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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大学国际预科很荣幸与桑德兰大学成为合作伙
伴，在大学校园内为国际学生开设高品质的大学预备
课程。

桑德兰大学是一所创新、处于思想前沿的大学，学校坐落在英国最具发
展潜力的桑德兰市，始终秉持高标准的教学理念，科研与技术实力雄厚。
大学与工商界联系紧密，并与众多世界领先企业开展合作。

大学近期投资超过一亿三千万英镑，重点建设两个校区 – 尽览河景的
Sir Tom Cowie校区以及市中心的校区，让学生尽享现代化的教学设施
和高品质课程，为学生提供一流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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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

伯明翰

利物浦

赫尔利兹

桑德兰

从桑德兰搭乘火车不到 
四小时即可抵达伦敦，两小时 
即可抵达利兹和伯明翰。

牛津

桑德兰大学
媒体与电影研究学位
获全英排名第14位
(2019年卫报英国大学排名)

CIM|NCTJ|CIPD|IET
认证学位课程 

城市空间
体育和休闲 

设施中心 
   6  个羽毛球场，

1个体育馆， 
70 套健身器材，曾是 
2012年伦敦奥运会 

赛前训练场地

名列

第2 
英国酒店管理、会展管理 
与旅游专业
（2019年卫报英国大学排名）

设备先进，耗资 
850万英镑的 

科学中心， 
让学生能体验 

全英最好的教学设施

第13 
名列

全英专业排名： 
机械工程
（2019年卫报英国大学排名）

两个校园斥资 
1.3亿英镑 
为学生改造 
学习环境

全英最具竞争力的学费 - 学位
课程费用低至每年9,500英镑
（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

优势专业  

第14

桑德兰大学与全球实力 
最强的企业合作，包括：
微软  |  雅虎  |  日产 
宝洁

学生投选 
桑德兰大学为 
英国东北地区 
最好的大学， 
全英排名第15的大学

(2015年Whatuni学生选择奖)

No 02 酒店管理、会展管理与旅游
No 06 电影制作与摄影
No 13 机械工程
No 14 媒体与电影研究
No 20  教育 
No 23 艺术
No 31 新闻、出版与公共关系
No 33 时装纺织 
No 35 药剂学与药理学
No 38 会计和金融



院系

 

08 09

关于桑德兰大学

教育与社会学
综合学科

英语

历史

社会科学

教师培训与教育

商务、法律与旅游
商务与管理

法学

旅游、酒店与会展

艺术与创新产业
艺术

设计

新闻与公关

媒体

表演艺术

技术工程
工程学

计算机

健康科学与福利
保健、护理与临床科学

药学、制药与化妆品科学

心理学

体育与运动科学 

桑德兰大学的合
作伙伴
大部分院系与大量行业内及全
球 合 作 伙 伴 保 持 紧 密 的 合 作 
关系。 
包括： 

专业认证
桑德兰大学很多课程都获得 
了专业机构的认证，这些机构
包括：

• 英国特许管理学会（CMI）

•  英国人事与发展特许研究所
（CIPD）

•  记者培训国家委员会
（NCTJ）

• 英国工程技术学会（IET）

工作经验
桑德兰大学的许多本科学位提
供“三明治”课程，让学生能在
企业里获得宝贵的工作经验，
例如： 
• 日产
• IBM
• 英国电信 
• 普华永道

 
Yuan Rong Lee 马

来

西亚 | 升读：药学硕士 | 桑德兰大学 

“之前我听说桑德兰的药学课非常好，于是我把它们和其
它院校的课程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还是桑德兰略胜一
筹，因为它费用优惠，而且我能够早点毕业。还记得一月份
开学报到的时候，天气非常冷！但相比之前去过的纽卡斯
尔，我还很喜欢这里，到处充满绿色的自然气息，很容易适
应。老师们平易近人，总是努力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听懂课
上的内容。我们七八个同学一班，老师会给我们安排小组
讨论任务，组织演讲和研讨会，这些学习方式能鼓励我们
自主调查研究，大有助益。现在我的英语水平比我刚入学
时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我很喜欢大学里的体育馆，还经常
会去24小时开放的图书馆里学习研究。”

最佳 
商科学校 
东北地区 
学生满意度

（2015卫报大学指南）

微软
索尼

赛奇

英国航空

英国电信

日产汽车制造（
英国）公司

迈凯轮

葛兰素史克

辉瑞



桑德兰商学院是英国特许商学院协会的活跃成
员，在多项大学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在课程当中，
学生将有机会与卡特彼勒、微软和日产等著名企
业合作，确保所学知识顺应当今商务领域最前沿
的发展趋势。

免考资格 

学生可享有不同的免考资格，例如，会计学与金
融学（荣誉）文学士享有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对九项职业考试的免考资格，加速资格认

证的取得。

工作经验 
工作实习单位包括IBM、宝

洁、英国电信、日产、万豪酒
店、普华永道和阿迪达斯。

商务、法律 
与旅游
学院

攻读商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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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学成绩要求
（专业课科目）：40%

升读学位
确保升读*桑德兰大学学位课程。

完成国际大一课程可升读至下述学位的二年级。
*必须符合规定的入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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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buzor Glory Opara 尼日利亚  | 升

读
：法

学（
荣

誉
）法

学
士

 | 桑
德

兰

大学 “我选择在英国读法律是因为这里的学习周期较短，在英国学习三

年就能毕业，在其它国家有可能需要六年。我选择桑德兰大学是因

为它的优势更明显，生活成本比较低，周围环境适合学习。桑德兰并

不算一个大城市，干扰比较少，更利于专注。老师们给予了我很大帮

助，经常关心我有没有遇到困难，过得怎么样，让我感到家人般的温

暖。这里的教学风格也非常不一样，更多要求我们自学。在课上我们

经常讨论，老师们鼓励我们互相交流。我们班上有来自各个国家的

同学，我见识到了许多其它国家的风俗习惯、价值观、信仰和文化，非

常有趣。”

 商
学

院
 专

用

教学楼

关于桑德兰大学

BA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会计学与金融学（荣誉）文学士1

BA (Hons) Business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商务与财务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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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ment商务与管理（荣誉）文学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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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Hons) Events Management会展管理（荣誉）文学士1

BA (Hons)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1

国际旅游与酒店管理（荣誉）文学士

BSc (Hons) Tourism Management   旅游管理（荣誉）理学士

LLB (Hons) Law (Humanities pathway)   法律（荣誉）法学士（人文方向桥梁课程）

BA(Hons) Business and Economics 商务与经济学（荣誉）文学士

1 桑德兰大学伦敦校区也提供这些专业攻读法学
法学院拥有一支屡获殊荣的优秀教师团队，
并设有学生自己的法律事务所，提供向真实
客户提供法律建议的机会，开设模拟法庭
锻炼学生的实战技巧。装备优良的教学设施
是这一切背后的保障，包括设备齐全的图书
馆，还有24小时联网的计算机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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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单项不低于5.5

升学成绩要求
（专业课科目）：40%

扩展认证文学硕士/理学硕士（请参阅第31页）

MSc Digital Marketing and Data Analytics   数字化营销与数据分析理学硕士

MBA Enterprise Innovation  企业创新工商管理硕士 
（本学位要求三个月的工作经验，证明申请人具备管理方面的工作能力）

MBA Finance  金融学工商管理硕士 
（本学位要求三个月的工作经验，证明申请人具备管理方面的工作能力）

MBA Hospitality Management   酒店管理工商管理硕士 

MBA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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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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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整合营销传播文学硕士

MBM Business Management 商务管理工商管理硕士 （仅桑德兰伦敦校区）

MSc Finance and Mangement 1 金融管理理学硕士

MA Marketing   营销学文学硕士 

MBA Marketing   营销学工商管理硕士 
（本学位要求三个月的工作经验，证明申请人具备管理方面的工作能力）

MSc Operations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运营与物流管理理学硕士

MBA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供应链管理工商管理硕士

MSc Tourism and Events   旅游与活动理学硕士

MSc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旅游与酒店管理理学硕士

LLM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刑法与程序法学硕士

LLM Human Rights   人权法学硕士

设有学生自己 
的法律事务所， 

提供向真实客户 
提供法律建议 

的机会

很多课程都获得
了专业机构的认
证，包括英国人
事与发展特许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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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 计算机科学

桑德兰大学计算机科学在2016
年全国学生调查中获得高分:

• 在东北区评选中排名第二

• 英国个人发展排名第二

许多课程都是由英国计算机
学会认证的。修读学分课程的
学生将自动获得部分豁免。桑
德兰大学与索尼PlayStation 
签署了合作协议，并与微软、
埃森哲、IBM和英国航空签署
了合作协议，在就业机会方面
优势突出。

 
机械工程专业英国东北地区

第2位 
（2019卫报大学排名）

技术工程
学院

关于桑德兰大学

2017年桑德兰大学投资一百万
英镑引进了先进的工程技术与
设备。 

专用的工程实验室、一间先进的
计量学配套教室（使用计算机辅
助制图(CAD)软件）、一座工程学
图书馆和多个车间，让学生获得
行业要求的宝贵实践经验。 

欧洲产量最大的汽车制造厂日
产汽车制造（英国）公司毗邻
桑德兰大学，为工程学相关课
程提供了宝贵的实习与实践 
资源。

 

“我比较熟悉英国，听说英国的教学质量很不错，所以
我决定来这里留学。国际预科的老师们都很友善，给了
我很多帮助，教会了我如何更独立地学习，让我认识到
时间管理、调研和撰写报告的重要性。我从多元文化环
境中学到了许多，现在我都会用中文写自己的名字了。
桑德兰有很多好地方适合课余时间去逛逛，比如保龄
球馆、足球场和电影院，如果想去更繁华的市中心，还
可以轻松前往纽卡斯尔。” 

Y
o

sef M
esh

kes 科
威

特
 | 升

读：机械工程（荣誉）工学士 | 桑
德兰

大
学

 

本科学位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工程与科学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0，单项不低于5.5

升学成绩要求
（专业课科目）：40%

升读学位
确保升读*桑德兰大学学位课程。
*必须符合规定的入学条件。

BSc （H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信息通信技术（荣誉）理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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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g (Hons) Automotive Engineering   汽车工程（荣誉）工学士 

BEng (Hons)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子与电气工程（荣誉）工学士 

BSc (Hons) Games Software  游戏软件(荣誉)理学学士

BSc (Hons) Cybersecurity and Digital Forensics 网络安全与数字取证(荣誉)理学学士

BSc (Hons) Computing  计算机(荣誉)理学学士

BEng (Hons)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制造工程（荣誉）工学士 

BEng (Hon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荣誉）工学士 

硕士学位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工程与科学

升学成绩要求
（专业课科目）：40%

MSc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制造工程理学硕士

MSc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电子工程理学硕士

MSc Data Science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MSc Engineering Management   工程管理理学硕士 

MSc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理学硕士

MSc Cybersecurity 网络安全理学硕士

MSc Computing 计算机理学硕士 （适合无计算机背景的学生）

MSc Project Management   项目管理理学硕士 

学生将有机会 
加入方程式赛车 
学生团体组， 
参与赛车的 
设计、组建、 
测试和比赛过程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0，单项不低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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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学与福利
学院

攻读
药学与药理科学

关于桑德兰大学

桑德兰拥有多年历史传承的药学院始建于
1921年，是享有显赫社会背景的英国老牌学院
之一。

院系教师队伍中包括认证药剂师和科学研究
员，涉及生物医学、化学、药理学、皮肤病学和
临床治疗学。  

现 代 设 施 包 括 生 活 实 验 室，提 供 独 特 的 专 
用环境，其中容纳有模拟病房、药房和诊疗

室。

攻读
心理学
两门桑德兰（荣誉）理学士课程均获英国心理
学会(BPS)的认证。 

凡获得二等或以上荣誉学位的毕业生均具备
成为BPS毕业生级别特许成员的资格。这是成
为英国特许心理学家的第一步。

心理学设施包括设有实验隔间的认知科学实
验室，配备30台个人电脑的计算机实验室，
其中所有计算机均装有心理学辅助软件，如 
SPSS、fOCUS II Observation Psychology和
PowerLab仪器，用于测量心率、皮电反应和大
脑活动等生理反应。

科学综合楼可提供 
最先进的各类设施
投资1400多万英镑 

引入新设备

15

本科学位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生命科学

升学成绩要求
（专业课科目）：40%

升读学位
确保升读*桑德兰大学学位课程。
*必须符合规定的入学条件。

 

Yee Thien Goh   马来西亚  | 升读：化妆品科学（
荣

誉
）理

学
士

 |  桑
德

兰
大

学

“桑德兰平和闲适，我很轻松就融入了当地生
活。国际预科的老师们授课风格轻松幽默，课
堂气氛十分活跃，和他们在一起永远不会感到
无趣。教学应用了在线平台Moodle，这样课后
能方便我们复习课堂笔记。学习国际预科课程
是一个挑战自我的过程。我学会了如何正确地
做调研，怎样让我的报告变得更加专业，以及
如何寻找来源。家庭作业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调
研能力，加深对课题的认识，然后还要在全班
面前做演讲，虽然我有些紧张，但也因此培养
了自信和勇气！” 

BSc (Hons) Biomedical Science   生物医学科学（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Biopharmaceutical Science   生物制药学（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Cosmetic Science   化妆品科学（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Exercise, Health and Fitness   运动、健康与健身（荣誉）理学士

MPharm Pharmacy   药学硕士（4年制学位） 
（雅思7.0分，单项不低于6.5。专业课科目达到65%且通过面试。每年限制 10 个名额）

BSc (Hons) Physiological Sciences   生理科学（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Psychology   心理学（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Psychology with Counselling   心理学与辅导（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Sports and Exercise Sciences   体育与运动科学（荣誉）理学士

BSc (Hons) Sports Coaching   体育发展（荣誉）理学士

硕士学位

硕士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升学成绩要求
（专业课科目）：40%

MSc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药物研发与发展理学硕士 

MSc 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   环境、健康与安全理学硕士（IOSH认证） 

MSc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理学硕士 

MSc Psychology   心理学理学硕士 
（适合第一学位非心理学的学生）

MSc Sports and Exercise Sciences   体育与运动科学理学硕士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0，单项不低于5.5
药剂学本硕连读：雅思5.5

所需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6.0，单项不低于5.5
药剂学本硕连读：雅思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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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创新产业
学院

攻读
媒体与传播

专业合作伙伴
桑德兰大学与众多组织和招 
聘单位拥有密切的合作伙伴 
关系。 

包括： 
英国皇家电视协会

The Radio Academy

英国伦敦编辑协会

BBC

英国独立电视台

英国天空电视台

TCS Media

RTS

UKRD

 

学生将有机会 
在屡获殊荣的 

校园广播站 

和学生自主 

管理的网站 

中工作

“BBC人才培养”教育 
合作伙伴的正式成员 

关于桑德兰大学

学校引进了英国各所大学
中最前沿的媒体设施为学
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
包括大学自有的数字出版
与广播中心，配备先进的电
视与无线电广播室和各类
数字后期制作设施，如计算
机室、新闻室和环绕立体声
电影院。 

包括AVID和SADIE在内的专
业认证机构为广播媒体制
作（荣誉）文学士学位授予
Creative Skillset Tick认证。

17

本科学位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人文与社会科学 

升学成绩要求
（专业课科目）：40%

升读学位
确保升读*桑德兰大学学位课程。
*必须符合规定的入学条件。

 

M
uesiri Ellis-Odjurhe 尼日利亚 | 升读：数字电影制作（

荣誉
）文

学
士
 | 桑
德
兰
大
学
 

“我对桑德兰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的人们很友
好，环境优美、安静适合学习，距离纽卡斯尔也很
近，非常适合晚上去转转。国际预科迎新周为我
们安排了很多活动，帮助我们融入新环境，参观
大学的各类设施，包括CitySpace和体育馆等。桑
德兰的生活成本不高，可以说物有所值，课余时
间我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出去逛逛。国际预科给我
留下了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也让我做好了多方
准备，顺利升读桑德兰大学。在这之前研究项目
等学习技能我只练习过一次，不过现在我已经明
白了调研过程应该注意哪些细节。”

BA (Hons) Digital Film Production   数字电影制作（荣誉）文学士 

BA (Hons) Fashion Journalism   流行新闻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Film and Media   电影与媒体（荣誉）文学士 

BA (Hons) Journalism   新闻学（荣誉）文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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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Hons) Media,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传媒、文化与传播学（荣誉）文学士 

BA (Hons) Social Media Management   社交媒体管理（荣誉）文学士

BA (Hons) Sports Journalism   体育新闻（荣誉）文学士 

硕士学位

硕士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升学成绩要求
（专业课科目）：40%

MA Magazine Journalism   杂志新闻文学硕士 

MA Media Production (Film and Television)   媒体制作（电影和电视）文学硕士 
（升读可能会有更高的成绩或面试要求）

MA Radio   广播文学硕士 
（升读可能会有更高的成绩或面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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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与社会学
学院

 

“桑德兰是个很美丽的城市，这里环境安静，非
常适合学生专注于学习。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学
习上，只要我们有需要，国际预科的老师们都会
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一对一课程为我们提供
了探讨具体问题的好机会。在我看来，能和不同
国家的同学们交朋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这样
我们每天都说英语，有利于提高英语水平。我喜
欢这座城市，也喜欢我们的校园，国际预科的老
师们在提高英语水平，以及为未来积累知识方
面为我提供了很大帮助。” 

Melissa Amin 印度尼西亚 | 升读：国际关系理
学

硕
士

 | 桑
德

兰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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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桑德兰大学
相关学科课程 

被评为英国东北地区 
总体满意度最佳 

（2017年英国国家学生调查）

攻读
教育学

教育学院在培养优秀教师的道路上已
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根据2016年卫
报大学指南的评定，教育学课程是英国
东北地区就职前景最佳的课程。

攻读
社会科学

学生有机会在课堂上研究当代热点问
题，启发思维、探索人生新方向。

•  鼓励学生参与学术讨论，培养批判
性思维、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

•  桑德兰大学与当地招聘单位、志愿
组织、当地机构与医院均建有合作
关系，为所有课程提供实习机会，理
论结合实践。

最佳 
就职前景

英国东北地区
2016年卫报大学指南

攻读
英语

学生将具备写作、研究和分析技能，未
来可从事新闻、教育和出版等工作。学
生在这里学习英语，毕业后会对英语语
言和文学怀有终生的热爱。

100% 
总体满意度

相关课程获得学生好评

19

本科学位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人文与社会科学 

升学成绩要求
（专业课科目）：40%

升读学位
确保升读*桑德兰大学学位课程。
*必须符合规定的入学条件。

BA (Hons) Childhood Studies   儿童研究（荣誉）文学士 
学生需要通过DBS检查和体检才能升读此专业。

BSc (Hons) Criminology   犯罪学（荣誉）理学士 

BA (Hons) English   英语（荣誉）文学士 

BA (Hons) History   历史学（荣誉）文学士 

BSc (Hons) Sociology   社会学（荣誉）理学士 

 

学生 
有机会 

在课堂上 
研究当代 
热点问题

硕士学位

国际预科升读桥梁课程： 升学成绩要求
（专业课科目）：40%

MA Education   教育学文学硕士 
（升读可能会有更高的成绩或面试要求）

MA English Studies  英语研究文学硕士 
（升读可能会有更高的成绩或面试要求）

MA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TESOL)  
对外英语教学(TESOL)（荣誉）文学硕士 
（升读可能会有更高的成绩或面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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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合作大学国际预科



如何助您升读
英国优秀大学
桑德兰大学国际预科课程专门面向不符合直接升入桑德兰大学入学要
求的国际学生。我们提供的支持将使学生受益良多，帮助学生顺利升读
桑德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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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德兰大学国际预科中心位于
大学校园的中心位置，大学的所
有设施均对学生开放。

你将会获得大学提供的学生卡，
在学习国际预科课程期间，凭此
学生卡可以自由使用大学里的
所有设施、参加各种俱乐部和社
团。

在学位课程开始前，你将在大学
里与课程主任会面，并有机会体
验学校精良的教学设施。

关于合作大学国际预科 

可
自
由
使
用
大
学里的所有设施

升读大学学位提高英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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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专业成绩和学习技能

通过额外一年的学习，达到英国
教育A-level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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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的大学升读支持

关于升读学位的专业指导

一对一支持课程

院系参访和面谈

保证学习质量 

桑德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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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往桑德兰大学 
学位的升学途径
成功完成桑德兰大学国际预科的预科课程、国际大一课程或硕士课程的学生，可以确保升读*桑德兰大学的一系列本科及硕士学位。
*必须符合规定的入学条件。

23

第1年

本科学位

3个学期

大学预科

1个学期 第2年 第3年

国际大一课程
商务、经济、金融与管理学位

商务、经济、金融与管理学位

工程与科学学位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位

生命科学学位 硕
士
学
位

英
语
语
言
预
备
课
程 本科预科课程

硕士预科课程

22



本科预科课程
(UFP) 

关于合作大学国际预科 

升学途径

雅思4.0分 雅思4.5分 雅思5.0分 雅思5.5分

扩展本科 
预科课程
（4个学期）

专业方向 单元课程

3个学期

商务 经济学与金融学 商务行为 商务技能英语

工程与物理科学  纯数学 物理科学 科学技能

科学技能

英语 

人文与社会科学 全球化与国际化 人际关系 人文与 
社会科学技能英语 

生命科学 分子生物化学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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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入学三学期制的本科
预科课程。

高一至高二

学历要求：

最低规定年龄：

完成高一至高二的课程学习，且各科成绩良好。请参考网
站，了解有关入学的学历要求。

在所选学位课程开学前必须年满17周岁16

确保升读*一系列本科学位课程一年级或商务与管理国际大一课程。

24
* 确保升学取决于申请人是否达到指定的入学条件。

本科预科课程
（3个学期）

雅思6.0分

40%

40%

40%

40%

6.0分 
（单项最低5.5分）

6.0分 
（单项最低5.5分）

6.0分 
（单项最低5.5分）

6.0分 
（单项最低5.5分）

6.0分 
（单项最低5.5分）

6.0分 
（单项最低5.5分）

6.0分 
（单项最低5.5分）

6.0分 
（单项最低5.5分）

本科学位

学期和费用 学期数 每学期标准 每年标准 每学期实验
室学习

每年实验室
学习 本科学位课程开学日期

2019.06.10 - 2020.06.07 4 4,310英镑 17,240英镑 4,645英镑 18,580英镑 2020年9月

2019.09.23 - 2020.06.07 3 4,330英镑 12,990英镑 4,665英镑 13,995英镑 2020年9月

2019.09.23 - 2020.08.14 4 4,330英镑 17,320英镑 4,665英镑 18,660英镑 2020年9月

2020.01.06 - 2020.08.14 3 4,330英镑 12,990英镑 4,665英镑 13,9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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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专业科目根据学校课程安排调整，学校将在你抵达桑德兰大学国际预科中心时，根据你拟入读的学位指导你选择专业课的最佳组合。更多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oncampus.global

 

25小时 60%/40%
每周的课堂学习时间 考试/课程作业

确保升学的专业课科目* 
及格分数

升读所要求的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 
（校内考试）*

25

Justice Ihotu Jedidiah Onche  尼日利亚 | 升读：网络信
息化
（荣

誉
）理
学
士
 | 桑
德
兰
大
学

“桑德兰比较安静，干扰很少，这对于我来
说很好。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很容易，我很快
就交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老师们总
是乐于帮助我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畅所
欲言。这里的教学风格完全不同，老师们想
让学生理解，然后给出自己的答案，而不是 
机械地重复他们所讲的内容，这种学习方式
更好。”



国际大一课程 
(IY1) 
本课程确保学生升读*指定商务学位二年级。

关于合作大学国际预科 

26
*  确保升学取决于申请人是否达到指定的入学条件。

升
读
系
列
商
务
学

学位

入学条件

雅思5.0分以上 或同等英语水平，三学期制国际大一课程。

高二 完成高中，各科成绩良好。请参考官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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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周岁以上

升学途径

雅思4.5分 雅思5.0分

扩展国际
大一课程
（4个学期）

桥梁课程 单元课程

3或4个学期

英语水平

商务、管理与会计

所有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外加学术英语： 
• 商务方向学术与专业技能
• 组织行为学
• 管理学原理
• 管理会计学
• 商业环境
• 营销与广告或金融会计

国际
大一课程
（3个学期）

 

学期和费用 学期数 每学期标准 每年标准 本科学位二年级课程开学日期

2019.06.10 - 2020.06.07 4 4,310 英镑 17,240英镑 2020年9月

2019.09.23 - 2020.06.07 3 4,330英镑 12,990英镑 2020年9月

2019.09.23 - 2020.08.14 4 4,330英镑 17,320英镑 2020年9月

2020.01.06 - 2020.08.14 3 4,330英镑 12,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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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所有未满18岁的申请者在开学时提供支持，具体详见37页及www.oncampus.global/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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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老师们都很友善，给了我很多帮助，例
如我本来应该取得80%，但是取得了70%，感到很
沮丧，老师们总会鼓励我、帮助我，并让我下次取
得更好的成绩。”

28小时
每周的课堂学习时间

雅思6.0分

本科学位

确保升学的专业课科目* 
及格分数

升读所要求的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 
（校内考试）*

40% 6.0

（单项不低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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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il | Pakistani | Progressed to: MPharm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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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作大学国际预科 

硕士预科课程
(MFP)
硕士预科课程有1、2、3学期课程，可以确保升读*桑德兰大学相关的硕
士学位课程。

28

*确保升学取决于申请人是否达到指定的入学条件。

入学条件

雅思4.5分以上 或同等水平，单项最低4.0分，方可入学三学期制的硕士预
科课程。

成功获得知名大学的学士学位或同等学位。

欲了解所有升读学位课程，请参阅第10–19页。

升学途径

雅思4.5分

单元课程

硕士预科课程
（3学期）

英语水平
雅思4.0

学期和费用 学期数 每学期标准 每年标准 升读以下日期开学的硕士 
学位课程

2019.09.23 – 2019.12.13 1 4,330英镑 4,330英镑 2020年01月

2019.09.23 – 2020.06.07 3 4,330英镑 12,990英镑 2020年9月

2020.01.06 – 2020.08.14 3 4,330英镑 12,990英镑 2020年9月

2020.01.06 – 2020.06.07 2 4,330英镑 8,660英镑 2020年9月

2020.03.23 – 2020.08.14 2 4,330英镑 8,660英镑 2020年9月

2020.06.08 – 2020.08.14 1 4,330英镑 4,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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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学期2个学期3个学期

学位

21周岁以上

所有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外加学术英语： 
• 研究项目
• 硕士技能发展
• 组织行为学 （或商务单元课程加科学数据统计分析）
• 管理学原理 
 

扩展硕士预科课程 
（4学期）

25小时
每周的课堂学习时间

雅思6.0分

硕士学位

确保升学的专业课科目* 
及格分数

升读所要求的英语水平 
（雅思同等水平） 
（校内考试）*

40% 6.0

扩展
文学/理学硕士
应直接向桑德兰大学递交申请

本预备课程专门针对已获得三等学位并希望继续攻读硕士学
位的学生，面向商务、市场营销或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带领学
生进入职业发展快车道。向招聘单位展现你的价值，以及重大职
责、重要岗位的任职能力。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为重要岗位做好准备，加速个人成长，直
接对接高薪领导岗位。第一学期结束后，可转学一系列研究生
课程，包括：

• 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15 个月） 
• 市场营销文学硕士（15 个月） 
• 金融与管理理学硕士（15 个月） 
• 国际商务管理理学硕士（15 个月） 
• 运营与物流管理理学硕士（15 个月） 
• 整合营销传播文学硕士（15 个月） 
• 数字化营销与数据分析理学硕士（15 个月） 
• 旅游与会展理学硕士（15 个月） 
• 旅游与酒店管理理学硕士（15 个月）

在课程前期，学生将学习“研究生项目、研究方法与学习技巧
导论”(PGBM001)先导课，针对学生选修的课程讲授完成学术
项目所需的全部技能。

*课程与开学日期可能出现变动或取消。
  国际学生可获得1，000英镑奖学金

（单项不低于5.5）

课程时长 教学方式 国际学生费用 开学日期

15 个月 全日制 15,500英镑 2019年11月或2020年7月*



关于
学生生活



生活指南

桑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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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生生活

水
上

运

动中心  1.2英里

20
超过

家餐厅遍布市中心
包括印度菜、泰国菜、意大利

丰富多彩的

包括桑德兰博物馆、冬日花园和 
图书馆。 

帝国剧院  0.2英
里

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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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兹、曼彻斯特、伯明翰、莱斯特等等

人口：

170,000+15
超过

个宗教场所
位于桑德兰市中心方圆 
5英里之内

2
包括帝王影城和桑德兰帝国 
剧院

2英里
相距

乘火车21分钟或骑单车8分钟即可
到达该大型体育场。

3家购物中心位于市中心
4英里的范围内

另有本地定期市场以及种类繁多的
各色商店

文化景点

可抵光明球场

大学拥有两个现代化校区，一个坐落在繁华的城市中心，一个邻近静谧的海滨，均配备全英最先进的教学和生活设施，桑德兰风景秀
美，毗邻纽卡斯尔、杜伦和爱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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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nny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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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ns Bank Scotia Quay

The Forge
U Student Village

THE BRI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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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s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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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Park Road

Stockton Road

Chester Road

Hylton Road

Dame Dorothy St

Roker Avenue A183

Commercial
Road

N Bridge St

Southwic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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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mdon St

Pallion New Road

Park Lane

University

Millfield

Pallion

CITY LIBRARY
AND ARTS CENTRE

CHURCH OF
HOLY TRINITY

THE STADIUM
OF LIGHT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SIR TOM COWIE CAMPUS

NATIONAL 
GLASS CENTRE

ST PETER’S
CHURCH

SUNDERLAND MUSEUM 
AND WINTER GARDENS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CITY CAMPUS

SUNDERLAND
EMPIRE THEATRE

THE ROYALTY
THEATRE

SUNDERLAND 
JAMI-MASJID

SUNDERLAND
AQUATIC CENTRE

TO NEWCASTLE,
MOSQUES AND

HINDU TEMPLE: 1.3 miles

ONCAMPUS
THE JOHNSON BUILDING

CINEMA

奥运规格游泳池
位于桑德兰水上运动中心，距离大学步行只需
25分钟
桑德兰水上运动中心是一家室内综合体育活动中心，包括游泳池和健身
房。它是英格兰东北部地区从格拉斯哥到利兹之间唯一一座奥林匹克标
准规格游泳池。

Sir T
om Cowie校区1.4英

里

桑
德

兰
博

物
馆

和
冬

日
花

园
  0.2英里

光
明

球场1.2英里

可抵桑德兰皇家航展
– 一年一度欧洲规模最大的免费
航展，包括英国著名的红箭飞行
表演队

3英里
仅需

国
家

玻
璃中心  1.4英里

图注： 
火车站     |     地铁站     |     大学宿舍     |     铁路线路     |     教堂     |     清真寺     |     印度教寺庙     |     餐馆



校园

生活

市中心校区还拥有现代化的Murray图书馆，致力于为学生
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优良的学习环境。图书馆于2012年
升级改造，现为三层建筑，馆藏大量书籍、期刊，还配备多媒
体阅读的计算机和各类学习资源。
 
Prospect大楼位于海滨校区，同样在近年进行升级改造，配
备现代化的图书馆、多个餐饮区以及能容纳300台多媒体计
算机的David Goldmant信息中心。
 
Gateway大楼是校园中最忙碌的地方，这里是大学支持服
务中心所在地，专门为学生提供生活和学习方面的各种支
持，包括金融、咨询、住宿和健康与福利等。 

CitySpace斥资 
1200万英镑 
为桑德兰学生 
提供体育健身 
和社团活动区  

34

关于学生生活

70多
个
体
育

俱乐部和超过45个社团

CitySpace位于市中心校区的核心位置，耗资一千二百万英镑，
这里拥有完善的体育健身设施和社团活动区，桑德兰大学学生
可以尽享现代化校园的舒适与便捷。CitySpace曾被选为2012
年奥运会赛前训练场地。拥有面积等同于六个羽毛球场大小的
宽敞体育馆、70多套健身器材的健身中心、肌力与体能训练室、
运动按摩和损伤中心、室内攀岩墙以及社交、餐饮和休闲区域。
 
至今举办了各类运动项目与体育活动，包括英国大学
体育联合会(BUCS)体育俱乐部和运动团队以及优
秀运动员支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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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桑德兰

住宿

关于学生生活

学生可以免费乘坐校园班车，班
车在宿舍与校园之间往返接送
学生。班车全天提供接送服务。
学生也可以购买乘车卡，使用乘
车卡在乘坐地铁时可以享受折
扣。 

我们为所有桑德
兰大学国际预科

的学生提供安全
的住宿环境，这些

住宿地均离预科中心
不远。大学配备专门为

学生设计的高品质宿舍楼，
你可以选择环境安全的单人套

间。根据申请日期和可用情况，
还提供男生公寓或女生公寓。

7月31日前
保证提供住宿

租金最低 
每周79英镑， 
含水电费

Wi-Fi

免费的校园班车服务

标准间每周价格约 
为79英镑，套间约 
为95英镑

主要特色： 配备全套的厨房 
设施，伙食自理

套间

Panns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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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学生而言，有必要在学习期间购买充足的
保险。“Student Cover”是合作大学国际预科与英国
最大的学生保险提供商Endsleig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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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用于满足学生在我校学习期间（即从出发
时起到返回家中）的各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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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 Cover

*此为2018-19住宿选择和费用，有可能变化，详见官网

根据英国法律，任何18岁以下的人在法律上都被归
为儿童，而这类学生通常对福利和支持有不同的需
求。ONCAMPUS提供一系列额外的服务，学生可以在
到达前和到达后接触到专业人员和大学相关监护人
员的支持。

有关未满18岁支持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oncampus.global/about-us

未满18岁支持



学生

支持

“这里学生老师比例低，因此老师能够了
解关注每一个学生。小班教学让我们在这
里能更容易的学到知识，了解到自己的弱
项和可以提高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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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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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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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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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兰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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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月活动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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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参观、 
体验日和校园之旅 
等活动帮助学生 

轻松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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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生票选产生的 
学生大使将代表学生 

发表意见，并与我校教师 
密切配合，帮助形成 
良好的学生体验并 
给予积极的影响

B
w

aly
a Sakala | 赞

比

亚人 | 预期升读: 机械工程  | 桑
德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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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满足所有入学条件
后，学生的学籍方可得到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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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兰大
学国际预科中心：liveinsunderl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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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卡斯尔是距离桑德兰大学国际预科中心最近的国际机场。你可以转乘火车、长途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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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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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AMPUS SUND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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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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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riminal convictions 

Do you have any criminal conv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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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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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此宣传册中所包含之信息只保证在2018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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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www.oncampus.global

学校地址

桑德兰大学国际预科

Johnson 大楼

桑德兰大学市区校园

Sunderland SR1 3SD

关注我们的最新消息

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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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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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