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

国际预科课程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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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习中心提供的国际预科课
程结合了学术科目、学习技能和
英语语言培训，为已完成高中课
程的国际学生和欧盟学生提供了
一条升读本科课程的捷径。

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 (LJMU) 不仅承载着利物浦的璀璨历史，还与这座城
市一起，孕育着世界的明天。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是英国最大的大学之
一，我们的办学历史能追溯到1825年。深厚的教育积淀使我们发展成为英国
最先进也是最具活力的高等教育学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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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采用的新培养模式将对当前高等教育的现状提出挑战。但我们深
信，如果希望我们的毕业生能获得在竞争极其激烈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制胜
的知识和技能，这种战略方向上的改变是必然的，这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之一。我们已为接受这些挑战做好了准备，为我们的学生提供的“不仅仅
是一个学位课程”。
这种新的培养模式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工商界智囊团的建议和支持。这个智
囊团正在帮助我们决定帮助学生提供何种职业技能，比如领导能力、职业
道德、商业道德规范、财务、创业能力和谈判技巧。

我们鼓励您去憧憬 – 勇敢地憧憬您的未来...

我深刻明白国际学生希望获得一份帮助自己开展成功职业生涯的教育。我
们新的培养模式不仅能满足这一点，还能使您得到更多。我们的学生毕业
的时候不但能获得学位证书，还可以获得一份获得雇主认可的技能证书。
高质量的学术教育与职业化的培训经历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当今高等教育
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使我们的毕业生成为最受雇主欢迎的求职者。
任何时候开始计划您的未来都不晚。因此，如果您希望拥有一份完美的
大学体验，在毕业时能拥有受人尊敬的学位和帮助您攀登职业阶梯的技
能，请选择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我们能帮助您实现您的抱负，使您
拥有灿烂和充满成就感的未来。

我们鼓励您去规划 – 规划清晰的未来之路....

我们赋予您必要的技能，实现您的规划，
帮助您成就您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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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化的学位课程

我们深信目前我们采用的高等教育的新
模式能够满足他们的期望。因此我们把
同工作有关的学习和技能培养作为所有
学生大学学习的核心。
目前，大学同 Marks and Spencer (英国
一流百货公司)、英国工业联合会、壳
牌石油、索尼公司和其它大公司的代表
密切合作，共同决定我们的学生在毕业

时应该掌握什么职业技能。这些职业技
能包括领导能力、职业道德、商业道德
规范、财务、创业能力和谈判技巧。
我们的本科课程结合了八项毕业生职业
技能和工作体验课程。这些职业技能的
培训意味着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的毕
业生不仅拥有一个高质量的学位，还具
备当前雇主们所需求和认证的职业技能
和经验。我们的毕业生将获得一张职业
技能证书，这使他们的个人简历能够从
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
毕业生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大学新设立的毕业生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甲骨文软件

littlewoods

Marks and
Spencer

英国国民医疗
GKN 航空航天
美林银行

皇家特许测量师协会

壳牌国际
索尼欧洲

享受职场技能训练课程带来的辉煌职业前景
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曾向很多商界领
袖了解他们对当今大学毕业生的期望。他
们一致认可一流的学历是最关键的。但
是，他们对我们和我们的学生仍有更多
的期望。

IoD

将对所有的职业技能进行认证。中心内
拥有先进的培训和评估场地，正如能满
足大学生就业所有需求的中枢系统，为
学生提供职业技能认证、学生创业、商
务联系和就业指导。

英国联合公共事业

“我真的觉得 LJMU 正在做的事情让他们的毕业生和我
们雇主与众不同。”
Naomi Climer 索尼欧洲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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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MU 为您

一所杰出的大学

提供的不仅
仅是一个
学位课程

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具备了所有教学型大学的优势，还拥有创新的研究
以及同工商界广泛的商业联系。
一所国际化的大学
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吸引了来自全世
界一百多个国家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真
正营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国际氛围。
教学
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在健康科学、天
文学、组织生物科学、药剂学，资产管
理到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中的教学质
量在英国大学中名列前茅。
研究
大学在二十多个专业领域的研究位列英
国和国际前沿。无论学生选择什么专
业，总能了解到该领域最新的研究和学
科发展。

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毕业生职业技能
每一个LJMU本科学位课程都向学生提供
学习、实践，以及培养职业技能过程中
获得反馈信息的机会。这一宗旨在课程
手册中有明确的说明。
下面这些毕业生职业技能可以应用到很
多专业和职业领域：
• 分析和解决问题
• 团队精神和人际沟通技能
• 口头交流
• 书面交流
• 个人规划和时间安排
• 主动性
• 数据分析
• 信息读写能力和信息与交流技术技能
工作体验课程
所有的本科学生都将完成一定形式的工

作体验课程。课程的长度和具体形式依
据各专业要求而定，但通常包括现场参
观、模拟工作间以及真正的工作实习。
职业技能证书
满足具体职业技能要求的毕业生将获
得职业技能认证书。这是一份大学认可
的，以实证为基础的，能认证多达八种
职业技能的证书。
个人辅导
大学将为您安排一位个人辅导老师，在
您的课程作业、职业技能培养，以及其
它大学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上，
给予您指导和建议。
个人发展规划
大学培养职业技能新模式的一个主要特
色，就是通过个人发展规划研讨班中的
实例讨论和专门课程向学生提供个人

化的评估。这将帮助学生了解在掌握每
一项核心工作技能方面的自身表现和差
距，以及了解自己如何才能获得这些必
备的技能和经验。
硕士课程
大学还开设了一系列授课式和研究式的
硕士课程，涵盖艺术、人文科学、商
务、社会科学、工程及科学。我们还向
具备足够资历的学生提供进修研究式硕
士、博士和专业类博士学位的机会。

教学设施
大学的教学设施处处体现真实的职场氛
围，帮助学生获得与未来职业相关的关
键技能和经历。这些设施包括尖端的科
学、科技和工程实验室，医用犯罪现场
实验室，设施完善的剧场和排练场馆，
专业的影视制作工作间，模拟法庭，以
及临床、助产及急救训练室。
志愿者项目
这是学生积累更广泛的实践经验，掌握
更多技能的最好的方式，或许，还能成
为您毕业后进入相关行业的契机。欲了
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ljmu.ac.uk/isc

学生创业
越来越多的学生希望在毕业后能够自己
开办企业。得益于我们的学生创业服务
团队的帮助，很多学生正在实现他们的
理想。学生创业服务团队为学生实施商
业计划提供各种信息、建议和协助。
商业联系
我们同很多商业领域的雇主保持紧密的
商业联系。此外，大学的学术专家参
与的研究涵盖了各个学科领域。学术
与工商界的结合，确保学生能学到最
新的知识并获得重要职业认可机构的
职业技能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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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高科技大学
耗资两亿英
镑的校园扩
建计划

每 周 七 天 ，每
天二十四小时
无限制上网及
免费学生电邮

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的学生社交学习
空间完美结合了传统学习环境的优点和
强大的前沿科技的便捷。您可以选择在
非正式休闲区，和朋友们喝咖啡，使用您
的笔记本电脑，或者，您可以在正式学习
区，享用个人书桌和联网的个人电脑；您
还可以使用半封闭的学习区，以及供小组
活动的小房间。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安静的
学习环境。
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遍布各种装备齐
全的信息技术和多媒体设施，以及个人
电脑和苹果电脑。我们还拥有两个大型
的学习资源中心，配备超过六百台计算
机，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为学生提
供上网和免费学生电邮服务。学生在这
里可以找到任何学科、任何主题和各种
兴趣爱好方面的资源。另外，图书馆还
有大量的DVD和CD，卫星电视节目、
杂志、报纸等资料。
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的学生还可以使
用利物浦市内所有的图书馆，包括利物
浦中心图书馆，利物浦大学、利物浦社
区学院、利物浦霍普大学和利物浦表演

艺术学院内的图书馆。此外，您还可以
通过欧洲最大的图书馆网络访问一万两
千多种电子刊物。
我们的在线学习环境和在线 公 告牌让
学生能够方便地获得各种在线学习资
料，例如作业、教师的课件，有用的网
站和其它多媒体资源。另外还有专门的
视频阅读软件可供有视障和诵读困难的
学生使用。我们为所有残障学生免费提
供影印和打印设备。
如果您选择了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指
定的学生宿舍，并有私人电脑，那么您
在方便的时候可以从宿舍里访问校园网
络或浏览其它网站。虽然使用校内网络是
免费的，但宿舍管理公司可能收取小额的
安装费。

国际学习中心
国际学习中心提供的国际预科课程帮助国际学生和欧盟学生直接进入利物
浦约翰莫尔斯大学众多本科学位课程
位于大学校园中央
国际学习中心位于校园中央。您可以
和其他学生一样方便地使用所有校园
设施。我们也在利物浦城市的中心，
市内的各种生活和交通设施距您仅咫
尺之遥。
使用大学设施
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有
专门的教学设施，包括教室、计算机房
和资源中心。您还可以利用利物浦市内
所有主要的图书馆和专业的教学、计算
机和实验室设施。此外，学生还可以免
费上网和使用学生电邮。

入读大学本科专业的保证
入读国际预科课程的学生将同时获得大
学本科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课程开始
后不久，我们就会协助您选择希望晋升
的学位课程。一旦成功完成预科课程并
达到规定的入学标准，您可以直升心仪
的本科课程。
个性化监督和支持
国际预科课程得到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
学的认可，由大学预备课程的专家教
学。您的进度将全程受到监督，以保证
学习处于正轨。考试和作业评分等定期
评估也将对您的升学有所帮助。

大学教学方式
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国际本科预科课
程将使您体验到升入大学后的教学方
式，包括辅导课、研讨班和大型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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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科课程

学位课程的专业准备
国际预科课程为国际和欧盟学生度身定做，是国际学生直接升读大学学位课程的捷径。该
课程分三个学期，教学内容包括学术科目、学习技能和英语语言培训等。国际预科课程与
多个大学本科专业衔接，为您今后攻读大学学位课程打下坚实基础。可衔接的本科专业包
括商务、管理、工程、计算机及生命科学。

英语语言准备课程重要信息
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ELP)
学费: £2,900 每学期

学位课程的
最佳准备

专为国际和欧盟学生设计
国际 预科课程在 学术 水平方 面 要求严
格，设计严谨，专门为学生升读大学学位
课程作全面的准备。该课程受利物浦约翰
莫尔斯大学认可，确保学生获得顺利完成
学位课程所需的相关技能和知识。
课程结构
您可以选择的预科专业方向有：
• 商务，法律和社会研究
• 工程，计算机和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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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在每年一月或九月开始攻读国际
预科课程，并在次年九月开始攻读本科
课程。

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Elp)
申请直接入读国际预科课程的学生雅思
成绩必须达到4.5分。如果在开始学术课
程前需要额外的英语培训，可以参加国际
学习中心所提供的英语语言准备课程。这
个课程将帮助学生把英语水平提高到雅思
4.5分的水平。

两个方向的预科课程结构均为学科制。
预科课程将有五门核心科目，即英语技
巧 1、英语技巧 2、学习技能、专题研究
和数学。

如果英语程度只有雅思4.0的水平，那么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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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您还需要学习五门专业科目，均针
对您所选择的本科专业领域。

一学期 ELP
(入读要求：雅思 4.0):
• 2009年6月 –
衔接 2009 年9月开学预科课程
• 2009年9月 –
衔接 2010年1月开学预科课程
• 2010 年6月* –
衔接 2010 年9月开学预科课程
二学期 ELP
(入读要求：雅思 3.0):
• 2009年6月 –
衔接 2010年1月开学预科课程
• 2010年1月* – 衔接2010年9月开学预
科课程
• 2010年4月* – 衔接2010年9月开学预
科课程
* 请注意：2010年ELP学费可能会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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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科课程

商业、法律和社会研究
商业、法律和社会研究预科课程重要信息

课程结构

学费: £8,700

核心科目

专业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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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地听课并参与班级讨论等。

经济学原理 1
经济系统、商品种类、资源配置、弹
性、价格控制、市场种类、成本和收
入、规模经济和市场失灵。

商务研究导论
理解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务人士将面临
的运营及战略问题。该单元课程将聚焦
范围广泛的课题，例如管理、人力资源
实践、市场营销和伦理等方面。

英语技巧 2
进 一 步 提 高 在 预 科 英 语 技 巧 1中 所 掌
握的能力，能更加准确、迅速、有条
理、有组织并且具备讲演的能力。

经济学原理 2
内容包括累积总需求、累积总供给、经
济政策、通货膨胀、失业、国际贸易和
发展经济学。

或

在英国环境下的学习技巧
如何更有效地运用学习时间，提高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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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法
英国法律体系、商业机构、合同法和消
费者保护。

课程长度：三个学期
开学日期:
2009年9月及2010年1月
学期起始时间:
九月开学
第一学期 – 07/09/09 至 04/12/09
第二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三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一月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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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元课程，每学期三个科目 (最后一学期
四个科目)
五门核心科目及五门专业科目
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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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学年龄:
入读国际学习中心的学生必须年满17
周岁。

专题研究
在导师指导下，根据将来要升读的学位
课程选择一个专题，并自学完成该项专
题研究。该科目还将包括文字处理技巧
训练。
核心数学
教学内容包括代数和统计学。通过该课
程，您能够掌握数学术语知识，提高相
关理解能力，学习应用这些知识来解决
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英国政治体系
理解英国政治体系、英国宪法的基本
条例、公民自由及其与司法制度的关
系；国会的运作，包括选举系统、政
党和立法程序；政府的组成和职能、行
政事务及英国与欧盟的关系。

财务会计导论
内容包括复式记账、试算表制定、损益
表、折旧、有限公司、制造成本会计和
帐户解释。

或
英国法律系统
法律概念，法律、公正和道德的关系，
法律起源包括英国与欧盟的立法和先例
原则；民事和刑事法庭及司法角色。

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
成绩良好的高二或高三毕业生
英语语言要求
雅思 4.5
托福笔试 (450 分或托福机考133 分)
详情请参考“各国入学要求”单页

衔接以下本科课程:
会计与金融
商务与金融
商务管理
商务与经济学

刑事司法
经济学
电子商务科技与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国际银行与金融

法律
市场营销
政治学
政治与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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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科课程

工程，计算机和生命科学
工程，计算机和生命科学预科课程重要
信息
学费: £8,700

课程结构

课程长度: 三个学期
核心科目

专业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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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地听课并参与班级讨论等等。

应用数学 1
向量、力量与平衡、相对运动、牛顿运
动定律、摩擦与做功、能量和力量。

英语技巧 2
进一步提高学生在预科英语技巧 1中所
掌握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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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更有效地运用学习时间，提高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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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导师指导下，根据将来要升读的学位
课程选择一个专题，并自学完成该项专
题研究。该科目还将包括文字处理技巧
训练。

或
化学 1
化学公式、方程式和摩尔、原子结构、
氧化还原系统、热力学和键合。
应用数学 2
高级向量、固定矢量力、重心/质心和
质点动力学。

或
化学 2
内容包括能量守衡、酸性平衡、动力学
及有机化学。

物理 2：电和电磁
电流与电荷、势差、电阻、电容、晶体
管和增容器、电场、重力场、磁场及电
磁场。

或
生物 2：生理学
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渗
透调节、控制和协调以及繁殖。
纯数学 2
高等代数、坐标几何、三角法、微分、
积分、数值法及向量。

或
高级生物学和化学
遗传学、生态学、植物生物学及无机化
学、氧化还原反应和过渡元素化学。

物理 1：物质及波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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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期起始时间:
九月开学
第一学期 – 07/09/09 至 04/12/09
第二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三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一月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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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元课程，每学期三个科目 (最后一学期
四个科目)
五门核心科目及五门专业科目
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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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纯数学 1
理解和解释直线和线性方程、集合论和
概率、统计学、线性规划、指数和对数
以及试验规律。

开学日期:
2009年9月，2010年1月

生物 1：细胞生物学
生物分子、细胞结构、细胞分裂、细胞
膜间运动、酶和代谢途径。

入学年龄:
入读国际学习中心的学生必须年满17
周岁
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
成绩良好的高二或高三毕业生
英语语言要求
雅思 4.5
托福笔试 (450 分或托福机考133 分)
详情请参考“各国入学要求”单页

衔接以下本科课程：
应用心理学
汽车工程
生物化学
生物科学
生物医学
生物科技
土木工程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工程
电子和电机工程
环境科学
食品和营养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
数学

制药
心理学
物理及天文学
规划及资产管理		
社会学
运动科学
运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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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您在英国的家
利物浦与生俱来在时尚、艺术和文化上的品味，对体育、音乐和戏剧的狂热喜爱，都是英
国任何一座城市都无可比拟的。
利物浦有着丰厚的文化遗产。从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阿尔
伯特码头，到遍布精美绝伦的乔治式建
筑的街道，利物浦已经成为伦敦外获得
最多电影镜头的英国城市。
五万名学生在这座城市的多所大学中生
活、工作和学习，这里能够满足他们各
方面的需求。利物浦之所以被称为“容
纳整个世界的城市”是因为那些已经完全
融入利物浦社会结构中的多样化的国际
社区。
全市有多个宗教活动场所，例如清真
寺，犹太教堂，和基督教堂。因此无论
你信仰什么宗教，在利物浦总能找到祈祷
的地方。
利物浦有欧洲最古老的中国城，以及巴
基斯坦，印度，孟加拉，索马里亚和尼

无论您家在何
方，来到利物
浦，您总会得
到温暖的问候

日利亚等其它少数族裔的成熟社区。这
使得利物浦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都
市。根据英国内政部的统计，利物浦还
是英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利物浦不但是甲克虫乐队的家乡，也是
世界上拥有最多最畅销唱片艺术家的城
市。因此，利物浦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世
界流行音乐之都”。利物浦拥有各种音
乐表演场馆，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音乐爱
好。从利物浦回声剧院到爱乐乐厅，利
物浦为国内外一些最优秀的音乐家承办
过音乐表演。利物浦还拥有自己的多个
音乐节，包括以纪念甲克虫乐队为主题
的国际音乐盛会、马修街音乐节和欧洲
最大的非洲音乐节。
利物浦的饮食文化也是一大亮点，各式
各样的饭店和咖啡馆，为所有来访者提
供了丰富的选择，您一定能发现您最

喜爱的美食。从传统的酒吧到高档的
商场、酒店，以及举行颁奖典礼的剧
场、艺术馆、电影院和喜剧社，利物
浦能为您提供一切您可能想到的娱乐休
闲活动。如果您热衷于购物，您可以在
市中心琳琅满目的高档商场，特色小店和
专卖店中得偿所愿。
从利物浦到五个国家公园：北威尔士
的Snowdonia、Peak District、约克郡高
沼国家公园、约克郡山谷和湖区国家
公园，都十分方便。从利物浦驱车不
到一小时就能到达英格兰最棒、最美
的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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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利物浦学生会 (LSU) 是大学学生生活
的中心
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学生会拥有五
十多个小组和社团。即使您找不到感
兴趣的社团，你可以自己组建新的兴
趣小组。
利物浦学生会还拥有自己的电台、在
线电台和月刊《浩劫》(Havoc)。所有
这些都由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学生
组织管理，为学生服务。所以，如果
您怀有成为DJ、广播制作人或是记者
的梦想，您可以加入到这里。他们为
您的职业生涯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

学生宿舍
第一次远离家人和朋友的异国求学生活是
人生的一次挑战。因此，我们保证，只要
您在住宿安排截至日期之前提出申请，我
们将保证所有入读预科课程的学生均可
以在大学学生宿舍住宿。

学生会属下的学生活动中心配备电脑
设备，并为学生提供自愿者服务和其
它服务信息。学生会还组织各种免费
培训，涵盖从学习技能到职业技能培
训在内的多种实用课程。

利物浦有各种各样的住宿方式可供学生
选择。这意味着，我们能够以相对低廉
的价格为您提供更好的住宿条件。

学生会定期组织名为“Give it go”的
系列户外活动，组织学生到附近的国家
公园开展户外活动，感受大自然的壮
丽，或是到Alton Tower体验惊险刺激
的快感。

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学生宿舍为校
外公司拥有和管理。宿舍多为自炊式单
人房，部分房间有独立卫浴设施。这些
学生宿舍都位于利物浦市中心，离大学
教研设施都很近。这意味着您在拥有放
松、学习和休憩的私人空间的同时，也
能享用到公共设施和更广阔的生活空
间。在那里您可以结识其他学生，建立
新的友谊。
欲了解更多的住宿信息，请浏览网站：
visit www.ljmu.ac.uk/isc

运动设施包括
多个全天候运
动草地和一个
游泳池

利物浦是一个多
种族和多元文化
的城市，还容纳
多种宗教和多个
不同族裔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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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支持服务
大学免费英语课程
大学的本科课程、硕士课程，国际预
科课程或硕士预备课程都只用英语授
课。大学在整个学年都向国际学生提供
免费英语课程。通过此课程，国际学生
可以得到在英语作文、词汇扩充和语法
技能提高上的额外辅导。利物浦约翰莫
尔斯大学向所有学生免费提供英语辅导
课程，此课程每周两次在大学的各个教
学点授课。

国际学生福利顾问
我们的国际学生福利顾问将帮助您融入
利物浦和大学生活。
国际学生家庭联络官
我们的国际学生家庭联络官会为有家庭
成员陪读的国际学生提供支持和协助。

残障学生服务
残障学生福利顾问和残障学生援助人员
相互配合，为所有在大学学习的残障学
生提供帮助。
健康服务
我们还有一批专业的医护人员，为您保
持良好的身心健康提供所需的服务，并
确保您需要帮助时能得到最适当的医疗
服务和帮助。

大学免费英语
课程面向所有
利物浦约翰莫
尔斯的学生
咨询辅导服务
大学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私人咨询服务，
这些服务大部分是免费的，并且采取一
对一的咨询形式，确保您的隐私能够得
到充分保障。除了随到随用服务外，咨
询服务处还开设小组讨论和研讨会，专
门针对诸如培养自信和应对考试压力等
常见问题。
学习技巧
我们定期开展有关提高学习技能的交流
会，内容涉及学术写作、普通的数学问
题，复习的技巧以及如何在学术文章中
正确地引用其它学术资源。

学生保险
经验告诉我们，国际学生在英国学习期
间购买个人保险是非常必要的。没有保
险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且代价高昂的。
有鉴于此，学习集团专门为国际学生设
立了学习关怀保险(StudyCare)。保险范
围包括个人财物损失及健康和医疗保
障。为了保证您能受到适当保障，在您
的入学名额得到确定后，学习集团将自
动把学习关怀保险加到您应付帐单上。
如果您想自己购买保险，请在本手册所
附的申请表上注明。

所有关于学习关怀保险的信息都刊登在
其宣传册子上，册子可在国际招生中心
处索取。请参阅本手册背面以获得联系
方式。
您也可以从以下网站了解更多关于学习
关怀保险的信息：www.ljmu.ac.uk/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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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读本科课程
一旦您顺利完成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国际本科预科课程，并达到所要求的
入学条件，即可升入相应的大学本科专业继续学习。

商务、法律和社会研究预科课程
可衔接的本科学位课程
• 会计与金融
• 商务与金融
• 商务管理
• 商务与经济学
• 刑事司法
• 经济学
•	电子商务科技与管理
• 人力资源管理
•	国际银行与金融
• 市场营销
• 政治学
• 政治与社会学

工程和科学预科课程
可衔接的本科学位课程
• 应用心理学
• 汽车工程
• 生物化学
• 生物科学
• 生物医学
• 生物科技
• 土木工程
• 计算机科学
• 计算机与工程
• 电子和电机工程
• 环境科学
• 食品和营养

• 机械工程
• 机械电子
• 数学
• 制药
• 心理学
• 物理及天文学
•	规划及资产管理
• 社会学
• 运动科学
• 运动科技

利物浦
曼彻斯特
约翰莫尔斯大学

伦敦

www.
ljmu.
ac.uk/isc

申请程序和费用
申请国际预科课程的程序简单便捷
直接申请
您可以通过以下网址直接联系我们的入
学顾问：www.ljmu.ac.uk/isc
或将填写完整的申请寄到以下地址：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Centre
1 Billinton Way, Brighton, BN1 4LF
United Kingdom
电话 +44 (0)1273 339333
通过认可的教育代理申请
您只要填好本手册所附的申请表并递交
给我们认可的教育代理即可。您的申请
需要包括所有相关学术成绩单及英语语
言资格证书。

进一步了解详情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我们专业的
招生顾问可以提供帮助和建议。他们的
电话号码是：+44 (0)1273 339333 或通过
这个网址联系他们：www.ljmu.ac.uk/isc

住宿合同周期为36至42周。如需最新住宿信息，
请访问www.ljmu.ac.uk/is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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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9 学年费用
国际预科课程学费：£8,700 (三个学期)
英语语言课程学费：每学期 £2,900*
学生宿舍费用
每周 £62.5至£99 (参考价格)**
其它费用
曼彻斯特机场接机费：£50
学习关怀保险费：£416 (12 个月)
*请注意2010年1月英语语言课程费用可能会有增长。
**参考价格为2008年房价。为计算方便，一个标准

前预定。

关于国际预科课程
利物浦约翰莫尔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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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Centre
1 Billinton Way
Brighton
BN1 4LF
UK
电话：+44 (0)1273 339333

www.ljmu.ac.uk/isc

7939 0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