发送抵校前需要的信息。  

住宿申请表包含在抵校前所需信息里。你应完成表格填写，选择喜爱的住宿类型，并将表格通过电子邮件发回至考文垂大
学国际预科中心：liveincoventry@oncampus.global

如果你被要求持有签证才能前往英国学习，则此时可以开始申请。你需要在入读课程前自行获得签证。

如没有有效签证，将无法入读课程，因此，请务必尽早申请签证。

你需要在国际预科课程开学前至少缴纳第一学期的学费。

你应当在开学日期的前一周末抵校；请查看你的学籍确认信或入学确认信了解更多详情。

伦敦希思罗机场和伯明翰国际机场是离考文垂大学国际预科最近的国际机场。你可以转乘地铁、火车、长途公交车或出租
车前往住处。公共交通工具是最便宜的方式。请参阅我们将会发给你的抵校前的信息了解更多详情。

2

3

4

5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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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宣 传 册 中 所 包 含 之 信 息 只 保 证 在 2 0 1 8 年 1 2 月 付 印 时 正 确 无
误。ONCAMPUS及其大学合作伙伴有权随时更改、重新安排或关闭
无法实施的课程，如有发生，将适时通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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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
英国剑桥教育集团
Kett House, Station Road, Cambridge,  
CB1 2JH, United Kingdom

电话：+44 (0)1223 345698 

电子邮件：admissions@oncampus.global 

网站：www.oncampus.global

传真：44 (0)1223 346181

学校地址
ONCAMPUS Coventry

Priory Building, Priory Street

Coventry CV1 5FB

United Kingdom

关注我们的最新消息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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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材料清单

在发送申请之前你需要确认你有:

-  完成的申请表及签名

-  学历证明

-  护照复印件和以前的英国签证复印件

-  相关成绩单复印件（如不是英文的文件需要翻译认证）

-  提供休学证明（ 如适用）

-  英语水平证明，比如雅思成绩

-  参见官网www.oncampus.global/ insurance获取更多保险
信息，如不选择student cover,请提供相关其他保险证明



请访问www.oncampus.global 00600

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