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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卡斯特大学，我们重视学生

的个人体验。学校一直秉持学术

的高标准，为学生提供出色的教

师、周到的服务以及现代化的设

施。我们的校园座落于美丽的乡

村地带，方便到达英格兰北部的

各主要城市。 

兰卡斯特大学国际学习中心 (ISC)
是兰卡斯特大学和学习集团学术

合作的产物。学习集团是为国际

学生提供预备课程的最领先的课

程提供者。ISC 开设由学习集团

提供的国际预科课程，该课程为

国际学生而专门设计，旨在帮助

学生升读大学学位课程。ISC 的

学生从开始课程的那一天起就将

成为大学的一分子，可以享用大

学的诸多设施。

兰卡斯特大学的每个学生都分别

是九个学院的成员，每个学院各

自独立。您可以在这些学院与来

自世界各地，不同专业的学生或

学者共同生活和学习。在一个真

诚互助的社区环境中，我们将

为您的成功创造平台。

在过去四年中大学耗资两亿英镑

用于建设英国最大的学生村以及

世界一流的校园研究和教学设

施。其它正在计划中的建设项目

同样雄心勃勃。

这是您成为兰卡斯特大学一份子

的最佳时机。每个学生都可以在

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 － 您

一定会享受在这里度过的时光。

Paul Wellings 教授	 	
兰卡斯特大学校长

2 欢迎来到兰卡斯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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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国际声誉

兰卡斯特大学在研究和教学方面一直以

来位居顶尖大学的行列并且在高等教育

领域以其高质量的教学而闻名。大学卓

越的声誉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优秀学者

来此教学，壮大了我们的教学部门，使

我们的大学可以提供最先进的课程，并

且这些课程都是由该课程领域最前沿的

专家们所教授的。  

我们的管理学院一直排在英国前四位，

在全球商务和管理学院排名中也位居前

列。因此，兰卡斯特大学越来越受到那

些希望接受英国最好的高等教育的国际

学生们的欢迎。

兰卡斯特大学的教学方法

严格	－	

遵循最高的标准

在兰卡斯特大学，我们有最好的教职员

工、最好的服务和设施并致力于为学生

提供最好的教育。在教学和研究方面，我

们的大学一直在英国名列前茅。2007年
国家学生调查显示，兰卡斯特大学的综

合学生满意度雄居英格兰西北部大学榜

首 (在全英排名第十五位) 。连续六年，兰

卡斯特大学都是英国国家教学奖学金项

目的获得者。 

灵活	－	

创造富有生机的学习环境

我们的课程及学院设置十分灵活，学生

可以在个人及学科方面同时得到发展。在

这里，我们鼓励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所有学生及学者在一起共同努力创造出

富有生机的氛围。 

4 兰卡斯特大学	－

享誉国际的杰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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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	－	

将伟大的想法付诸于实践

我们致力于将想法运用于实践，这也是

为什么兰卡斯特大学会日趋受到广大的

学生和雇主们青睐的原因。我们教授学

生成为问题的解决者。很少有大学像我

们这样对现实的问题投以如此深入的关

注，例如：管理领域、环境和信息交流

技术等。也很少有大学像我们这样可以

让学生有如此多的机会通过实习和团队

学习的方式与外界互动沟通。

友好	－	

确保建立一个友好及协助的团体

在兰卡斯特大学，我们十分重视建立一

个相互协助并且尊重的团体。这不仅仅

局限于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对教师及员

工的要求。兰卡斯特大学是英国仅有的

五所采用学院制学生住宿体系的大学之

一。其他四所大学分别是：牛津大学、剑

桥大学、约克大学和杜伦大学。我们的

学院制体系对创建出一个具有兰卡斯特

特色的团体氛围至关重要。每个学生都

是我们某一个学院的成员，可受益于我

们严紧、友好且民主的团体。     

成绩

成功的毕业生

独特的教学方法的最大成果是：我们

的毕业生都可以在其工作领域获得成

功。著名的企业都知道，他们所雇佣的

具有兰卡斯特大学学位毕业证书的雇员

不仅具备超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技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将这

些能力和技巧结合现实并付诸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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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卡斯特大学
•	 优秀的学术课程

•	 在研究方面位居英国大学前列

•	 卓越的教学声誉

•	 毕业生高就业率

•	 友好协助的学院制体系

•	 确保您在入读期间的在校住宿

•	 英国最低的生活消费之一

•	 从校园可方便到达市中心和娱乐区

•	 健康的环境和设备先进的体育设施

•	 拥有20%学生人口的理想大学城

•	 英国最安全的大学之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最宝贵的遗产包括建立了像兰卡斯特大学这样的优秀大

学。该大学建立于一九六四年，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声誉卓著的学术机

构。该大学在研究方面位居英国前十名，在学生满意度方面位居英国前

二十五名，并且该大学的十九个学科(几乎所有学科)的教学质量被评为

优秀。所有的这些，使得这所大学进入了我们的年度大学榜前列。

星期日泰晤士报	

优秀大学指南，2006

“ “



6 学习资源和教学设施

信息系统服务

兰卡斯特大学的中央计算机设施由信息

系统 (ISS) 所提供并负责维护中央计算机

的硬件、软件及计算机网络的运行。该

服务还同时提供广泛的计算机技术支持

和培训。

所有的学生都会拥有一个兰卡斯特大学

的计算机账户，并且拥有自己的大学邮

箱地址、文件存储空间、高清晰打印服

务和个人网络空间等。所有的学生宿舍

和计算机房都连接计算机网络。安全的

无线计算机网络覆盖图书馆和校园的主

要区域。

学生宿舍网络

住在学校的学生可以用自己的计算机连

接大学的计算机网络。校园的网络资源

包括：大学电子邮件账户、网络打印

机、中央文件存储器、中央 Unix 操作系

统服务、新闻服务器、个人网站空间和

因特网服务等。

协助与支持

ISS 设立信息咨询台以解答各种各样的有

关计算机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安排专业

的技术咨询人员处理技术疑问并帮助您

将计算机技术运用到学习过程中。

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位于大学中心的亚历山大广

场 上 ， 在 学 期 以 及 假 期 的 开 放 时

间都很长。欲知详情请登陆网站： 

http//libweb.lancs.ac.uk/open.htm。

图书馆藏书近一百万册并拥有一万五千

多种杂志丛书，其中大部分为电子版丛

书。图书馆设有九百六十个读者座位并

拥有一百四十多台计算机。

 

其他的设施诸如自助式复印机(也提供

彩色复印机)、DVD 设备、录象播放设

备、音像材料、一台拥有大型显示屏和

高声辨率的计算机、Tieman 彩色阅读机

和 Kurzweil 个人阅读机。图书馆藏书及

服务等信息可以从图书馆的网站上查阅

或从印刷好的图书馆指南上获取。

乐于助人的图书馆员工

图书馆信息咨询台的员工会帮助本科的

学生学会如何使用图书馆藏书和各种信

息服务资源。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专门

的图书馆员团队帮助解答特殊的疑问。他

们可以为您提供本大学或其他图书馆的

有关信息资源并给您建议如何更好地使

用图书馆。

图书馆信息服务

图书馆全面的信息服务包括：网络在线

书目查询、众多电子书籍杂志及数据库

的查阅和其他图书馆书目和信息的在线

查询。

学习设施一览

•	 图书馆

•	 信息系统服务

•	 学生学习发展中心

•	 有效学习平台

•	 所有的学生房间都配备

			网络连接口

•	 二十四小时开放的计算机室

•	 协助咨询台及其他服务



学院制大学是指基本架构

建立在单个学院基础上的

大学。每个学院又都各具

特色，拥有自身的氛围及

忠诚。兰卡斯特大学下设

八个本科学院，每个学院

拥有其各自的社交设施并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

和娱乐活动。

学生事务副校长

学院	－	兰卡斯特大学的灵魂

对于学生来说，学院是兰卡斯特大学的

灵魂。每个学院都是隶属于兰卡斯特大

学可自我管理的机构。学院提供各种社

交和学习设施，对于那些住在校内宿舍

的学生来说，学院是可以提供有力支持

和信息的一站式商店。

您不仅仅只是一万一千分之一

兰卡斯特大学拥有一万一千名学生，但

您不会因此而迷失了自己。学院制的体

系确保使您成为您所处学院 － 一个相

对较小而严紧的团体的一分子。学院是

使得兰卡斯特大学成为最友好大学的很

重要的环节。

友好的协助从第一天开始

从您到达兰卡斯特大学的第一天起，学

院就会在您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学

院的员工和学生会随时在您身边，帮您

熟悉周边环境并尽快安顿下来。学院会

确保使您可以在到达的第一个星期里过

得有趣、受欢迎并激动人心。您的学院

会成为您的家。

结识新朋友的最佳途径

您将会和与您学习不同专业的学生居住

在一起，这样会扩大您的知识面。同时

和您一起上课的同学又有可能是另一个

学院的成员，这样一来，您的朋友就可

以说是遍布整个校园了。

学院结构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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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结构

•	 所有的学生都是学院的一员

•	 所有的学生都拥有一个学院辅导老师

•	 所有的教师都是学院的一员

•	 学院造就了紧密、友好和生机勃勃的团体

•	 参与学院的管理让您的简历更丰富

•	 每个学院都拥有自己的酒吧和社交设施

•	 学院组织开展自己的社会活动，包括：圣诞舞会、夏季派对等

•	 为您的学院参加体育比赛

•	 学生从他们的学院而非院系中毕业

•	 学期期间，学院内有二十四小时服务的学院管理员

•	 除了您学习期间，学院还将与您终身保持联系

兰

卡

斯

特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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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学院介绍

Bowland	学院

位于校园的中心地带，紧邻亚历山
大广场，是兰卡斯特大学较小的学
院之一。该学院气氛友好、荣誉感
强、目的性明确且注重学习趣味。学
院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学院体育运
动团队的一员，有比赛参与者，也
有比赛支持者。学院拥有一个连接
网络的计算机室、一个台球室和一
个校外成人学生休闲室，该休闲室
配备了厨房设施和网络计算机。

Fylde	学院

该学院临近体育中心，以擅长体育
而闻名，学院经常在院际的体育比
赛中获奖。学院有一个理念就是兼
容并蓄，积极鼓励外来学生加入。学
院的设施包括一个无酒精的社交场
所和一个颇受欢迎的咖啡吧。学院
的咖啡吧经常被来自不用学院的学
生们光顾，很像是一个英式的俱乐
部。学院学生宿舍的修缮工作也马
上就要完成了。

County	学院

位于校园的北面，该学院是一个安
静的庭院建筑。这种环绕型的内部
结构设计可以让学生在很短的时间
里相互认识并且给人以很强的学院
忠诚感。学院的酒吧、游戏室、咖
啡店和休闲室都位于非常便利的地
点并已经被重新修缮。这些都使得
该学院不仅成为本学院学生聚会的
好地方也吸引了很多其他学院的学
生们。

Cartmel	学院

该学院位于校园的南端，靠近亚历
山大花园。学院的气氛轻松愉快，
秉承了优良的社交精神，十分受学
生们的欢迎。学院的宿舍条件十分
好，周边的设施包括一个校园内最
大的餐厅和一个室外遮顶并具有真
正的烧木取暖设备的学习区以供学
生们舒适温暖地学习。

Furness	学院

该学院占据了校园的最中心位置，
可以方便到达大学各个教学和娱乐
场所。学院气氛友好，体育文化社
交等活动丰富多彩并具有强烈的团
体意识。该学院的酒吧被列入了英
国淡啤酒指南。酒吧每年举办的啤
酒节十分受欢迎。该学院最近完成
了一项重大的宿舍修缮工程，并增
添了一系列新的住宿设施。 

Grizedale	学院

该学院位于校园的最南边，靠近管
理系。学院以其友好友善的氛围而
闻名。完成重建后的Grizedale学院
拥有全新的宿舍。学院建设在2009
年会继续得到完善，将增设新的办
公室，酒吧，社交和学术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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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学

院

介

绍

兰
卡
斯
特
大
学

“ “

Lonsdale	学院

该学院位于校园的南部，是一幢专
门建造的现代化建筑，拥有条件优
越的学生宿舍及社交和学习设施。在
学院的酒吧区，可用手提电脑无线
上网。学院楼的一楼设有无酒精社
交场所。该学院是校园内最大且最
具活力的一个学院之一。学院自己
的酒吧完全不逊色于城市中心的时
尚酒吧或夜间俱乐部。Lonsdale 学
院新的娱乐设施还包括专门的休闲
设施、DJ台、舞池、沙发和一个游
戏室。

Pendle	学院

该学院是校园内较大的一个学院之
一，团队氛围浓厚。学院给学生提
供机会让他们参加到学院坚实友好
的团队中来，并且重视那些可以为
学院的成功而发挥能力的学生们。学
院拥有校园内最大的酒吧，因此这
里就经常成为校内学聚会的最佳场
所。Pendle学院以其优秀的学业和
体育成绩而自豪并且一直秉承其友
好、愉快的社交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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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卡斯特大学国际学习中心位于大学校园的心脏地带，开设了由学习集团与兰卡斯
特大学共同合作提供的国际预科课程。

国际预科课程提供一系列专业方向可为众多大学本科专业课提供专家级的准备课
程。您只要顺利完成该预科课程，就可以确保直接升读大学的学位课程。

兰卡斯特大学
国际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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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设施的使用

国际预科课程的学生从开始其课程的那一

天起就成为了大学的一员。除了国际预科

课程所拥有的所有资源，您还可以使用大

学的所有设施。

直接升读学位课程

入读国际预科课程的学生可以同时获得大

学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在就读国际预科

课程后，我们将帮助您选定您所期望升读

的大学学位课程。只要您成功完成预科的

课程并达到大学的入学要求，您就可以直

接升读大学学位课程。

灵活的入学日期

学生可在九月或一月入读国际预科课程以

衔接来年秋季开学的学位课程。

个人监督与协助

国际预科课程是由兰卡斯特大学批准开设

并由大学预备课程的专家进行授课。每个

学生的学业都会受到全程的监督，以确保

其学习处于正轨。通过考试和作业评分等

定期学业评估也将对您的升学有所帮助。

大学式授课

兰卡斯特大学的国际预科课程将给

您大学式授课的体验。您会有辅导

课、研讨课和小组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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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学位课程准备

国际预科课程是专为国际学生升读大学

学位课程而提供直接途径的课程，为期

三个学期。课程内容包括：学术科目、学

习技能和英语语言培训等。该课程使您

具备今后成功就读学位课程所必需的技

能和知识。

课程结构

我们有三个大学预科专业方向可供您选

择：商务管理、工程与计算机以及法律

和社会研究。所有大学预科专业方向都

为单元模式结构课程。五个核心单元被

设置为每个专业方向的公共课程，分别

是：英语技巧1、英语技巧2、学习技

能、专题研究和数学。

此外，您还须学习五门专业科目，每个

科目都将集中于您所选择的专业的学术

领域，将对您今后的专业学术课程大有

助益。

成绩评估

定期的成绩评估将贯穿整个课程，以确

保您的学业处于正轨并达到学位课程的

要求。我们将通过持续性的学期作业和

学期末的单元考核来监督您的学业进展

情况。作为全面评估的一部分，您还须

按要求完成一系列讲演和相关的论文。

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申请直接入读国际预科课程的学生，其

雅思成绩必须达到 5.0 分。如果您在开

始学术课程前需要额外的英语培训，您

可以参加国际学习中心所提供的英语语

言准备课程。

该课程将提高您的英语技能并让您达到

所需的雅思 5.0 的水平。

如果您的英语程度只有雅思4.0的水平，

那么您需要一个学期的英语语言准备课

程。英语程度只有雅思3.0水平的学生则

需要二个学期的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国际预科课程

国际预科课程进阶一览

国际预科课程专业方向: 可衔接的本科课程:

商务管理 商务研究、管理、管理科学、会计与金融、

经济学、媒体，电影及文化研究

工程和计算机 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综合技术、信息通信

技术、数学与统计

法律和社会研究 国际关系, 法律, 犯罪学,  

政治, 心理学, 社会学, 媒体,  

电影及文化研究

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ELP)

ELP	学费：每学期	£3,325

开学日期:

一学期	ELP		

(入读要求：雅思	4.0)	

•	2009年6月 – 衔接2009年9月开课的预科		

		课程

•	2009年9月 – 衔接2010年1月开课的预科		

		课程

•	2010年6月 – 衔接2010年9月开课的预科		

		课程

两学期	ELP		

(入读要求：雅思	3.0)

•	2009年6月 – 衔接2010年1月开课的预科		

		课程

•	2010年1月 – 衔接2010年9月开课的预科		

		课程

年龄要求:

•	入学时学生必须年满17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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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管理大学预科课程  

										衔接本科课程专业：商务研究、管理、管理科学、会计与金融、经  
                       济学、媒体，电影及文化研究

课程结构

核心科目

大学预科英语技巧	1 	
学生将学习如何提高学习能力，包括：

阅读学术文章、撰写文章、摘录笔记、

有效积极地听课并参与班级讨论等。

大学预科英语技巧	2 	
进一步提高学生在大学预科英语技巧1
课程中所掌握的能力，使其能更加准

确、迅速、有条理、有组织并且具备讲

演的能力。

在英国环境下的学习技巧	 	
学生们将学习如何更有效地运用他们的

学习时间，提高他们利用信息和拓展信

息资源范围的能力，并在规定的期限内

完成各类型的论文。

专题研究	 	
学生们将与导师商议，根据其将会升读

的学位课程选择一个专题，并完成该项

自学专题。

商务数学	 	
本课程内容涵盖了代数和统计，将拓展

学生对数学术语和技巧的知识和理解，注

重培养学生将这些理论运用于解决问题

的能力并要求学生不断从实践和现实生

活中汲取知识。

 

专业科目

商务研究导论	 	

课程将教授学生理解在现代经济市场中

的商务人士所面临的运营以及策略上的

问题。该课程单元将集中讨论范围十分

广泛的课题，诸如：管理、人力资源操

作、市场营销与种族因素等。

商法	 	

课程将教授英国法律体制导论、商务组

织、合同法及消费者保护。

财务会计导论	 	

课程将教授复式记账、试算表制定、损

益表、折旧、有限公司、制造账户及账

户的解释。

经济学原理	1 	

课程将教授学生理解经济系统、商品种

类、资源配置、弹性、价格控制、市场

类型、成本和税收、规模经济以及市场

衰退。

经济学原理	2 	

课程将教授学生理解积累总需求、总供

给、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失业、国际

贸易及发展经济学。

重要信息

学费: £10,500

课程长度:

三学期

9月至6月或

1月至8月

入学时间:	
2009年9月或2010年1月

学期安排

九月入学

第一学期 – 28/09/09 至 11/12/09

第二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三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一月入学

第一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一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第一学期 – 21/06/10 至 20/08/10 

学期安排:

学科制课程，每学期三门科目

(最后一个学期为四门科目)

5门核心科目和5门专业科目

成绩评估

学科/学期末评估

•	考核将会由考试以及对学期作业、讲演和

撰写论文进行组合式评估。

持续性作业评估

•	课程授课、小组的研讨以及指导性的自学

评估。

年龄要求:

•	入学时学生必须年满17周岁

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

•	成绩优秀的高二或高三毕业生

英语语言要求

•	雅思 5.0 分

•	托福笔试 500 分或托福机考 173 分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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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际预科课程
工程和计算机大学预科课程

衔接本科课程专业：工程、计算机科学、综合技术学、信息通信技术以及数学与统计学

课程结构

核心科目

大学预科英语技巧	1 	
学生将学习如何提高学习能力，包括：

阅读学术文章、撰写文章、摘录笔记、

有效积极地听课并参与班级讨论等。

大学预科英语技巧	2 	
进一步提高学生在大学预科英语技巧

1课程中所掌握的能力，使其能更加准

确、迅速、有条理、有组织并且具备讲

演的能力。

在英国环境下的学习技巧	 	
学生们将学习如何更有效地运用他们的

学习时间，提高他们利用信息和拓展信

息资源范围的能力，并在规定的期限内

完成各类型的论文。

专题研究	 	
学生们将与导师商议，根据其将会升读

的学位课程选择一个专题，并完成该项

自学专题。

纯数学	1 	
本课程教授学生如何理解和解释直线和

线性方程、理论设立和概率、统计学、线

性规划、指数和对数以及试验率。 

专业科目

纯数学	2		 	
课程进一步教授高等代数、坐标几何、三

角法、微积分、集合、数值法以及向量。

应用数学	1 	
该课程将教授向量、力量与平衡、相对

运动、牛顿运动定律、摩擦和功力、能

量和力量。

应用数学	2 	
课程将教授高级向量、固定向量能量、重

心/质心及微粒运动。

物理	1 	
课程将教授声音、反射、折射、干涉、衍

射、电磁波、固体强度、液体、热和气

体及原子结构。

物理	2 	
课程将教授电流与电荷、势差、电阻、电

容、半导体和增幅器、电场、重力场、磁

场及电磁场。

重要信息

学费: £9,975

课程长度:

三学期

9月至6月或1月至8月

入学时间:	
2009年9月或 2010 年1月 

学期安排:

九月入学

第一学期 – 28/09/09 至 11/12/09

第二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三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一月入学

第一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二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第三学期 – 21/06/10 至 20/08/10 

课程结构:

学科制课程，每学期三门科目

(最后一个学期为四门科目)

5门核心科目和5门专业科目

成绩评估

学科/学期末评估

•	考核将会由考试以及对学期作业、讲演和

撰写论文进行组合式评估。

持续性作业评估

•	课程授课、小组的研讨以及指导性的自学

评估。

年龄要求:

•	入学时学生必须年满17周岁

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

•	成绩优秀的高二或高三毕业生

英语语言要求

•	雅思 5.0 分

•		托福笔试 500 分或托福机考 17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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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

核心科目

大学预科英语技巧	1 	
学生将学习如何提高学习能力，包括：

阅读学术文章、撰写文章、摘录笔记、

有效积极地听课并参与班级讨论等。

大学预科英语技巧	2 	
进一步提高学生在大学预科英语技巧1课
程中所掌握的能力，使其能更加准确、迅

速、有条理、有组织并且具备良好的讲演

能力。

在英国环境下的学习技巧	 	
学生们将学习如何更有效地运用他们的

学习时间，提高他们利用信息和拓展信

息资源范围的能力，并在规定的期限内

完成各类型的论文。

专题研究	 	
学生们将与导师商议，根据其将会升读

的学位课程选择一个专题，并完成该项

自学专题。

核心数学	 	

本课程内容涵盖了代数和统计，将拓展

学生对数学术语和技巧的知识和理解，注

重培养学生将这些理论运用于解决问题

的能力并要求学生不断从实践和现实生

活中汲取知识。

专业科目

法律	1 	
该课程教授法律概念、法律、公正与道

德间的关系；法源，包括英国和欧共体

(EU)的立法和先例教条；民事和刑事法

庭，以及司法制度的角色。

法律	2 	
该课程将关注合同法对公民的影响，包

括：导致无效合同的损害因素；违反合

同及合同毁坏后的补救措施；商品销售

和服务法规，以及相关的欧共体法规。

政治学	 	

课程将教授英国政治体系导论、英国宪

法基本原理、公民自由和他们与司法系

统的关系；国会的运作，包括：选举系

统、政党和立法程式；政府的组成和功

能、公民服务及英国和欧共体的关系。

经济学原理	1 	

课程将教授学生理解经济系统、商品种

类、资源配置、弹性、价格控制、市场

类型、成本和税收、规模经济以及市场

衰退。

经济学原理	2 	

课程将教授学生理解积累总需求、总供

给、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失业、国际

贸易及发展经济学。

重要信息

学费: £9,975

课程长度:

三学期

9月至6月或

1月至8月

入学时间：

2009 年9月或2010年1月

学期安排

九月入学

第一学期 – 28/09/09 至 11/12/09

第二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三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一月入学

第一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二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第三学期 – 21/06/10 至 20/08/10

课程结构:

学科制课程，每学期三门科目

(最后一个学期为四门科目)

5门核心科目和5门专业科目

成绩评估

学科/学期末评估

•	考核将会由考试以及对学期作业、讲演和

撰写论文进行组合式评估。

持续性作业评估

•	课程授课、小组的研讨以及指导性的自学

评估。

年龄要求:

•	入学时学生必须年满17周岁 

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

•	成绩优秀的高二或高三毕业生

英语语言要求

•	雅思 5.0 分

•		托福笔试 500 分或托福机考 173 分

国际预科课程
法律和社会研究大学预科课程 

衔接本科课程专业：国际关系、法律、政治、社会学、心理学、 
             媒体、电影及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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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卡斯特大学占地二百五十英亩。大学所

有的学术院系、学院、图书馆、银行、商店

以及体育和娱乐等设施全都设在校园内，使

得这里的生活比其他许多地方都要便宜、便

利和轻松。

整个校园的设计围绕着一条贯穿南北的中

轴路，这条道路犹如一条脊柱一般。学生宿

舍、教学楼、研究实验室和商店都是沿着这

条脊柱向左右延伸而建筑的，提供了大面积

的、安全的人行区域。         

校园的中心地带是亚历山大广场，汇集了

学生会办公室、图书馆和许多商店和银

行。学生村位于校园的西南部，提供一流

的住宿设施。

校园设施

      兰卡斯特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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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设施:

体育与娱乐

游泳池

壁球馆

健身房

器械室

桑拿和日光浴床

网球场

越野运动

定向运动

攀岩壁

足球场

橄榄球场

保龄球

泛光照明硬地操场

桌球室

九个学院酒吧和相关的社交娱乐设施

公众艺术

Nuffield 剧院

Peter Scott 艺术画廊

兰卡斯特国际系列音乐会

Ruskin 图书馆

餐馆

The Spicy Hut 咖喱屋

Wibbly Wobbly 夹饼吧

Republic 匹萨店

王氏中国餐馆

Mamma Mia 外卖

Atkinson 薯条店

The Venue

学院咖啡店

其他服务

药店

Bailrigg 健康中心

牙科诊所(私人)

护士诊所

图书馆

洗衣房(提供干洗服务)

邮局

咨询服务

修理店

志愿者中心

职业咨询服务

残疾人服务

校牧中心

兰卡斯特学院酒店和餐馆

学前看护中心

住宿安置办公室

会议中心

商店和银行

Barclays 银行

NatWest 银行

Link (取款机)

Diggles

Spar

中央商店

计算机器材店

Waterstones 书店

Ann Helme 汽车销售与加油站

癌症关爱慈善商店

Endsleigh 保险公司

Greggs

Bindery 书店

大学打印店

Q’s 理发沙龙

学生会商店

报刊店

大学旅行社

兰卡斯特大学的课程非常好。老师们从事着他们的教学工作，把问题都

解释得非常清楚。其他员工也很友好，乐于助人。大学提供了学习的好

环境。兰卡斯特是一座小小的城市，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理想的地方，能

够远离各种烦扰。市中心很漂亮，当地的居民也十分友善。

Kimberley	Tan	Kai	Lin，	国际学习中心学生，来自新加坡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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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针对	ISC 学生的服务

作为一个国际学习中心的学生，您可以

享受国际学习中心为您提供的详尽的咨

询和协助服务。ISC 的学生咨询团队随时

准备帮您解决您在个人、学习或财力上

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他们可以帮您

在初到学校的几天里尽快地安顿下来并

且在您今后的整个学习过程中随时为您

提供帮助。

在您升读了本科学位课程之后，我们的

支持服务仍将继续。兰卡斯特大学拥有

一个强大的支持服务网络，旨在帮助所

有的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得到最大程度

的成功。

国际学生咨询服务

兰卡斯特大学的学生辅导办公室行政官

员 Jennifer Raper，担负了为国际学生

提供特殊的指导、建议和协助的责任。此

外，她还负责组织学生的各种活动和社

交出游等。

咨询服务

咨询服务为所有在个人、社会、家庭或

学业上遇到困难而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

保密而专业的建议及协助。我们所有的

七个咨询人员都具备专业的资质且经验

丰富。

残疾人服务

兰卡斯特大学欢迎所有残疾的学生们报

读。我们的残疾人服务为残疾学生和阅

读困难学生在校期间提供协助。我们可

为学生或他们在读的院系提供信息，这

些信息涉及个人生活助理、学生宿舍调

整、学生资金申请、阅读困难学生的评

定及协助和技术帮助、考试安排的特殊

调整和毕业典礼上的特殊帮助等。

辅导与援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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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服务

所有大学的学生都必须在当地正规的医

疗机构注册。我们在校园内设立了一家

可提供国家健康服务(NHS)的中心为注 

册的学生和员工服务。该中心提供一系

列的服务并可将某些疑难杂症推荐到有

关的专家那边进行诊治。该中心的医生

既有男性也有女性。

大学护士诊所

大学护士诊所在学期期间为所有的学

生、来访者和大学员工二十四小时提供

保密的服务。有经验的护士团队可以提

供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到特殊的医疗状况

等一切与健康有关的建议。诊所设有两

张病床，提供给那些突发急性的小疾病

但自己无法应付的患者。

牙科诊所

牙科诊所位于Bai lr igg健康中心旁。该

诊所通过BUPA认证，可以提供私人

治疗。

宗教崇拜设施

大学的校牧中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拥

有天主教小礼拜堂、英国国教小礼拜堂

和免费教堂小礼拜堂。犹太教团体拥有

自己的崇拜间包括一个犹太厨房和一个

犹太教礼拜堂。校牧中心同时也是教友

派崇拜或佛教及其他宗教团体进行冥想

的处所。

Grizedale 学院的大型祈祷室设备齐全，

可供穆斯林团体聚集祈祷。

学生保险

就我们的经验来讲，国际学生在英国就

读期间拥有个人保险的保护是至关重要

的。没有投保的后果往往是非常困难和

代价昂贵的。

因此，学习集团专门为国际学生们提供

了一项名为学习关怀的保险项目。投

保范围包括个人财务的丢失以及健康

医疗。为了确保您能拥有最合适的保

险，学习集团将在您接受课程录取后自

动将这项保险加到您的学费清单中。

当然，您也可以自己选择购买保险，但

如果是这样，请在您递交入学申请的时

候就予以注明。有关学习关怀保险的具

体信息都刊登在学习关怀保险手册中。

如需要，可向国际入学中心索要。具体

联系方式请参照本手册封底的联系方

式。或者您也可以登陆网站查询： 

www.lancs.ac.uk/isc

兰
卡
斯
特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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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您在兰卡斯特大学就读期
间的住宿

作为国际学生，我们保证您在校学习期

间的住宿。

英国最好的校内学生宿舍

所有的学校宿舍都位于每个学院内。大

学投资了几百万英镑的巨资来建造新的

学生宿舍楼，以确保您能居住在全英国

最好的学生宿舍楼里。

残疾学生

一部分学生宿舍会经过改造以适合残疾

学生居住。如您需要改造的学生宿舍，请

告知我们。我们会尽全力满足您对宿舍

的需要。

宿舍选择

国际预科课程的学生可以选择八个学院

中的任何一个学生宿舍。

宿舍类型选择

您可以选择任何一种学生套间(有单独的

卫生间)或其他类型的共用浴室的房间。

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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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宿舍重要信息

•	所有的在校学生宿舍都是自炊式的 

•	宿舍公共区域(厨房、公用厕所和走廊)有清洁服务

•	厨房配备微波炉、炉灶和冰箱

•	大部分房间可以四十周起租

•		学院拥有洗衣设备

•	每个房间都配备一张床、书桌、椅子、衣柜和书架

•	如果您有电视机，部分房间配有电视插口，但学生可能需要自己购置天线(购买电视许可证)

•	大部分房间有单独的卫浴设施，但这类房间不是所有学院的标准宿舍

•	所有的房间都配备电话和电脑网络接口

•	国际电话拨打免费，网络连接设施费用已包含在租金内

兰
卡
斯
特
大
学

2009/2010	年度住宿费用

学院	 每周住宿费参考价格* 设施 住宿费包括

套间 标准间 数据线接口 电话 暖气 照明 生活用电

Bowland	College £88.20 £66.50  4  4 4   4   4

Cartmel	College £91.00 - £91.70 –  4  4 4   4   4

County	College £88.20 - £91.00 £75.95  4  4 4   4   4

Furness	College £91.00 £68.95  4  4 4   4   4

Fylde	College £88.20 - £97.30 –  4  4 4   4   4

Grizedale	College £91.00 £68.95  4  4 4   4   4

Lonsdale	College £91.00 - £97.30 –  4  4 4   4   4

Pendle	College £91.00 £68.95  4  4 4   4   4

* 2009-10 年度参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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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

兰卡斯特学生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建

议并组织学生活动，其制度和宗旨是由

学生们民主制定的。

兰卡斯特大学的学生会是全英最具实力

的学生会之一。它管理着大约八十个学

生俱乐部和社团组织，并为这些组织提

供活动资金。学生会也运作着获得很高

认可度的学术和福利中心。学院还组织

大型的活动，如圣诞舞会和年末的学院狂

欢派对等。

学生俱乐部和社团

兰卡斯特大学学生会为学生提供认识、

发展和加强各项技能的机会，并鼓励学

生参与各项活动以满足其不同的兴趣爱

好。学生会共有一百多个学生俱乐部和

社团。

体育运动和课外活动

俱乐部和社团

非洲加勒比学生社团

艺术社团

亚洲学生社团

背包族联合会

Baha’i 社团

交谊舞社团

啦啦队社团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中国学生社团

基督教教友会

基督教联合会

保守党新党员招募

自行车俱乐部

舞蹈社团

辩论社团

经济社团

伊拉兹莫斯社团

电影社团

空中运动社团

巴勒斯坦学生社团

福音派唱诗班

古希腊社团

远足俱乐部

历史社团

国际投资社团

国际学生协会

伊斯兰教俱乐部

犹太社团

自由拳击俱乐部

拉丁美洲学生社团

法律社团

自由民主党

语言学和英语社团

无名音乐家社团

马来西亚学生社团

管理学院学生协会

动漫社团

医科学生社团

登山俱乐部

音乐家社团

夜间热线

异教社团

居民和行星社团

哲学社团

摄影社团

扑克牌社团

脉冲星社团

R.A.G.

鲜啤酒和苹果酒社团

尊重联盟

摇滚社团

表演社团

跑步俱乐部

俄罗斯学生社团

新加坡学生联合会

演说俱乐部

学生人材发掘和导向组织

水族俱乐部

跆拳道

保龄球俱乐部

戏剧社团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咏春拳俱乐部

作家协会

年轻企业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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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活动和校际活动

学校为学生们提供精彩的社交活动。每

个学院的学生委员会每年都组织各种社

交活动，如现场乐队演奏、主题晚会、智

力问答、卡拉OK等。学院还组织学生去

利物浦、曼彻斯特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

的俱乐部旅行，同时还有各种不同的娱

乐活动。

每个学院内都有自己的社交活动区，内

设桌球、游戏和其他设备。大多数活动

区域都配有大屏幕卫星电视，有很多活

动区还配有自己的计算机室。还有一些

活动室内设咖啡店。每个学院都有一个

酒吧，经常成为学院的社交活动中心。

兰卡斯特大学的体育运动

体育运动在兰卡斯特大学生活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学生有许多机会来选择他

们所喜欢的运动。大学的运动中心设在

校园内，方便学生使用。

院际运动

院际的运动可以增强学生对学院的忠诚

度。友谊第一的竞技精神与各学院密不

可分。所以无论您是体育健将还是仅仅

是兴趣所在，您都可以参与到院际运动

中。院际运动包括各类型的比赛项目，各

学院选择代表自己学院的运动队与其他

学院竞争卡特盾徽。

室内设施
•	25米六泳道臭氧处理的泳道

•	大型的多功能体育馆，可以进行射剑、

羽毛球、篮球、室内板球、曲棍球、足

球和排球等运动

•	可进行柔道、空手道、网球和蹦床运动

的小型体育馆

•	六个壁球场地、一个空中球场地、两个

设备齐全的器械锻炼室、健身房、桑拿

室、日光浴床和攀岩壁

室外设施
•	足球和橄榄球场地

•	八个网球场

•	两个泛光照明人造草皮操场和硬地操场

•	高尔夫练习场、击剑和保龄球场

•	定向运动场、慢跑跑道和越野跑道

运动协会

运动协会 － (AU) 也是学生会的一部

分。该协会提供众多的机会以满足不同

体育爱好者的需要。其主要任务就是管

理并且协助其下属的三十个运动俱乐部

以备战英国大学运动比赛。

运动协会下属俱乐部
美式足球 

射剑 

足球 (男式或女式) 

羽毛球 

篮球 (男式或女式) 

划艇 

皮划艇 

板球 

马术 

击剑 

飞碟 

高尔夫 

曲棍球 (男式或女式) 

柔道 

荷式篮球 

长曲棍球 

英式篮球 

橄榄球联盟 

橄榄球协会 (男式或女式) 

帆船 

滑雪 

壁球 

游泳和水球 

乒乓球 

网球 

排球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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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西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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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的理想选择

拥有一万五千名学生人口，兰卡斯特是

一座充满生机的城市。

城市里遍布酒吧、咖啡馆、电影院、夜

总会和俱乐部，还有小到别致的小古董

店和珠宝店，大到闻名的闹市区的大商

店等也比比皆是。

兰卡斯特举行各种的文化活动。Duke’s 
Playhouse 既是电影院同时也是剧院，

它在夏天的时候会在附近的 Williamson 
公园放映或演出室外剧。

在这里，沿着穿城而过的运河有数不尽

的水边俱乐部和餐馆。

从校园到市中心只有十分钟的公交车车

程，在兰卡斯特城市和主校园之间有定

期的公交车。此外，从校园到市里也有

直接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

英国最美丽的乡村风景								

兰卡斯特大学的特色还在于可方便到达

并且领略到许多英国最美丽的自然风

景。从这里驾车或乘火车都可以便利地

到达世界闻名的湖区，欣赏当地广阔的

自然湖泊和壮美的群山。无论何时，当

您需要从繁忙的校园生活中脱离出来好

好休息整理一下思绪的时候，那里是最

好的选择。

如果您想闻一闻海风，兰卡斯特附近有 

Morecambe Bay 海滩，或者去著名的海

边游览胜地 Blackpool 做个一日游也是

个不错的选择。

方便到达各大主要城市

兰卡斯特位于英格兰西北部中心地

带，有便利的铁路交通，到伦敦只要不

到三个小时。乘火车或者驾车到动感之

城曼彻斯特、利兹和利物浦也只要一个

小时。

兰

卡

斯

特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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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彻斯特

  
      利物浦  

 利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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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您成功完成了国际预科课程的学

习，您就能直接升读兰卡斯特大学的本

科学位课程。根据您所选专业的不同，您

会成为大学各院系的一份子。 

科学技术学院

科学技术院下设九个系，涵盖了科学技

术领域的各个专业。该院涉及政治地

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包括了诸如实

用物理学等的纯科学，还涵盖计算机

工程学等新兴技术学科。所有系都具

备高水平的研究水准，许多导师都是

该学科领域世界范围内的领军人物。 

 

我们的总是采用多种方法帮助学生获得

提高和发展，包括实地考察旅行(有时为

海外旅行 )，对于复杂系统的计算机仿

真，以及在实验室进行的传统的动手实

验。在最后一学年，您将被要求跟随一

位导师完成一个重要的项目。

该院提供基础广泛但设置明确的专业

如下：

生物化学 

工程学 

生物科学 

环境化学  

生物医学科学 

环境科学  

化学 

地理学 

综合科学/信息通信技术 

综合技术  

数学和统计学 

计算机科学 

自然科学 

地球科学 

物理学 

生态学 

心理学 

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	
(LUMS)
该院是英国顶尖的商学院，拥有许多

领域的世界级专家。该院在研究方面

被评为六星(最高评价)，而且在二零

零五年的英国首次全日制学生大学满

意度调查中，学院的商务管理专业位

居英国第一。

我们秉承独特的教学理念并一直坚信研

究推动教育。这意味着我们的课程设置

都是符合最新的理论和实践的。我们最

优秀的研究专家同时执教本科学生。我

们鼓励学生们学会批判式的思考方式。

该院提供基础广泛但设置明确的专业

如下：

会计和金融学 

商务研究  

经济学 

欧洲管理学 (BBA)  

管理学 (BBA) 

管理与企业学 

管理与组织学 

管理科学 

市场营销与广告学 

营运管理学

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

该院是兰卡斯特大学内最大的一个学

院，下设十四个提供本科课程的系。学

院拥有多位国际知名的学者，执教多个

专业。学院下设的兰卡斯特大学现代艺

术学院集合了艺术、音乐、戏剧研究等

系。而且 Peter Scott 画廊的公众艺术的

作品、Nuffield 剧院和兰卡斯特国际音乐

会等都与该学院紧密相关。

兰卡斯特大学在社会科学领域跻身全世

界大学前一百位。学院的教学水平是一

流的，而且连年被评为优秀。

该院提供基础广泛但设置明确的专业

如下：

美国研究 

艺术 

顾问 / 独立研究 

创新艺术 

犯罪学 

英语语言学 

英语文学与文学创作 

欧洲研究 / 欧洲语言学 

电影研究 

法语 

德语 

历史 

意大利语 

法律 

语言学 

媒体与文化研究 

音乐 

哲学 

政治和国际关系 

教育心理学  

宗教研究 

社会工作  

社会学 

西班牙语 

戏剧研究

兰卡斯特大学院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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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申请国际预科课程的程序简便快捷。

直接申请

您只要将填写完整的申请表格寄到表内注

明的地址即可。申请时请附上您所有相关

的成绩单和英语语言证书。

或者，您可以通过以下网址直接联系我们

的入学顾问：  

www.lancs.ac.uk/isc

通过认可的教育代理申请
您只要填好本手册所附申请表格，并将表

格递交给我们认可的教育代理即可。如需

更多的申请表，您可以通过本手册封底的

地址联系我们。

提供信息和建议
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我们的专业

入学顾问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电话 +44 1273 339333

费用

学费*

国际预科课程学费 

(三个学期)  

£9,975 (商务管理预科课程学费为 

£10,500)

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每学期 £3,325 

住宿费	 (参考价格) **

套间每周价格： 

£88.20 – £91.00  

标准间每周价格：  

£66.50 – £75.95

其它费用

学习关怀保险费 

(保期12个月) £416

机场接机费 

曼彻斯特机场: £75

* 请注意学费从2009年起可能会有变动。

** 学生可能还要支付如住宿押金、床上用品、住

宿保险、大学管理费及其它杂费。这些费用由国际

学习中心或大学收取，计入学生的国际学习中心帐

户或大学帐户。也提供部分寄宿家庭住宿类型，但

必须提前预定。

为计算方便，一个标准住宿合同周期为40周。

兰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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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关于国际预科课程	 	
兰卡斯特大学国际学习中心的国际预科

课程由学习集团提供。学习集团在教育

和培训国际学生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

位，每年为来自一百二十个国家的四万

名学生提供高水平教育课程。



欲进一步了解详情，请联系: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Centre 

1 Billinton Way 

Brighton 

BN1 4EF 

United Kingdom

电话  +44 1273 339333 

传真  +44 1273 339334

欲通过网络联系我们，请访问： 

www.lancs.ac.uk/isc

7980 1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