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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
萨里大学卓越的学术声誉真
的与众不同......”

发现萨里:

Michael Keenan,

心理学专业学生

萨里经历

萨里大学
骄人的毕业生就业率
从萨里大学毕业的学生在英国最容易找到
工作。在毕业生就业排名上，没有其他大
学可以媲美我们长期以来的骄人成绩。
我们对所有学生专业素质和个人能力的发
展都非常重视。在大学学习期间，您将掌
握到沟通、项目管理和解决问题的重要职
业技能，为您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我们多数学位课程都提供专业训练机会。
您将获得实际工作经验以及在现实世界中
工作的体验，从而能够在开始职业生涯时
拥有更多优势。
萨里大学和五百多家公司都有联系。这能
够确保我们的课程符合雇主对受过良好教
育、掌握良好技能和积极上进人才的要
求，这样的人才能在入职后很快为公司做
出贡献。

高质量的教学
萨里大学在各个学科领域均提供高质量的
教学。在正式大学学科教学评估中，我们
在九个领域获得“优秀”教学质量评级，这
些领域包括商务和管理、经济学、物理
学、电子工程、心理学、土木工程和材料
技术。
大学本科教学包括团队项目、在线学习、传
统讲学和独立功课以及一些学科的实验
课。无论您在独立作业或是团体作业过程
中，都能得到您的导师的全方位支持。
享誉全球的国际性大学
萨里大学是文化最为多元化的英国大学之
一。被萨里大学卓著的国际声誉所吸引，同
时为其高质量教学和研究所折服，超过三
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三十多个不同国
家的学生选择就读萨里大学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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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源和教学设施
国际优秀水平的研究队伍
就读本科课程时，您的任课教师很可能是
他们所选学科研究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将
为您营造富有挑战性及激励学生上进的学
习环境，鼓励您发挥自己的想法和潜能。在
最近一次的研究评估 (RAE) 中，大学各部
门职员达到“国际优秀”级别的比例在英
国大学中名列第五。
无与伦比的校区
萨里大学校园风景优美，对于国际学生而
言，这里的地理环境是其他地方不能相比
的。开阔的空间、优美的湖畔和郁郁葱葱
的树林，您可享受一个安全且轻松的学习
环境。大学距离伦敦和两大主要国际机场
都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萨里大学不愧为
世界上最佳的学习圣地之一。

“我从萨里大学获得二等上的工
学荣誉学位，并获得表彰最佳
大学生航天方案的 Mark Tucknott
奖。可以说，第一个学位无疑
帮我增添了优势并对我今天的
成功贡献良多。”
Kwame Bekoe

航天工程专业工学学士获得者

图书馆设施
萨里大学图书馆位于校园中心，周六和周
日开放，每个学期里平日开放至上午十二
点三十分。您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使用
图书馆的资源。

在线学习
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您都可以使用在
线学习和网上资源攻读学位课程。大学最
近投资营造先进的虚拟学习环境，学生通
过网络便可有效而又方便地使用。

学生可以在线预借和续借，也可以通过自
动电话服务续借书籍。富有经验的图书馆
工作人员还可以提供一套全面的信息技巧
训练方案。

信息技术服务
大学提供全面的信息技术服务，包括安装
了视窗XP系统和各类软件的开放式电脑机
房。您可以随意使用大部分网络设施，无
线上网在校园里的使用也日益广泛。大学
所有宿舍现在都装配了ResNet免费宽带网
络服务。

大学图书馆提供
• 九百多个读者座位，并配有团体工作区
域和会议室
• 超过一百台电脑，并为手提电脑提供网
络接入服务
• 超过五十万册书籍，外加各类期刊杂志
• 不断完善的电子数据库和资源可供访问
• 设备完善的视听室，包括DVD、CD、影
碟和胶片的播放装置
• 其他服务(包括适配的IT设施)，以满足学
生的特殊需求

其他特色服务包括
• 多数开放式电脑机房全天开放，但要视
其所在大楼的开放情况
• 您将获得一个免费电子邮件帐户
• 大学的互动学习系统 (ULearn) 为学生提
供越来越多的学位课程
• 所有区域都配备设施以满足学生的特别
需求

特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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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实验室每天全日开放

•

拥有九百多个座位的图书馆

•

互联网和校园区域的网络设施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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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里大学总是向学生提
供最先进的教学设施。”

学在萨里:
一份完整的教育

Isobel Beckerman,

商业管理专业学生

国际学习中心
萨里大学国际学习中心的国际预科课程由
学习集团承办。学习集团在国际学生教育
及培训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每年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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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中心的全新学习中心
国际学习中心位于大学校园的中心地带，配
备专门建造的全新设施。中心紧邻国际学
生办公室，并靠近图书馆、学生会和校内
学生宿舍等所有大学设施。

国际学习中心的预科课程提供几种专业方
向可供选择，帮助您日后攻读大学本科课
程做好充分的学术准备。只要您能顺利完
成预科课程，就可以自动升读相关的学位
课程。

确保升读本科学位课程
入读国际预科课程，您就可以获得萨里大
学本科课程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入读预
科课程后，您很快就可以在相关人员的指
导下选择学位课程。只要顺利完成课程并
达到入学标准，您就能够直接升读自己心
仪的学位课程。

大学设施的使用
作为国际学习中心的学生，从入读课程第
一天起您就已经是大学的一份子。除了国
际预科课程的资源外，您还可以使用各种
大学设施。这些设施包括信息技术服务、大
学图书馆和学生会。

灵活的入学时间
您可以选择在九月或一月开始国际预科课
程，以准备来年九月的学位课程入学。

www.surrey.ac.uk/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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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科课程
学位课程的专业准备
国际预科课程是一个严格而且学术水平颇
高的课程，分为三个学期，其中包括学术
科目、学习技巧和英语语言训练，是为国
际国际学生度身定做，帮助国际学生将来
攻读大学学位课程提供最好的准备。本课
程可确保您掌握相应的学习技巧和知识来
取得学位。
大学授课方式
萨里大学国际预科课程的教学风格与学位
课程类似，您可体验到辅导、课程讨论和
大型讲座等大学教学方式。
个人监督与协助
国际预科课程由预科课程专家执教。我们
会时刻关注您的学习进展，以确保您能顺
利完成课程。通过学校的定期评估，如考
试和作业评分，您可以获益良多。
课程结构
您可以从以下三个大学预科专业方向中选
择一种：商务、管理和经济学，法律、政
治和国际研究，以及工程、科学和数学。所
有的大学预科专业方向都为学科制度课
程。分别设有五个核心科目：英语技巧1、英
语技巧2、学习技巧、项目研究和数学。
您还将学习五门专业课程，每门课程均经
过精心设计，专攻对您所选学位最有帮助
的学术领域。若科目有(a)或(b)可选，则可
任选其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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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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预科课程进阶本科学位课程一览表
商务，管理和经济学方向

工程，科学和数学方向
Chemistry with Forensic Investigation

会计与金融管理

化学工程

商务经济学

化学及生物系统工程

商务经济学与金融

计算机和信息技术

商务管理

计算机模拟和仿真

经济学

计算机科学

金融服务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国际酒店及旅游管理

计算机辅助化学

零售管理

数字媒体工程

工程类企业创业

电子工程

旅游管理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法律、政治和国际研究方向

电子与卫星工程

应用心理学和社会学

食品科学和微生物学

犯罪学和社会学

整合科学

文化研究

数学

电影研究

金融数学

法律

金融与计算科学

法律及国际研究

数学与商务研究

ELP 课程重要信息

媒体研究

数学与管理学

政治

数学与统计学

学费*

政治及政策研究

机械工程

政治及公民研究

媒体工程

政治及国际研究

医学工程

• 2009年6月 – 衔接2009年9月开学预科课程

心理学

医学化学

• 2009年9月 – 衔接2010年1月开学预科课程

社会学

微生物学

• 2010年6月 – 衔接2010年9月开学预科课程

社会学和社会研究

营养和食品科学

两学期 ELP (入读要求：雅思 3.0)

社会学，文化及媒体

物理

• 2009年6月 – 衔接2010年1月开学预科课程

工程，科学和数学方向

物理与金融学

• 2010年1月 – 衔接2010年9月开学预科课程

航天工程

物理学与医学物理学

年龄要求

音频媒体工程

物理学与核天体物理学

学生入读时必须年满 17 周岁

生物化学

物理学与卫星技术

土木工程

航天科技和行星探索

化学

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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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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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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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学期 £3,325

开学时间
一学期 ELP (入读要求：雅思 4.0)

*请注意：2010年1月的ELP费用可能会上涨。

www.surrey.ac.uk/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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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管理和经济学预科

专业方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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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 托福笔试 500 分或托福机考173 分
年龄要求
学生入读时必须年满 17 周岁
课程长度
三个学期
9月至6月或1月至8月
开学日期
2009年9月和2010年1月
学期起始时间
9 月入学
第一学期 – 28/09/09 至 18/12/09
第二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三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课程结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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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
£9,975
课程结构
单元课程，每学期三门科目(最后一个学期
四门科目)；五门核心科目及五门专业科目
考核方式
学科/学期末考核
成绩评估结合考试以及平时作业、演讲报告
与拓展性论文成绩
持续性考核
综合讲座、小组研讨以及学生在教师指导下
的自学评估

会计与金融管理

金融服务管理

商务经济学

国际酒店及旅游管理

商务经济学与金融

零售管理

商务管理

工程类企业创业

经济学

旅游管理

www.surrey.ac.uk/isc

专业科目
经济学原理1
经济体系、产品类型、资源分配、弹性系
数、价格控制、市场类型、成本和收入、规
模经济和市场失利。

大学预科英语技巧 2
提高在基础英语技巧1中学习到的英语技
能，包括语言的准确性、速度、连贯性、组
织能力和表达能力。

经济学原理2
总需求和总供应、经济政策、通货膨
胀、失业、国际贸易和发展经济学等知识。

在英国学习的技巧
如何更有效地分配自己的学习时间，提高
对信息资源的使用和认识，在指定期限内
使用自己的时间准备各类论文。
项目研究
在导师指导下，学生要在将来学位课程的
学科中选取题目，并独立完成所选题材的
项目研究。

衔接本科学位课程一览

10

核心科目
大学预科英语技巧 1
阅读学术性文章、撰写拓展性文章、有目
的地做笔记、有效聆听和参与课堂演讲的
能力。

商务核心数学
包括代数和统计学。学生可以提高对数学
术语和技能知识的理解，并懂得运用这些
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商务研究介绍
了解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人常常面对的运
作和策略问题。侧重介绍管理、人力资
源、市场营销和道德等各种问题。
商务法
了解英国法律体系、商务组织、合同法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入门知识。
财务会计介绍
掌握复式记账法、余额试算表的准备、损
益表、折旧、有限公司、工业帐目和帐目
解释的知识。

www.surrey.ac.uk/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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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政治和国际研究预科

专业方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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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 托福笔试 500 分或托福机考173 分
年龄要求
学生入读时必须年满 17 周岁

课程结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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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
£9,975
课程结构
单元课程，每学期三门科目(最后一个学期
四门科目)；五门核心科目及五门专业科目

课程长度
三个学期
9月至6月或1月至8月
开学日期
2009年9月和2010年1月
学期起始时间
9 月入学
第一学期 – 28/09/09 至 18/12/09
第二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三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考核方式
学科/学期末考核
成绩评估结合考试以及平时作业、演讲报告
与拓展性论文成绩
持续性考核
综合讲座、小组研讨以及学生在教师指导下
的自学评估

衔接本科学位课程一览
应用心理学和社会学

政治与公民研究

犯罪学和社会学

政治与国际研究

文化研究

政治与政策研究

电影研究

心理学

法律

社会学

法律及国际研究

社会学和社会研究

媒体研究

社会学，文化及媒体

核心科目
大学预科英语技巧 1
阅读学术性文章、撰写拓展性文章、有目
的地做笔记、有效聆听和参与课堂演讲的
能力。
大学预科英语技巧 2
提高在基础英语技巧1中学习到的英语技
能，包括语言的准确性、速度、连贯性、组
织能力和表达能力。
在英国学习的技巧
如何更有效地分配自己的学习时间，提高
对信息资源的使用和认识，在指定期限内
使用自己的时间准备各类论文。
项目研究
在导师指导下，学生要在将来学位课程的
学科中选取题目，并独立完成所选题材的
项目研究。
核心数学
包括代数和统计学。学生可以提高对数学
术语和技能知识的理解，并懂得运用这些
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专业科目
法律 1
了解法律概念、法律和司法以及道德的关
系，认识法律的来源，包括英国和欧盟立
法以及先例援引，并且懂得民事法庭、刑
事法庭以及司法机关的职能。
法律 2
介绍各种法律。各种法律影响着每个公
民，其中包括合同法(合同无效的因素)、违
反合同、违约赔偿、货物和服务售卖的立
法以及相关的欧盟法规。
政治
了解英国政治体系、英国宪法的基本原
则、公民自由以及其与司法体系的关系、议
会的运作方式(包括选举体系、政党和立法
程序)、政府和政府公务的结构与职能以及
英国和欧盟的关系。
经济学原理 1
介绍经济体系、产品类型、资源分配、弹
性系数、价格控制、市场类型、成本和收
入、规模经济和市场失利。
经济学原理 2
介绍总需求和总供应、经济政策、通货膨
胀、失业、国际贸易和发展经济学等。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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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学和数学预科

专业方向介绍

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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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 托福笔试 500 分或托福机考173 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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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
£9,975
课程结构
单元课程，每学期三门科目(最后一个学期
四门科目)；五门核心科目及五门专业科目

年龄要求
学生入读时必须年满 17 周岁
课程长度

考核方式

三个学期
9月至6月或1月至8月

学科/学期末考核
成绩评估结合考试以及平时作业、演讲报告
与拓展性论文成绩

开学日期
2009年9月和2010年1月
学期起始时间

持续性考核

9 月入学
第一学期 – 28/09/09 至 18/12/09
第二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三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综合讲座、小组研讨以及学生在教师指导下
的自学评估

衔接本科学位课程一览
航天工程
音频媒体工程
生物化学
土木工程
化学*
化学及法医调查*
化学工程*
化学及生物系统工程*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
计算机模拟和仿真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辅助化学

数字媒体工程
电子工程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电子与卫星工程
食品科学与微生物学
整合科学
金融数学
数学
数学与计算科学
数学与商务研究
数学与管理
数学与统计学
机械工程

*要攻读这个本科专业的学生必须完成预科科目中的化学 1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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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工程
医学工程
医学化学
微生物学
营养与食品科学
物理
物理与金融学
物理与医学物理学
物理学与核天体物理学
物理学与卫星技术
航天科技和行星探索
通信系统

核心科目
大学预科英语技巧 1
阅读学术性文章、撰写拓展性文章、有目
的地做笔记、有效聆听和参与课堂演讲的
能力。
大学预科英语技巧 2
提高在基础英语技巧1中学习到的英语技
能，包括语言的准确性、速度、连贯性、组
织能力和表达能力。
在英国学习的技巧
如何更有效地分配自己的学习时间，提高
对信息资源的使用和认识，在指定期限内
使用自己的时间准备各类论文。
项目研究
在导师指导下，学生要在将来学位课程的
学科中选取题目，并独立完成所选题材的
项目研究。
纯数学 1
理解和诠释直线和线性方程式、集合理论
与概率、统计学、线性规划、指数和对数
以及实验定律。

专业科目
纯数学 2
掌握代数学、解析几何、三角学、微分、积
分、数值方法和向量等方面的知识。
应用数学 1
了解向量、矢量和平衡、相对运动、牛顿
运动定律、摩擦力和功、能量和功率。
(a) 应用数学 2
介绍高级向量、固定向量、重心和粒子动
力学等知识。
或
(b) 化学 1
介绍化学公式、方程式和摩尔、原子结
构、氧化还原系统、热力学和键合。
物理学 1
了解声音、反射、折射、干扰、衍射、电
磁波、固态、液态、热能和气态以及原子
结构等知识。
(a) 物理学 2
掌握电流和电荷、电位差、电阻、电容、晶
体管和放大器、电场、重力场、磁场和电
磁场等知识。
或
(b) 化学 2
介绍能量守衡、酸性平衡、动力学及有机
化学。
若科目有(a)或(b)可选，则可任选其一。

www.surrey.ac.uk/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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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点的标示或许会有变化，该图仅供参考。来访者
应事先同大学核实。或者，请先来到Senate House接待
处(14)查询。

临床研究中心
Manor Park 学生宿舍
医学研究生院
校队训练中心

Manor Park 区

Chancellors 酒吧和餐馆
Lakeside 餐馆
Roots 咖啡吧
Rushes 餐馆
Seasons 餐馆
Sorrento 咖啡馆
星巴克咖啡馆
Wates House

餐馆、咖啡馆和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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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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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惬意的大学生活

校园社区
我们美丽的现代化校园为各种景观和游乐
场地所环绕，附近还有一个美丽的湖泊，是
小鸭和天鹅的栖身之地。学术、运动、饮食
和娱乐设施随手可得。配套设施良好的社
区创造了一个轻松、友好的氛围。
萨里大学有来自英国各地和超过一百三十
个不同国家的学生，他们塑造了这里活跃
与国际化的校园氛围，校园生活也因此而
变得多姿多彩。

“我刚来大学的时候还不确定自
己怎样能交到朋友 － 但这里
每个人都愿意和您做朋友。先
是您的室友，然后是学校的同
学。新生周当然给了我很大帮
助，这一周不上课，时间全都
可以用在交际上。”
Paul Parker

商业管理专业学生

Manor Park 校区
目前正在Manor Park进行一项大型的校园
扩展工程。这是大学四十年前搬到
Guildford后最重大的校园建设工程。工程
落成后将为所有萨里大学的学生提供世界
一流的学习环境。
校区里已经落成的设施有一流的医学研究
生院，学生宿舍的第一期工程也已于2006
年9月完成。这个无停车位的学生宿舍区
到2009年全部落成后将提供超过九百个套
间，将极大的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
大学还将逐步建造更多的教学设施，学生
住宿和体育设施，届时将极大丰富学生的
大学生活。

www.surrey.ac.uk/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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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服务
国际办公室
国际办公室专门为国际学生提供相关信息和
援助服务。目前，该机构帮助的学生超过三
千名，来自一百三十个不同的国家，涉及的事
项包括移民、工作许可证、警察局登记、开立
银行账户、兼职工作、和大使馆联络以及海
外高薪委托。
国际办公室和学生会紧密合作，为所有海外
学生提供各种活动。年底聚餐对留校的所有
学生开放；国际周每年举办一次，为所有学
生提供体验和了解其他文化与传统的机会。
请定期浏览本校网站，以获取为国际学生提
供的最新消息：
www.surrey.ac.uk/international

新生到校
抵达学校当天，您会受到友善的新生接待
人员的欢迎。接待人员会为您指路，帮助
您很快就安顿下来，让您在第一天就融入
我们友好的校园氛围中。
学校会从学校宿舍区的学生中指派有经验
的为您介绍其大学生活经验，保证您享受
愉快的校园生活。这些学生是营造校园社
区氛围的重要成员。
个人导师
您开始学位课程的时候，大学将指派一名
导师，在学术和个人生活方面给您指导意
见。导师会关注您的成绩和学习进展，并
定期与您交流。

国际周
在国际周中，学校会举行国际学生接待活动
和展览，并举行猜谜会以及国际性迪斯科舞
会。本周的高潮是国际文化节，各个社团呈
上反映其地方文化的舞台表演。学生、学校
员工和来宾一直以来对此非常赞赏。

学生关怀服务
学生关怀服务为所有学生提供免费、保密
的全面援助服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适应新环境
大学生活可能是您离家独立生活的第一次体
验。开始大学生活的时候，您可以参加学校
为国际学生专门设计的一系列活动。这些活
动可帮助您了解大学的各个方面以及新的
校园生活。您可以认识校内的员工和其他学
生，参加校园介绍活动，成为图书馆、学生
会、运动俱乐部和社团的成员。

• 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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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建议和信息服务

学生指导和信息服务为所有学生提供信息
和建议，涉及财务和预算等多个方面。
该中心全年开放。健康中心配有医护人员
照顾有需要的学生，同时倡导有益身体健
康的生活方式。

残障学生
对于越来越多有特别需求的学生，我们提
供一系列的支援服务，其中包括特别的考
试安排、诵读障碍筛检和评估转介，进行
一对一学习帮助，以及帮助申请缺陷生补
助。学习辅导援助处负责协调这类事务。如
果您有任何需求，这里的员工都非常乐意
与您一起讨论。
援助技术中心配备工作站，安装了供患有
诵读障碍的学生使用的专业软件。另外，
还配有文档扫描仪、屏幕放大器和阅读程
序，以及一台盲文打字机供有视觉缺陷的
学生使用。
欲查询详情，请浏览网站：
www.surrey.ac.uk/als
宗教信仰服务
萨里大学是一个充满活力、尊重各种信仰
及多文化的地方。有各种精神信仰的人和
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宗教或信仰的人，在这
里受到同样的尊重。
我们有各种精神信仰和宗教团体的牧师，他
们可以为您提供服务，帮助您在大学就读
期间得到所需援助。校园有供个人或团体
静修冥想、朝拜或祈祷的设施，大多设在
校内无宗派界限的静修中心内。

学生保险
根据我们的经验，国际学生在英国求学期
间需要个人保险的保障。没有买保险的后
果可能非常严重，学生也可能因此付出高
昂的代价。
因此，学习集团专门为国际学生提供了一
项名为学习关怀保险的保险。投保范围包
括个人财务的丢失和健康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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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确保您获得适当的保险种类，学习集
团会在您的入学安排获得落实之时在应付
清单中加入学习关怀保险费。如您希望自
己安排保险事宜，请在附带的申请表上注
明。关于学习关怀保险的所有信息已在学
习关怀保险宣传手册有说明。你可以向国
际招生中心索取该手册。国际招生中心的
联系方式在关于联络详情，请查阅本手
册封底。或者您可以浏览下列网站获取
关于该保险的进一步信息：
www.surrey.ac.uk/isc

• 咨询中心

专业资格的咨询人员随时可帮助您处理各
种个人、文化和情感方面的问题。

www.surrey.ac.uk/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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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宿舍
挑选大学的时候，学校提供的宿舍的选
择、质量、位置和费用是非常重要的因
素。我们的住宿安置部门会帮您找到求学
期间合适的住所，无论是校内或校外，房
租在您能承受的范围内。

宿舍设施
所有学生宿舍房间都安装了网速快并不设
下载限制的免费宽带。宿舍的厨房配有厨
具和冰箱等，学生还可以自备炊具或餐
具。选择大学宿舍的学生需要自备床单被
套等。

住宿保证
一般情况下，学校保证所有大一新生都能
入住大学宿舍。住校是认识新朋友和独立
生活的好方法。我们的学生发现刚来时入
住大学更容易安顿下来，而且学校也竭力
让学生有如在家中的感觉。

除此以外，主校区内还有现代化的洗衣
店、邮局、银行、书店、杂货店和报摊
等，离学生宿舍很近。附近有大型超市和
清真杂货店。校区内还有水果蔬菜市场，
每周举办一次。

学校宿舍不包伙食，学生可自己做饭。宿
舍专为满足学生的需要而设计，为学生提
供独立的生活空间。

攻读学位课程期间的住宿
学校通常为入读本科课程的国际学生提供
校内住宿，以便学生攻读学位课程。学校
每年都会重新审核这项政策。

值得引以为傲的住所
•

宿舍都经过精心设计，让您宾至如归

•

最新的宿舍楼有超过一千八百间套房，
带单独的淋浴和卫生间设施

•

学生共用厨房/早餐室

•

所有公共场所(厨房、浴室、卫生间和走
廊)严禁吸烟

•

多数宿舍男女生共住，也有一些专门的
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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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学生宿舍
大学为残障学生提供专门宿舍。详情请浏
览住宿办公室网站：		
www.surrey.ac.uk/accommodation

学生宿舍类型
A类
不配备洗脸盆的双人房。2009 - 2010年参
考价格为每周£61，包括所有水电煤气费
用，宽带使用费及保险。
B类
全部配备洗脸盆的双人房。2009 - 2010年
参考价格为每周£77，包括所有水电煤气费
用，宽带使用费及保险。

学生宿舍特色
• 所有新生均能保证入住大学宿舍
• 无家人陪伴的国际学生在大学整个求学期
间都能入住学生宿舍
• 所有学生宿舍房间均安装了网速快并不设
下载限制的免费宽带

C类
全部是单人房。很多单人房已经重新配备现
代化设备。2009 - 2010年参考价格为每周
£86，包括所有水电煤气费用，宽带使用费
及保险。
D类
全部是现代化的房间，并配备套间用卫浴设
施。2009 - 2010年参考价格为每周£105，包
括所有水电煤气费用，宽带使用费及保险。
*2009-10年度的费用将于2009年春季确定，届时将公布在萨里
大学宿舍办公室的官方网站：
www.surrey.ac.uk/accommodation

www.surrey.ac.uk/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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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
轻松的校园时光

休闲时光
享受您的课外时间
萨里大学的学生不仅学习勤奋，也很会玩
乐放松。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一齐参与各
种休闲娱乐活动，使校园里的每个人都有
很强的归属感。

萨里大学的Barefacts (学生报纸)、GU2 (学
生电台) 和学生会网站都曾获过奖，这些
校内学生媒体可让您了解最新事件、盛事
和小道消息，同时还可以看到相关照片：
www.ussu.co.uk

学生会
学生会的国际学生代表负责协助校内二十
个国际学生团体，在一年一度的“国际
周”组织上也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文化和演出
校内或校外经常会举办各种各样的音乐独
奏会、音乐会、舞蹈、戏剧表演、展览和
文艺座谈等节目，让您感受艺术和文化的
熏陶。学校每周组织一次在午餐时间举办
的音乐会以及各种学生音乐会，音乐类型
包括摇滚乐、流行音乐和古典乐等。

学生会的新活动中心配有计算机设备和小
组工作区，学生可以更方便地使用学生会
的媒体工具或联系负责学生事务的员工。学
生会与学生代表和福利部门一样，两者都
是一系列学生活动的中心。
协会大楼内有五个酒吧和三个食品店，迎
合各人的口味。Rubix 是学生会的晚间俱乐
部，可容纳一千六百人，拥有英国学生会
俱乐部中最好的声乐和灯光设施。
学生团体
学校内有许多活跃的团体，在大学的社交
和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团
体有的与学科相关，有的可以让您发掘新
乐趣或继续当前爱好。无论参加哪种团
体，您都可能会忙个不停。您可以参加校
内六十多个不同的团体，或者自己成立新
组织。学生会一直很积极地帮助学生成立
和管理新团体。

Lewis Elton 画廊全年展出一系列视觉艺
术作品，主要出自国内外知名艺术家、雕塑
家、摄影师或立体影像师。

课外活动特色
• 学生会俱乐部可容纳一千六百人，拥有英国大
学学生会俱乐部中最好的声乐和灯光设施
• 超过六十个团体，组织各种娱乐活动并提供自
愿工作机会
• 知名的乐队组合Gemini Ensemble 以及Medici
Quartet

均住在大学里，著名俄罗斯钢琴家

Nikolai Demidenko 是学校的客座教授，定期
进行演出和交流

www.surrey.ac.uk/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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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次很棒的经历 － 赶
快来体验一下吧！”
Marni Cochrane,

法国和欧洲研究专业学生

运动娱乐
萨里大学鼓励每个人参加体育运动，无论
是达到国家水平、国际水平的运动员还是
初学者。您可以尝试新运动种类，提高现
有技能或健身，学校有专业的教练和指导
老师给您提供帮助。
学校主要有两个运动场所。体育中心有壁
球室、攀岩墙和健身中心。中心大厅是
举行 球 类 运 动 、 羽 毛 球 和 有 氧 运 动 的 场
地。此外还有几个较小的房间作为武术、舞
蹈和有氧运动的课室。校队运动中心内有

棒球场、壁球室、全天候网球场、有充分
照明的人工足球场和酒吧。学校目前计划
在Manor Park兴建大型的运动场以进一步
完善校内体育设施。
萨里大学还是英格兰地区优秀壁球中心所
在地，中心的精英队员包括二零零二年英
联邦运动会奖牌得主，是英格兰国家壁球
联赛的参加队伍之一。学校有一流的教
练、训练设施、饮食指导以及运动后的按
摩服务。

萨里大学的体育俱乐部
有氧运动

划艇

滑翔运动

篮网球

太极拳

合气道

巴西格斗术

高尔夫

Pilates运动

踢踏舞

美式足球

健康舞

高冲击有氧运动

划船

网球

射箭

循环训练

曲棍球

橄榄球

蹦床

羽毛球

攀爬运动

院际运动

帆船

极限飞碟

芭蕾

现代舞

爵士舞

莎莎有氧舞

排球

社交舞

板球

柔术

滑雪及单板滑雪

水球

篮球

槌球

空手道

壁球

帆板

肚皮舞

自行车

长曲棍球

有氧踏板操

瑜伽

印度舞

马术

山地车运动

水下运动

健身拳击

击剑

登山

乒乓球

霹雳舞

足球

山路徒步

跆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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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里队
萨里队是大学里所有参加运动的人的统
称。这个称呼体现了本校举办体育运动
的宗旨，就是要把成千上万的学生聚
集到一起，不分年龄、性别、国藉或能
力。无论您是天才运动员、忠实的队
员、健身迷还是纯粹的初学者，都可
以参加运动，尽情享受运动的乐趣。
精英运动项目
萨里大学正计划增加体育助学金，以帮助
有天赋的运动员把学术兴趣和运动结合起
来。申请该助学金的学生不受限于其所专
长的体育领域或攻读的课程。
本校也是政府新出台的“天才运动员奖学
金计划”(TASS) 的成员，是壁球和短道竞
速滑冰的领头机构。被本校课程录取的学
生，只要能够达到申请标准，都可以申请
该奖学金。

校园舞蹈
校园舞蹈是英国最全面、最有趣的舞蹈之
一。我们每周提供二十节课，包括莎莎
舞、芭蕾舞、非洲舞、街舞、踢踏舞等各
个种类。
萨里大体育活动的未来
大学深信体育活动是学生生活不可分割的
部分。因此大学已打算斥资几百万英镑建
造全新的体育中心。体育中心的第一期工
程预计将于2009年末完成。
这个体育中心将帮助大学培养未来的体育
明星。中心的一流设施将帮助大学顶尖运
动员为参加大学、全国或国际比赛提供一
流的训练设施。中心将成为本地区最好的
运动中心，提供世界一流的运动器材和健
身设备，并为残疾人提供训练器材。

校内体育运动特色
• 每人都可参加的俱乐部、团体和课程
达到七十多个
• 萨里大学在全英大学运动协会(BUSA)
锦标赛中，取得弹床、体操、划船、高
尔夫、篮网球、排球、篮球和美式足
球等项目的最好成绩
• 政府新出台的“天才运动员奖学金计
划”(TASS) 成员
• 开展壁球和短道竞速滑冰的领先教育
机构

www.surrey.ac.uk/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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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以伦比的校区
对国际学生来说，萨里大学有非常理想的
的地理位置。大学临近两大国际机场，位
于英格兰美丽的东南部一个安全而又充满
魅力的小镇。从这里乘火车无需一个小时
就可到达伦敦所有世界级的名胜古迹。
Guildford － 萨里大学所在地
Guildford 在最近一次英国电视调查中被评
为最适宜居住的十个地方之一。位于萨里
乡村的心脏地带，这个熙熙攘攘的古镇距
离大学只需十分钟的步行路程，可以带给
您现代城市的所有乐趣，包括美妙的购物
体验、各种旅馆和酒吧、出色的餐馆、充
满活力的俱乐部和精良的运动设施。
小镇的自豪
• 活力四射的夜生活 － 超过二十五家酒
吧、餐馆和咖啡馆，适合各种口味和预算
• Yvonne Arnaud 戏院 － 当地主要的戏
院和演出场馆
• Electric 戏院 － 社区艺术、喜剧、音乐
和歌舞表演场馆
• Spectrum 休闲中心 － 最近刚被评为英
国顶级休闲中心
• Guilfest 之家 － 英国最受欢迎和规模增
长最快的节日庆祝活动之一
• 英格兰东南部的购物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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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就在您的家门口
Guildford
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离伦敦很
近。从这里出发只需四十分钟就能来到伦
敦市中心，这意味着您晚上或周末都可以
去伦敦走走。假如您想套索一些世界上最
好的文化、购物、娱乐和旅游景点，就需
要走近伦敦。与大部分英国大学相比，萨
里大学可以让您更方便地来读伦敦。

探索
校园外的世界 － 伦敦，英格兰东南部以
及大学所在的城镇。

前往附近、国内和海外的交通枢纽
从Guildford 出发，可以方便地到达你想去
的任何地方。小镇离希斯罗机场和盖特威
克机场都不足一小时车程，所以您可以很
容易就找到萨里大学。这也意味着您可以
在假期进行短时间的欧洲游。英格兰美丽
的南海岸就在附近，而海滨城市布莱顿一
直深受国际和英国国内游客的欢迎。
从大学出发，有公交车定时穿梭校园和
Guildford 之间，营运到深夜。去伦敦和英
国各地的火车班次也相当多。
短途旅游的好去处
• 萨里山区美丽的自然风光
•世 界 级 的 运 动 场 馆 － 温 布 尔 登 网
球、Twickenham 的橄榄球协会、Epsom 和
Ascot 的赛马、Sunningdale 和Wentworth
的高尔夫以及Oval的板球
• 历史名胜 － 汉普顿宫、温莎城堡
• 主题公园 － Thorpe 游乐园、Chessington
冒险世界

�敦
希斯�机�

�里大学
GUILDFORD

盖威克机�

www.surrey.ac.uk/isc

29

您的未来:
充满机遇的世界

萨里大学院系设置
顺利完成萨里大学国际预科课程后，您便
已经准备好迎接大学学习的挑战和乐趣。您
会到以下学院中的一个攻读本科课程：
艺术及人文科学学院
学院的学科范围涵盖艺术，社会科学和人
文科学领域，强项包括心理学，经济学，
社会学，传播，翻译，语言学，政治，舞
蹈，戏剧研究，音乐，音乐录制和英语。此
外，学院下设语言及翻译研究系。该系也
提供英语语言课程，帮助母语不是英语的
学生提高英语水平。学院早已在国际上名
声赫赫，同世界各地的相关研究机构和企
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工程及物理科学学院
学院的专业范围包括核心工程领域的航天
工程，土木工程，化学工程，电子工程及
机械工程，以及核心科学领域的计算机，
数学和物理。学院在科研和教学上拥有崇
高的声望，通过浓重的公司氛围帮助学生
在一个催人奋进的环境下学习最先进的科
学和科技知识。

名前十名。学院本科课程的主要特色是能
为大部分学生提供进入公司或相关机构的
实习机会。因此学院的毕业生总能学以致
用，并一贯保持极高的就业率。
管理学院
学院提供获得国际认可的商业管理领域内
的本科及研究生课程。这些课程的学科领
域涵盖酒店及食品管理，旅游管理，零售
管理，市场营销及健康机构管理。学院位
于一幢全新的，设施一流的教学大楼，提
供无可比拟的学习资源。
法学院
从大学创办之日起，法学就一直是大学学
科中的一部分。随着该学科在本科和研究
生教育，及研究上的迅猛发展，法学院于
2007年正式成立。学院引以为豪的是在国
际法和欧洲法系上的悠久历史，而学院的
法律本科课程不但学习国际法或欧洲法，还
学习多门外语。

健康和医学院
学院是萨里大学第二大的学院，提供纯健
康科学，以及将生物和化学应用到健康和
社会保障领域的职业类课程，尤其是护理
和助产等在内的选择广泛的本科课程。根
据2007年英国卫报英国大学排名，学院的
生物科学、化学及护理课程全都在英国排

www.surrey.ac.uk/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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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通往成功的大学生活

申请程序和费用
申请国际预科课程的程序简单便捷。

费用*

直接申请
您可以将填写完成的申请表格寄到表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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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预科课程学费 (三个学期，所有预科方向)
£9,975

或者，您可以通过以下网址直接联系我们
的入学顾问：www.surr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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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通过手册封底的地址联
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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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通过网站或下面的电话号码联系入
学顾问：		
电话 +44 1273 339333

英语语言课程学费
每学期 £3,325
学生宿舍价格 (参考价格)**:
双人房每周价格：£72
单人房每周价格：£80–£85
套间每周价格：£98–£103

其它费用
学习关怀保险费
£416 (12 个月保险费)
机场接机费
盖威克机场 £55
希思罗机场 £80
* 请注意2010年费用可能会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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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周。上述价格已包含
可能有的服务费。

萨里大学国际学习中心的国际预科课程由学习集团提供。学习
集团在国际学生教育和培训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学习集
团每年为来自一百二十个国家的四万名学生提供优秀的教育
课程。

www.surrey.ac.uk/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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