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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辛堡

    哥本哈根

瑞典隆德大学国际预科
瑞典隆德大学国际预科将为你提供升读隆德大学、克里
斯蒂安斯塔德大学和瑞典农业科学大学等合作院校的 
机会。

诺贝尔奖
发源地

全世界最具声望的学术大
奖，旨在表彰为学术、文化
和/或科学进步做出的杰出
贡献。

90%
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和生活的 
国际化环境。

的瑞典人讲英语

克里斯蒂安 
斯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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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的国家中

瑞典人的 
熟练程度最高
2018年Education First英语熟练度指标

经济体 
2018年彭博创新指数

瑞典是全球 

第三 
最为创新 

在英语作为 

瑞典是全球

最具创意
的国家之一，并以其友善的文化氛
围著称。

瑞典是世界上
最安全的国家
之一 
在全球享有极高声誉，被评为世界上
最适合居住的国家之一。

瑞典

是世界上 
最具创新和 

研究精神 
的国家

世界高等教育大国 

瑞典跻身 

前四名

MAX IV实验室

2018年大学排名第21位

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 2017年全球社会进步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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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瑞典顶尖学府

为攻读本科学位做好准备
你是否符合以下条件：
• 已完成12年的学校教育？
• 雅思6.0分或以上？
• 入读瑞典顶尖大学的雄心壮志？

在瑞典顶尖学府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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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预约指导
旁听课
开放日
申请入读大学

国内大学申请的截止日期
面试模拟实践
公开课程与讲座 

评估录取院校
根据需要，帮助学生选择保底院校

就读国际预科

3年

选择科目

提高英语水平

• 有机会升学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 
• 升读隆德大学的机会 

*必须符合规定的入学条件，不能确保升读

提高学习技能

学习专业课（与大学专业相关）

专家亲自指导大学申请

本
科

学
位

确认录取和 
申请结果

升读
理想
大学

录

取

      录

取

学期 
1

学期 
2

第1 
学期

第2 
学期

第3
学期

学期 
3

数学

物理学

计算机科学/ 
物联网

 

自然地理学

3.175



为攻读硕士学位做好准备
你是否符合以下条件：
• 本科学位或同等学位？
• 雅思5.5分或以上？
• 取得瑞典顶尖大学硕士学位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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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师和课程主任沟通交流，包括拜访和参加
讲座
与课程主任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之后再进行申请
协助申请国内大学

就读国际预科

1-2年

选择科目

商务学

工程学

科学 

农业学

提高英语水平

• 有机会升读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 
• 升读隆德大学和瑞典农业科学大学的机会 
*需要符合要求的入学条件，不能确保升读

专业课
研究项目
个人与职业发展

专家亲自指导大学申请

硕
士

学
位

确认录取和 
申请结果

升读理想大学

录

取

      录

取

学期 
1

学期 
2

学期 
3

第1 
学期

第2 
学期

第3
学期

一月中旬是国内大学申请的截止日期
四月初– 通知录取结果

六月中旬 – 提交英语证书的截止日期，英语证书
将作为申请材料之一
七月末 – 确认隆德大学学籍

100%
2018年升读隆德大学 
（来自所有符合PMPP入学条件的学生）

C
an

 X
ion

g 中
国

 | 升读：水利资源工程理学硕士 | 隆德大学

“隆德的环境优雅宁静，是学习的理想之地。国际预科的老师都非

常有耐心。刚到这里时，我非常害羞，英语口语也不太好，但老师

们一直在不断地鼓励我。我们在这里学到了各种学习和管理个人时

间的方法。学校让我们明白了，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认真学习，包

括学习如何书写论文、如何进行研究、分享自己的观点、进行沟通

并培养批判性思维，我们针对具体内容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在隆

德大学，你需要学会自主学习、独立生活。在国际预科学习期间，

老师给予我们非常大的帮助，为入读硕士学位做好准备。”



为大学申请提供 
全方位支持

在瑞典顶尖学府求学 

通过面试发现学生的学习优
势，探索感兴趣的方向，明

确学位目标

国内大学申请

每周举办讲习班，包括：

• 申请瑞典大学

• 通过调研，选择 
最适合的大学

组织参与各大院校的 
开放日活动

期末前提交申请

第2 
学期

第1 
学期

第3 
学期

帮助学生评估录取院校， 
并做出最佳选择

根据需要，把握补录和调剂
阶段，帮助学生把握住 

第二次择校机会

国内大学申请的 
截止日期 

1月中旬

通过模拟实践课，提供 
有关面试技巧的指导

通知录取结果 

四月初公布

选择一所适合自己的大学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瑞典隆德大学国际预

科将为学生提供全面的信息，从开学的第一天起，提供关于择校方面的支持

与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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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录取 
和申请结果

升读理想学位

本科学位

参加
高等教育讲习班
为大学申请
做好准备

参加各大学府 
举办的精彩讲座 
和开放日活动



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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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老师和课程主任沟通交流，
包括拜访和参加讲座

• 与课程主任进行一对一的交
流，之后再进行申请
• 协助申请国内大学

第2 
学期

第1
学期

第3 
学期

八月中旬 
入学

• 六月中旬 – 提交英语证书
的截止日期，英语证书将 

作为申请材料之一
• 七月末 – 确认 
申请大学的学籍

申请前指导
将对学生的学术水平 
进行评估，包括各项 

课业成绩，确保学生适
合申请的学位

行前指导
学术课程协调员将帮助
学生开始大学申请流程

到校指导

合作大学国际预科 
迎新指导课程，包括 

入学、情况介绍以及与
其他国际学生一起参加

的各种社交活动 

• 一月中旬是国内大学申请
的截止日期

• 四月初 – 通知录取结果





留学

瑞典



留学瑞典

留学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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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合作院校：
隆德大学

隆德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率跻
身前100
（全球大学就业能力排名）

隆德大学拥有

40,000名学生
超过100个硕士学位和8个本科
学位为英文专业

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 SLU阿尔尼帕校园

当选瑞典 

最具活力大学
（2018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

瑞典农业科学大学(SLU)

授予 

瑞典最安全
校园荣誉
（2015年和2016年安全保护 
中安全奖）

隆德大学

克 里 斯 蒂 安 斯 塔
德 是 一 所 不 断 进
取 、 兼 容 并 蓄 国
际大学。

隆德大学

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



隆德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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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科课程让我掌握了很多新的学习技能，开阔
了我的眼界，如数学实验室、研究技能和反思。这些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绘
画技能并思考存在的缺陷。我非常喜欢老师们风趣幽
默的教学风格，我们的课堂非常有趣。”

Q
u

ru
i W

ang，
中

国

 | 升读：建筑学理学硕士 | 隆德大学

丰富多彩的

坐落在隆德，包括博物馆、城堡 
和隆德大教堂。

文化景点

隆
德

植物园

图注：
火车站      |      铁路线      |       餐厅

瑞典隆德大学国际
预科位于隆德植物
园的中心。



留学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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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排名最高的 
综合性大学 
（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 

100
跻身

2019年 
QS世界大学排名

隆德大学

 选择
留学瑞典 
国际学生

 

1 第

欧洲研究型
大学联盟(LERU)

和U21等联盟成员

（国家招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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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IV实验室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同步加速器辐射源，这一成就使
瑞典在材料和纳米研究方面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Max IV实验室由
隆德大学主持

超声波、渗析和蓝牙等革命性发现
的初始研究工作都起源于隆德大学

隆德大学是北欧历史
最悠久、学科领域最
全面的大学之一

1666年 
成立于

隆德大学吸引了来自全球
13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
是一所真正的国际
大学

Max IV实验室，2016年

6月
开

放



LTH -

工程学院

攻读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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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H – 工程学院的老师和研究
学者与本地及国际社会和业界
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许多
课程都会举行嘉宾讲座，同时
你将有机会参观与课程作业项
目相关的本地企业。隆德和哥
本哈根周边区域是欧洲增长势
头最为强劲的地区之一，而
LTH - 工程学院所涉及的高科技
产业部门中的增长尤为迅猛。

关于隆德大学

此外，欧洲规模最大的两个研
究中心MAX IV和即将落成的
ESS均位于隆德大学旁。

在隆德大学攻读硕士课程期
间，知识渊博的教师将使学生
受益良多，这些教师都积极参
与其专业领域的最新研发项
目。你将与教师和同学在轻松
的环境中切磋交流学习内容，
并能够使用现代化学习设施和
实验室设施，同时还有机会近
距离地密切关注独特科研项目
的最新进展。

每
年

发
表

100篇
博士论文

基 于 隆 德 工 程 学 研
究成果的创新：
• 超声诊断

• 适用于短距离无线通信的
蓝牙技术

• Proviva – 促进细菌培养乳
酸菌的健康水果饮品

• Precise Biometrics – 指纹
识别器

• Decuma – 手写识别

• 基于超声波的血液净化

• Polar Rose – 高级图像分析
和面部识别

• Hövding – 隐形自行车头盔

• Sol Voltaics – 由纳米线组
成的太阳能电池

• Glo – 低能耗LED

• Gasporox – 食品包装领域的
气体分析

• 制药公司Camurus、	 	
BioInvent、Respiratorius

以及Alligator Bioscience

隆 德 地 区 拥 有 充 满
活 力 的 科 技 主 导 型
行业。
以下仅举几家业内公司为例：

• 爱立信 

• 英特尔

• 索尼 

• 华为

• QlikTech 

• 瑞典ARM

• 利乐 

• Axis

• 阿法拉伐

• 金宝

通过合作大学国际预科课程的学习，你将有机会申请LTH - 工程学院的硕士学
位。隆德大学LTH – 工程学院的学位将为学生打开多扇机会之门并铺平道路，
助你开启富有意义的重要职业生涯。 欧洲规模最大的 

两个研究中心MAX IV 
和即将落成的ESS均 

位于隆德大学旁 



每
年

发
表

100篇
博士论文

硕士学位入学要求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工程学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5 
（单项最低5.5分）

合作大学国际预科及格分数
（专业课科目）：40%

升读学位
所有学位都是两年制硕士学位课程（120学分）。每个学位都有其它额外的升读要求，建议学生查看www.lunduniversity.lu.se，了
解最新的入学要求。学生必须确保其本科学位满足其拟升读硕士学位的具体要求。瑞典隆德大学国际预科的学生在申请工程学院的
以下硕士学位时可获得有力支持。

升学不能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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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 Architecture 建筑学理学硕士

建筑学本科学位。申请人在相应领域的个人数字作品集，能够清晰地表明其是否

具有良好的潜力并能够从课程中受益。

MSc Biotechnology 生物技术理学硕士

生物技术学、生物工程、食品技术或同等学科的本科学位。完成数学/微积分以

及微生物学或生物化学课程。

MSc Embedded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嵌入式电子工程理学硕士

电气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或同等学科的本科学位。完成数学（微积分、微分方

程、变换理论和线性代数）课程获得至少30个学分/ECTS学分，并完成电路基础

理论、电子学、模拟电路和数字电子学课程总学分不少于30个学分/ECTS学分。

申请人必须具备基本的编程能力（至少一门课程）和使用电子学术语的能力，例

如VHDL/Verilog。

MSc Energy-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al Building Design  

节能环保建筑设计理学硕士

建筑学、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学或同等学科的本科学位。完成三个科目（建筑

技术/结构工程、建筑物理学/科学以及建筑服务）中的课程。要求这三个科目分

别至少3个学分/ECTS学分。此外，能源和建筑技术/结构工程、建筑物理学/科

学、建筑服务、建筑材料和建筑学课程的任意组合需要共计达到30个学分/ECTS 

学分。

MSc Food Technology and Nutrition 食品技术与营养学理学硕士

食品技术、食品工程、化学工程、工程生物技术、化学或同等学科的本科学位。

完成数学/微积分、微生物学、化学和生物化学课程。

MFA Industrial Design 工业设计文学硕士

与应用教育学相关的本科学位。申请人在相应领域的个人数字作品集，能够清晰

地表明其是否具有良好的潜力并能够从课程中受益。

MSc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理学硕士

工业工程与管理、机械工程、运营管理、物流或同等学科的本科学位。完成代数

和微积分基础课程至少20个学分/ECTS学分，一门商务物流和/或运营管理（或相

关课程）课程，一门数学统计/概率理论课程以及一门电脑编程课程。

MSc Production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生产与材料工程理学硕士

机械工程、工业工程或同等学科的本科学位。完成代数和微积分基础课程至少20

个学分/ECTS学分，一门制造工程和/或生产技术课程和一门工程材料课程。

MSc Sustainable Urban Design 可持续城市设计理学硕士

建筑、景观设计、实体规划或城市设计本科学位。申请人在相应领域的个人数字

作品集，能够清晰地表明其是否具有良好的潜力并能够从课程中受益。

MSc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水利资源工程理学硕士

土木工程、环境工程或同等学科的本科学位。完成数学/微积分、水力学/流体力

学和地质学的课程。

MSc Wireless Communication 无线通信理学硕士

电气工程学、计算机工程、信息技术或同等学科的本科学位。完成数学（包括微

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理论）相关课程至少30个学分/ECTS学分。申请者还必须

具备信号和系统（包括线性系统和转换）、编程基础、电磁场理论和电路理论的

知识，获得至少30个学分/ECTS学分。

 LTH - 工程学院概要数据：
19个系部

9,600名学生

1,500名员工，其中包括：

     500名博士生

     700名老师和研究学者 

      300名技术/行政员工

经费18亿克朗（约等于1.79亿欧元），其中
12亿克朗用于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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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隆德大学

科学学院

学习科学
科学领域的知识和研究在很大
程度上为当今社会的繁荣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科技
和消费领域的快速发展以及经
济的不断增长导致对水资源、
土地和大气的过度开采，从而
产生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要
确保未来对地球资源的开采更
为理性，不仅需要加强

科研投入，同时还需要政治家
及其它决策制定者掌握相关	
科学知识并以此作为决策的	
依据。

隆德大学科学学院的主要特色
是在一系列科学领域进行世界
一流的学术研究，涵盖从分子
到生态系统、从生物圈研究到
天文学以及高能粒子物理学的
研究范围。在所有重要领域开
展研究和教学活动：天文学、
生物学、化学、地球科学、环
境科学、物理学和数学。

科学学院研究项目
隆德大学研究学者目前参与
的科研项目包括：

• CERN通过ATLAS探测器对
希格斯玻色子的研究

• 未来气候模型

• 用于研究太空中银河系的
Gaia卫星

• 海浪的数学模型

• 更清晰的医疗成像技术和
癌症治疗的新方法

• 动物观察、导航和移动的
方式

• 用作化学反应催化剂的金
属表面

• 环保型化学

隆德大学主持开展了 
多个国际项目，天文观测员

项目就是其中之一，其中 
包括可以帮助我们探索 

银河系起源的 
ESA Gaia卫星

通过国际预科课程的学习，学生将获得申请科学学院的本科学位或硕士学位的机
会。未来科学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拓展，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其影响
力，使其成为可用于制定政治决策的有效平台。人类正面临一系列巨大的挑战，而
科学在发现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科学学院概要数据：
950名员工

280名博士生

500名教学研究人员

3,000多名学生 



硕士学位入学要求

升读学位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科学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5
（单项最低5.5分）

合作大学国际预科及格分数
（专业课科目）：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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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本科学位均为三年制课程（180学分），硕士学位为两年制课程（120学分）。每个学位都需满足下述列出的额外升读要求。学
生必须确保其本科学位满足其拟升读硕士学位的具体要求。瑞典隆德大学国际预科的学生在申请科学学院的以下学位时可获得有力	
支持。

升学不能得到保证。

MSc Astrophysics 天体物理学理学硕士
物理学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科学位。物理学至少90个学分才能获
得该学位。
MSc Atmospheric Sciences and Biogeochemical Cycles 
大气科学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理学硕士
自然地理学、物理学科学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科学位。
MSc Bioinformatics 生物信息学理学硕士
分子生物学、生物医学、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生物技术学、微生物学、生物化
学、计算机科学、数学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科学位。
MSc Biology, Animal Ecology 生物学动物生态学理学硕士
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其中科学必须达到90个学分，包括统计学5个学分，细
胞生物学、遗传学、生态学和动物学60个学分，或同等学位。
MSc Biology, Aquatic Ecology 生物学水生生态学理学硕士
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其中科学必须达到90个学分，包括统计学5个学分，
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微生物学、生态学、植物学和动物学60个学分，或同等
学位。
MSc Biology, Conservation Biology 生物学保护生物学理学硕士
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其中科学必须达到90个学分，包括统计学5个学分，
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微生物学、生态学、植物学和动物学60个学分，或同等	
学位。
MSc Biology, General 综合生物学理学硕士
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其中科学必须达到90个学分，包括化学15个学分，统
计学5个学分，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微生物学、生态学、植物学和动物学60个
学分，或同等学位。
MSc Biology, Plant Science 生物学植物学理学硕士
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其中科学必须达到90个学分，包括统计学5个学分，细
胞生物学、遗传学、微生物学、生态学和植物学60个学分，或同等学位。或本科
学位至少180个学分，其中科学必须达到90个学分，包括化学30个学分，细胞生
物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45个学分，或同等学位。
MSc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地理信息系统理科硕士
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位。
MSc Geology, Bedrock Geology 地质学基岩地质学理学硕士
地质学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位。地质学至少90个学分才能获得该	
学位。
MSc Geology, Quarternary Geology 地质学基岩地质学理学硕士
地质学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位。地质学至少90个学分才能获得该
学位。
MSc Geomatics 测绘学理学硕士
科学或工程学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位，与学习课程有专业相关性。
MSc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数理统计理学硕士
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位，数学、数理统计、数值分析、科学计算和
计算机科学至少90个学分，其中数学（包括多变量分析和线性代数课程）至少45
个学分，数理统计至少30个学分，数值分析、科学计算和/或计算机科学至少15个
学分。

MSc Mathematics 数学理学硕士
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位，其中数学至少90个学分，或数学至少60个
学分以及数值分析和计算机科学至少30个学分。后者适用于申请数值分析专业数
学硕士学位的申请者。
MSc Molecular Biology, General 分子生物学综合生物学理学硕士
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位，其中科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必须达到120个
学分，包括：遗传学下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微生物学45个学分，人体/动物
生理学7.5个学分，生物化学下化学30个学分。
MSc Molecular Biology, Medical Biology 分子生物学医用生物学理学硕士
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位，其中科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必须达到120个
学分，包括：遗传学下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微生物学45个学分，人体/动物
生理学15个学分，生物化学下化学30个学分。
MSc Molecular Biology, Microbiology 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理学硕士
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位，其中科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必须达到120个
学分，包括：遗传学下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微生物学45个学分，生物化学
下化学30个学分。
MSc Molecular Biology, Molecular Genetics and Biotechnology  
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与生物技术学理学硕士
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位，其中科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必须达到120个
学分，包括：遗传学下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微生物学45个学分，生物化学
下化学30个学分。
MSc Physical Geography and Ecosystem Science  
自然地理学与生态系统科学理学士
自然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生态学、物理学、农学、森林科学、环
境科学理学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科学位。
MSc Physics, Biological Physics and Computational Biology  
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和计算生物学理学硕士
物理学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科学位。物理学至少90个学分才能获
得该学位。
MSc Physics, General 物理学综合理学硕士
物理学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科学位。物理学至少90个学分才能获
得该学位。 

MSc Physics, Materials Science 物理学综合理学硕士
物理学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科学位。物理学至少90个学分才能获
得该学位。 

MSc Physics, Nanoscience 物理学纳米科学理学硕士
物理学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科学位。物理学必须达到至少90个学
分，或物理学60个学分、相关工程学科目或同等科目30个学分，才能获得该学位。
MSc Physics, Particle Physics 物理、粒子物理学理学硕士
物理学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科学位。物理学至少90个学分才能获
得该学位。 

MSc Physics, Photonics 物理学光子学理学硕士
物理学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科学位。物理学必须达到至少90个学
分，或物理学60个学分、相关工程学科目或同等科目30个学分，才能获得该学位。
MSc Physics, Theoretical Physics 物理学理论物理学理学硕士
物理学本科学位至少180个学分，或同等学科学位。物理学至少90个学分才能获
得该学位。 

本科学位入学要求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科学

合作大学国际预科及格分数
（专业课科目）：60%

BSc Mathematics 数学理学士
瑞典高中毕业生的总体要求和需要完成的课程：数学4。

BSc Physics 物理学理学士
瑞典高中毕业生的总体要求和需要完成的课程：物理2、化学1和数学4。

BSc Physical Geography and Ecosystem Science 
自然地理学与生态系统科学理学士 
瑞典高中毕业生的总体要求和需要完成的课程：数学4与生物学1、物理1、化学1
级或2级中的两个科目。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5
（单项最低5.5分）



克里斯蒂安 
斯塔德大学

留学隆德

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HKR)是一所现代化大学，位于瑞典南部，交

通便利，可以轻松抵达各大城市以及欧洲大陆。虽然规模不是很大，

但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却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课程，并且非常重视就

业和国际化。

1977年
成立于

但HKR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35年

20

克里斯蒂安斯塔德
以湿地闻名全球，
这片湿地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指定的生物圈保护区

工商管理 
课程被誉为 
瑞典最优秀的课程

排名 
第1的

由瑞典高等教育局(UKÄ)评估选出

H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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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读学位
有机会升读*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学位。所有本科学位均为三年制课程（180学分），硕士学位为一年制课程（60学分）。每个学位
都有其它额外的升读要求，如下所示，建议学生查看www.oncampus.global网站了解所在国家的特定要求。
*必须符合规定的入学条件，不能确保升读

本科学位入学要求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科学

合作大学国际预科及格分数
（专业课科目）：40%

BSc Computer Science – Internet of things 计算机科学 - 物联网理学士

中级物理学（相当于瑞典物理学2的课程）、基础化学（相当于瑞典化学1的课

程）或中级自然科学（相当于瑞典自然科学2的课程）、高级以上数学（相当于

瑞典数学3C的课程）

BSc Software Development 软件开发理学士

特殊要求：中级数学（相当于瑞典数学2A/2B/2C的课程）

硕士学位入学要求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商务学

合作大学国际预科及格分数
（专业课科目）：40%

MSc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Auditing & Control  

工商管理学理学硕士 - 审计与控制
理学士180个学分，其中工商管理至少90个学分。中级会计学、管理会计学、公
司治理、审计必须至少15个学分，统计学/商业方法至少15个学分，工商管理或
同等学科的独立项目15个学分。

MSc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Marketing 

工商管理学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市场营销 

理学士180个学分，其中工商管理至少90个学分。中级国际商务与市场营销至少
15个学分，统计学/商业方法至少15个学分，工商管理或同等学科的独立项目15

个学分。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5
（单项最低5.5分）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5
（单项最低5.5分）



瑞典农业科学大学(SLU)的课程独具特色，立足于自身优势领域，以

生物经济和环境、健康和生活质量为办学宗旨。SLU的教师分布在瑞

典的多个校园，在2018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的活力大学世界排名中位

列36。

农业学和森林学
在2018年 
QS排名中位居 

第四

10
四大学科排名世界前

- 森林学、土壤
科学、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兽医学
（2017年世界大学
排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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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农业科学大学

留学隆德



可以升读的 学位：
MSc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经济学与管理学理学硕士 

MSc Agricultural Food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Analysis 
农业食品学与环境政策分析理学硕士
MSc Agroecology 农业生态学理学硕士 

MSc Animal Science 动物科学理学硕士
MSc EnvEuro -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 Europe 
欧洲环境科学(EnvEuro)理学硕士
MSc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 
环境传播与管理理学硕士 

MSc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环境经济与管理理学硕士 

MSc Euroforester 欧洲护林理学硕士
MSc Forest Ecology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森林生态学与可持续管理理学硕士
MSc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景观设计理学硕士
MSc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r Sustainable Urbanisation 
可持续城市化景观设计理学硕士
MSc Management of Fish and Wildlife Populations 
鱼类与野生动物种群的管理理学硕士
MSc Outdoor Environments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户外环境健康理学硕士
MSc Plant Biology for Sustainable Production 
可持续生产植物生物学理学硕士
MSc Rural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农村发展与自然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MSc Soil, Water and Environment 土壤、水资源与环境理学硕士
MS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理学硕士
MSc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可持续食物系统理学硕士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
小型大学排名中，
SLU位列第6

瑞典
“最具活力 
大学”
（2018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

23

升读机会
如果你成功完成硕士预科预备课程，则可以升读下列硕士
学位。每个学位都有其它额外的升读要求，建议学生查看
www.slu.se，了解最新的入学要求。

所有硕士学位都是两年制课程（180学分）。

升学不能得到保证。

Alnarp城堡坐落于Alnarp校园中心。
由SLU的Jenny Svennås-Gillner拍摄





关于
国际预科



如何助你升读
瑞典顶尖大学
瑞典隆德大学国际预科课程专为不符合直接升入瑞典国内大学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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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我们的合作院校。
但我们无法保证升读。

提高英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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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专业学习技能

额外学习一年，为学位课程
做好准备

展示满足大学要求的学术
水平

掌握在瑞典大学取得成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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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大学 
国际预科 
为你提供...

杰出的教学与支持
教职员工和支持团队均受过严
格 训 练 ，素质很高，有多文
化、多语言背景，并且都有在
海外生活和工作的经历。

定期进行学习辅导会谈，帮助
学生获得在世界级研究型大学
中脱颖而出的技能。

合作大学也会举办各种精彩的
研讨会和讲习班，为学生提供
指导和支持。

个人辅导老师会指导你完成课
程，并帮助你为升读所选学位
做好准备。

大量成功先例
合作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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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尖大学。

真正的国际体验
本课程吸引了来自很多国家和
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前
来就读。

我们的宗旨是营造真正的国际
化环境，通过课堂内外的活	
动丰富学生的阅历并提高英语
水平。

关于合作大学国际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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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读大学学位



真正名校学位，实现
你的抱负
作为世界百强大学之一，隆德大
学是学生在瑞典求学的首选。

瑞典隆德大学国际预科为学生申
请瑞典国内大学提供量身定制的
有力支持。

获得瑞典顶尖大学学位 
的途径
瑞典隆德大学国际预科提供综合性学术及英语课程，每周多达26课时，为你申请隆德大学、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或瑞典农业科学大
学商务学、工程学或科学本科或硕士课程提供有力支持，同时确保学生完全有能力达到所选学位的要求。

17

第1年

本科学位
3个学期

本科预科

本科预科 
预备课程
(PBPP)

第2年 第3年

数学理学士
物理学理学士
自然地理学与生态系统科学理
学士

计算机科学 - 物联网理学士
软件开发理学士

2.5或3个学期

硕士预科

硕士预科 
预备课程
(PMPP)

硕士学位
第1年 第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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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



本科预科 
预备课程(PBPP) 
本科预科课程共三个学期，能够有机会升读克里斯蒂亚斯塔德大学学位，或有机

会攻读隆德大学学位。课程还将帮助学生申请所选大学。

关于合作大学国际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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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途径
桥梁课程

入学条件

雅思最低6.0分

英语水平：

或同等英语水平，三学期制课程。

12年

学历要求：

顺利完成12年教育。请参考网站，了解有关入学的学
历要求。

最低规定年龄：

在拟入读学位课程开课时必须已满17岁。17+

英语水平
雅思6.0分 
雅思考试将于2020年1月举行

单元课程

3个学期

本科预科 
预备课程 

（3个学期）
科学 英语 数学 本科技能物理学



29

雅思6.5分

60%

40%

6.5分 
（单项最低5.5分）

6.5分 
（单项最低5.5分）

升学的专业课科目 

及格分数

升读所要求的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 
（校外考试）

26小时
多达

每周的课堂学习时间

数学理学士
物理学理学士
自然地理学与生态系统科学
理学士

计算机科学 - 物联网理学士
软件开发理学士

学期和费用 每学期标准 每年标准 本科学位课程开学日期

2019.09.16 - 2020.06.07 5,665欧元 16,995欧元（3个学期） 2020年9月

所有课程均需缴纳注册费300欧元以及可退还的押金2,200欧元。 
*必须符合规定的入学条件。

学生将在三个学期中学习英语，并在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期间学习数学和物理学习，以确保满足大学申请截止日期。其余专业课将在PBPP阶
段2020年2月至2020年6月期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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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预科 
预备课程(PMPP) 
硕士预科课程为两个或三个学期，通过商务桥梁课程能够有机会升读克里斯蒂亚斯塔德

大学工商管理学位，或有机会升读隆德大学的一系列工程学或科学学位，或有机会通过

工程学和科学桥梁课程升读瑞典农业科学大学。课程中还将帮助学生申请所选课程。

关于合作大学国际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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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途径

雅思5.5分 雅思6.0分 雅思6.5分

硕士预科 
预备课程

桥梁课程 学科

2.5或3个学期

工程学

科学

入学条件

雅思最低5.5分

雅思最低6.0分

英语水平：
或同等水平，单项最低5.0分，方可入学3学期的
课程。

或同等水平，单项最低5.5分，方可入学2.5学期的
课程。

学科专业

学历要求：

最低规定年龄：

成功获得知名大学的本科学位或同等学位。

在拟入读学位课程开学时必须年满21岁。21+

英语水平

商务学*

英语

英语

英语

研究生技能培养课程介绍

课程介绍

跨文化交流

科学数据统计分析

科学数据统计分析

研究项目

研究生技能培养 研究项目

理解、学习与开发 研究生技能培养 研究项目

1 此比例可能因所学科目而异。



31

雅思6.5分

40%

40%

6.5分 
（单项最低5.5分）

6.5分 
（单项最低5.5分）

升学的专业课科目 

及格分数

升读所要求的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 
（校外考试）

26小时 100%1
多达

每周的课堂学习时间 课程作业

学期和费用 每学期标准 每年标准 升读以下日期开学的 
硕士学位课程

2019.09.16 - 2020.06.07 5,665欧元 16,995欧元（3个学期） 2020年9月
2019.11.11 - 2020.06.07 5,665欧元 14,163欧元（2.5个学期） 2020年9月
所有课程均需缴纳注册费300欧元以及可退还的押金2,200欧元。 
*仅限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 
课程时长会影响所修的专业课数量，只有入读三个学期课程的学生会学习全部科目。请参考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40%
6.5分 

（单项最低5.5分）

硕士学位





关于
学生生活



关于学生生活

住在隆德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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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隆德大学国际预科团队将为学生提供全面支持，在学生抵达前帮助找到合适的住宿地。瑞典隆德国际
预科的宿舍位于隆德及克里斯蒂安斯塔德。作为瑞典最适宜居住的地方，隆德有着良好的治安环境，与整
个瑞典相比，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健康情况最好、年龄最低。

这座风景如画的小城魅力十足，城市中鹅卵石铺就的街道别具一格，随处可见的商店、餐厅和文化活动都
让人流连忘返。克里斯蒂亚斯塔德的市中心充满活力，在四英里的海岸线上分散着各种商店和餐厅，其中
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生物圈保护区。

从住宿地点至隆德中心步行仅需10分钟，且住宿地点
距离大教堂非常近，我们的住宿为离家求学的学生提
供了安全舒适的新家，你可在一天的学习结束后尽情
放松。

我们提供高标准的住宿环境，配备中央取暖设备、三
层玻璃窗以及明亮的装饰。

隆德

位于市中心，距离中央车站不到10分钟的步行距离，
最近整修了住宿环境，能提供现代化的舒适住宿。

12名学生共用一个走廊，每个走廊上有一间厨房和三
间浴室。

克里斯蒂安斯塔德

住宿环境特色：

舒适的卧室， 
配备衣柜和书桌

共用卫生间
（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的	

一些套房）

共用厨房 电视休闲区和公共休息室
（仅限隆德）

隆德：步行至 
国际预科校区只需20分钟
克里斯蒂安斯塔德： 
乘城铁50分钟

隆德还提供私人住宿，从马尔默前来也非常方便（火
车仅10分钟便可到达隆德）。学生需要独立研究并寻
找私人住宿。

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租金
每学期900欧元起
隆德租金每学期 

2,000欧元起欧元
私人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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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德 – 自行车之城
在隆德市最便捷的出行方式是骑自行车。城市面积较
小、格局紧凑，因此穿越整个城市仅需20分钟。
 

长达160公里的自行车道确保了骑行的安全和便捷。所有
隆德人每天骑自行车的距离加起来可以绕地球4圈！
 

抵达隆德后很容易找到二手自行车，并融入自行车文化
的氛围中。

克里斯蒂安斯塔德住宿

克里斯蒂安斯塔德住宿

隆德住宿

隆德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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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支持

“一直以来，我都梦想能够前往发达国家攻读研究生并
挑战自我，并且瑞典带给我的第一印象令我十分满意。
我的英语在听、说、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极大提高。
来到合作大学国际预科学习之后，我的理解能力大大提
升，可以轻松略读大量文章，掌握了一项全新的技能。
课堂讨论和批判性思维一样，也是合作大学国际预科学
习体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死记硬背和反复学习还
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提出问题并进行回顾，这种方法让
我比从前更加大胆、自信，我为自己的改变感到自豪。
刚到这里的时候我还十分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稍加学习
就可以升读隆德大学，现在我发现这种想法非常不对，
我必须努力学习才能实现目标。”

San
pha Bilo 塞

拉

利昂
 | 升读：无线通信理学硕士 | 隆德大学

我们了解国际学生所具有的不同于瑞典本地学生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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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在 
迎新活动期间 

有机会报名参加 

社交活动

关于学生生活

只要学生确认在合作大学国际
预科的学籍，我们将会帮助学
生处理各种事宜，比如居住许
可、抵达瑞典的预期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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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校前须知
合作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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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城市中的体育和社交
活动。

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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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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期活动日历：
我们组织许多精彩的活动，每月发布活动日历，
方便学生自由选择参加。

贯穿全年的支持

迎新周 
帮助学生适应
新环境、结识
新朋友并领取

时间表



申请

下一步

请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递交你的入学申请：

•  在线申请：www.oncampus.global 电子邮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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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护照和所有先前居住许可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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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获得学籍，你需要达到录取函中所列出的你尚未达到的条件，包括缴纳押金/注册费或提交政府资助证明。但是，如果你

缴纳了押金，我们将会为你预留学籍。

在你缴纳了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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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给你发送一份入学确认函(CoE)。

•  我们会将抵校前所需信息发送给你。

•  所有学生都将收到一封邀请函，其中包含所提供的住宿选项的链接。

你需要申请居住许可才能在瑞典学习。

非欧洲市民需要申请居住许可才能在瑞典学习。你将会需要入学确认信来支持你的居住许可申请。

你需要在合作大学国际预科课程开学前至少缴纳第一学期的学费。
我们建议学生乘飞机到达哥本哈根，然后坐火车前往隆德。预定飞往哥本哈根机场的航班后，请将你的抵达详情通过电子

邮件发送至lund@oncampus.global。我们建议学生在迎新周之前的工作日到达学校，以便为自己留有足够的时间到住房公

司处领取住房钥匙。

2

3

4

5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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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AMPUS LUND SW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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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ence address (if different)

Postcode Postcode

Country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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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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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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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ch

4. Payment of tuition fees

 Self    Parent/ Guardian   Company sponsor     Government sponsor

3. Criminal convictions 

Do you have any criminal convictions? 

 Yes    No (Your enquiry cannot be processed if you do not complete this section)

6. Academic history 

Have you previously studied in Scandinavia?    Yes    No

If you answered YES to the above question, 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details:

Name of school/institution (in full)

Date of study  Course of stud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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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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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AMPUS LUND SWEDEN

APPLICATION FORM

7. Details of course(s) for which you wish to apply

   
Please give details of the ONCAMPUS programme for which you are applying.

Please also state the degree you are aiming for:

ONCAMPUS programme: 
Pre-Bachelor’s Preparation Programme   Science 

Pre-Master’s Preparation Programme   Business    Engineering    Science

Date you wish to start the programme:  September 2019     November 2019 

University degree you wish to progress to – e.g. MSc Wireless Communication:

8. How did you hear about us?

Please indicate how you heard of these courses (Please tick)

 Agent    Exhibition   Family    Internet

 Other (please specify):

9. Checklist

Before sending the application, please ensure you have:

 Completed the application form in full and signed it

 Enclosed your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Enclosed a copy of your passport and copies of previous visas

 Enclosed copies of transcripts for all your relevant qualifications (with certified English translated copies if in any other language)

 Provided an explanation of any gaps in your academic record e.g. CV (if applicable)

 Enclosed a certificate for a Secure English Language Test such as IELTS

10. Declaration

I declare that I am applying to ONCAMPUS as a genuine student and that the information and supporting evidence and academic documents I have 
provided are true copies. I understand that by signing this declaration I have read, understood and agreed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fees of 
study at ONCAMPUS Lund Sweden as outlined on the ONCAMPUS website www.oncampus.global/terms and agree to comply with immigration 
regulations at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and during my course of study.

If you do not have access to the website or would like a written copy of the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you can request these from ONCAMPUS Central 
Admissions at admissions@oncampus.global

We would like to send you information about services relevant to ONCAMPUS students and your stay in Sweden if you are happy to receive such 
information.

I am happy to receive information about ONCAMPUS products and offers by:

Email  Telephone  Text message  Social Messaging  Social Media  Fax  

Signature of applicant Date

Parent or guardian signature 
(if applicant is not the fee payer or is under 18) Date

If you wish to stop receiving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at any time then please click the unsubscribe option in any email received or alternatively 
please email cegmarketing@ceg-uk.com.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how ONCAMPUS processes your personal data please see our Privacy Policy 
http://www.cambridgeeducationgroup.com/about-us/privacy-policy.htm



此宣传册中所包含之信息只保证在2019年1月付印时正确
无误。国际预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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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d Sweden

The Yellow House

Östra Vallgatan 14 

Botaniska trädgården/Botanical Garden

22361 Lund

瑞典

关注我们的最新消息



请访问www.oncampus.global 00598

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