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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迷你指南的内容在准备出版之时准确无误。请查看我们的网站  
www.coventry.ac.uk，参考最更新的信息。如果本迷你指南的内容跟

网站的内容有所区别，则以网站的内容为准。 

如果您无法在网上查看所需信息，请通过电话 +44 (0)24 7765 2152 
和	www.coventry.ac.uk/iocontactus 联系国际办公室，咨询关于 

2017/2018 学年的最新信息。

您的未来从这里起步



欢迎来到考文垂

很高兴您选择了解关于在考文垂大学攻读本科和研究生学位的信
息。通过本指南，您将了解我们的前瞻思维策略、现代化设施和
实践性学习如何帮助考文垂大学成为本国唯一一所前所未有连续
三年被评为“全英第一现代化大学*”的大学，以及我们如何借
此获得“年度最佳大学**”的称号。

优秀的教学质量、对就业能力的重视、与行业的紧密联系，以及
创新和充满活力的学习方式，是就读考文垂大学的优点。我们将
学生视为一切工作的重点，让您的投资物有所值。我们的课程还
包含专为拓展您的就业前景的元素。

作为一所全球化的大学，我们欢迎来自 130 个国家/地区的逾 
9,000 位国际学生。我希望通过下文的内容向您展示令考文垂大
学脱颖而出的几个方面，以及每年全球数千学生选择这所优秀大
学的原因。 

希望很快在考文垂大学见到您。

John Latham 教授
考文垂大学校长兼首席执行官 
斯坦陵布什大学杰出教授

《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时报》2016 
年优秀大学指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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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您作好迈向成功职业生涯的准备
我们专注于学生的就业能力，帮助您为毕业后就业作好准备。我
们的大部分课程还提供申请工作实习的机会。

高品质的学习 
我们关注教学质量。我们最大限度增加您的上课时数，并投资设
立更多教学人员职位，以使师生比持续处于高位。您将感受到，
教学设计充满活力、极具互动性和启发性，使您的科目内容生动
活泼。

一流的设施
我们持续致力于创新，我们 £1.5 亿的校园和设施投资彰显了我
们力求改善的壮志雄心。包括耗资 £5500 万的工程、环境与计算
学院大楼，以及造价 £3200 万且备受瞩目的 TheHub 大楼 - 它是
学生会的所在地，另外，耗资 £6000 万且即将建成的健康与科学
大楼将于 2017 年开放。

就读考文垂大学本校区的五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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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的毕业生 
雇主们告诉我们，他们更愿意聘请具有国际经验，并且在工作
中具有全球视野的毕业生。我们的全球参与部门 (Centre for 
Global Engagement) 为您提供在海外深造或工作的机会。您
可获得国际经验和技能，助您全球就业。

培养创业精神和技能
雇主们重视具有创业精神的毕业生，他们可以创新、创造性地
工作并成功地执行新概念。企业与我们的教学和人员拥有密切
联系。
我们拥有一个一流的科技园 Technology Park, 它专注于以知识
为根本不断创新和突破，能够快速发展的事业。

 在课程教学方面
排名第 1 的英国

现代化大学
*不包括学院

来源：NSS 2015

95%  
的毕业生就业或

继续深造
来源：DLHE survey 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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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位于市中心

我们现代化的单点校园位于考文垂市中心的核心地带。也就是
说，您不但可以受益于校园的完善设施，而且您离各种城市超
市、酒吧和餐厅只有几分钟的距离。

所有教学设施均在其他校园设施附近，如图书馆、体育运动中心
和 TheHub。大多数大学宿舍均在校园里或离校园非常近。 

在大学广场周围，您可以看到古老的大教堂旧墟、全新的大教
堂、备受瞩目的 Herbert Art Gallery、鹅卵石小道和乔治王朝
建筑。

考文垂票选为年
轻人心中第 2 最

佳城市
来源：Legal and 

General Report 2013

来源：《泰晤士报》和《星
期日泰晤时报》2016 年优

秀大学指南

大学学生满意
度排名

来源：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 2017

 排名第15 的
英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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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文垂是热情、友善和安全的城市，低廉的生活成本也使其成为
学生最实惠的求学地点之一。它是一个被无穷无尽的艺术、文
化、遗产包围及令人兴奋的地方，此外这里还举办众多热闹的
盛会。

世界一流的娱乐盛会
最著名的音乐人曾在 Ricoh Arena 演出，包括酷玩乐队、蕾哈
娜、接招乐队和绿洲乐队。此外，这里还有露天音乐会、文化节
以及一系列音乐和舞蹈活动。

文化
可去之处包括 Herbert Art Gallery and Museum、世界闻名
的大教堂、Coventry Transport Museum 以及漂亮的公园，如 
Coombe Abbey 和 War Memorial Park。 

购物 
考文垂有各种商店可供您探索。它还拥有欧洲最古老的室内圆形
集市之一以及英国最大的 Primark 门店之一。您还可找到一系列
提供全球各国美食的餐厅，包括中国、印度和尼日利亚。

友善安全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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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成本
考文垂是英国居住成本最低的城市之一。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您
每月的平均生活支出约为 £850-900*。

一座安全的城市
有来自 130 多个国家的逾 9,000 位国际学生就读于我们这所多姿
多彩、充满活力的大学。考文垂被列为英国第二最安全城市**，
是一座友善、安全并宜居的城市。

便利的位置
我们靠近主要的机场和城市，如伯明翰、伦敦、莱斯特和曼彻斯
特。伯明翰仅 20 分钟的路程，您可在一个小时内到达伦敦。

*  该范围仅供参考。UKVI 英国内政部建议伦敦以外的每月生活支出为 
£1015。

** Legal and General Repor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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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hester Library 

大学图书馆满足各种学习风格。这里有很多针对个人、安静学习
空间和小组研究工作空间，并提供开放区域、可预订房间和崭新
的 “破坏性媒体” 学习实验室 (DMLL)。DMLL 提供试验性的新
学习环境，包括开放式阿斯特罗人造草皮 (AstroTurf) 小组空间。

图书馆有 500 多个计算机工作站，整个大楼覆盖无线网络。您可
借阅 350,000 多种纸质图书、70,000 多种电子书、30,000 多种
电子和纸质期刊并享用其他多媒体资源。

大学图书馆以提供全方位服务为傲，在考试期间 24 小时开放，
在校外亦可阅览一系列可用的电子资源。

12



TheHub  

非学术性生活的亮点是学生大楼 - TheHub。这个为特定目的
而建造的空间是学生活动的地方，您可以在这里吃午饭、在 
Costa 喝一杯咖啡，或登入其中一台开放的电脑浏览一番。

它还是考文垂大学学生会 (CUSU) 的根据地，包含 100 多
个社团和 Square One - 学生吧、表演艺术空间和 3D 电影
院。

精神和信仰中心有用于沉思和冥想的静谧空间、小教堂和祈
祷室。

针对学生的大学医疗中心和咨询福利及残疾服务中心亦位于 
The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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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与休闲娱乐 

学校针对运动和休闲提供一系列卓著的设施和服务，并以此
为傲。

运动和休闲中心位于校园的中心位置。它包含一个健身套房，
以及适合篮球、足球、羽毛球、投球和其他运动的室内运动
大厅。 

您还可用舞蹈工作室的健身房。有适合各种健身和体验水平的
课程，包括低强度的瑜伽和极耗体力的 Fight Klub。

户外设施包括几个足球场、英式橄榄球和曲棍球场，以及阿斯
特罗人造草皮 (AstroTurf) 设施，从校园乘坐巴士很快到达。

大学校园有学生所需的一切 - 运动设施、商店和

咖啡馆、各种学生支持服务以及学生宿舍 - 所有

地方都可步行到达。 

Aleksejs Kovtjuhs，文学学士体育管理专业，拉脱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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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作为考文垂大学学生，您将是四个学院之一的成员，每个学院包
含三到四个针对特定科目的学系：

- 艺术与人文学院

- 商业与法律学院

- 工程、环境与计算学院

- 健康与生命科学学院

各学院提供一系列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以及研究项目。

每个学院都有就业指导中心， 与企业和行业合作伙伴有密切联
系，因此寻找工作实习机会的学生可获得充分的支援和建议。

考文垂大学是唯一一所在单项课程中提供如此之

多科目的大学！

Lebia Barineme Fakae，文学硕士外交、法律和全球变化专业， 
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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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人文学院

作为大学最古老的部分之一，艺术与人文学院自 1843 年以来就
培养了很多首屈一指的艺术家、设计师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该学院拥有一流的设施，如英国最大的汽车泥塑工作室、真正
聚焦国际的专门语言中心和专业多媒体制作工作室 - 坦克工作室 
(The Tank)。

该学院由三个系组成：

- 艺术和设计系 
 建筑、汽车和运输设计、美术、时尚

- 人文系
 语言、历史、政治、社会学、国际关系

- 媒体和表演艺术系
 媒体和传播、摄影、舞蹈和戏剧

该学院以与行业接轨为荣，这一点体现于，我们提供工作机会、
实际项目以及在文化和创意行业具有丰富经验的教员。

查看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以查看完整的课程列表

 在电影制作和摄
影方面排名第 2 

的英国大学

 在时尚和纺织方
面排名第 9 的英

国大学

 在现代语言和语
言学方面排名第 
15 的英国大学

 来源：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 2016

 来源：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 2016

 来源：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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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与法律学院

该学院为对商业、经济学、金融、市场营销、管理和法律感兴趣
的学生提供充满活力的教育经历。

屡获赞誉的商学院，与国内外大公司密切联系，并与世界各地的
大学紧密合作。

该学院由四个系组成，每个系包含一系列科目范围：

- 经济学、金融和会计系 
 会计与金融、经济学、金融经济学

- 法律系 
 一系列关于国际公司治理的法律课程

- 市场营销和管理系
 市场营销和广告、活动管理、人力资源

- 策略和领导能力系
 国际商业和商业管理

该学院以其拥有最佳分析和数据平台的交易大厅为荣，包括彭博
终端系统及其可在实际环境中锻炼法律技能的模拟法庭。

咨询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以查看完整的课程列表

 在经济学方面
排名第 7 的英国

大学
 来源：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 2016

 在会计和金融方
面排名第 7 的英

国大学
 来源：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 2016

 在酒店、活动管
理和旅游业方面
排名第 2 的英国

大学
 来源：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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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环境与计算学院
该学院位于英国汽车行业的发源地，因提供一系列一流的教育和
研究机会而获得国内外广泛认可。

教学人员与捷豹路虎和通用航空等行业合作，利用他们的专业技
术，通过活动引导型学习来教导学生。

该学院由三个系组成：

- 计算、电子和数学系
电气与电子工程、数学、计算科学

- 能源、建筑和环境系 
 土木工程、灾难管理、石油与天然气

- 机械、航空宇宙和汽车工程系 
 汽车工程、机械工程、航空宇宙工程与航空管理

这个一流的学院拥有全尺寸鹞式战斗机、梅赛德斯 AMG 马石油
风洞、飞行模拟器和英国磁力最大的磁铁之一。

查看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以阅览完整的课程列表

 在建筑和城乡规
划方面排名第 11 

的英国大学
 来源：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 2016

 在土木工程方面
排名第 10 的英

国大学
 来源：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 2016

 BUSINESS 
PARTNERSHIP 
2016 获胜者：

先进制造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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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生命科学学院
健康与生命科学学院提供一系列具有前瞻思维的健康和社会科学
课程。

其创新的教学评估方法专注于技能和知识的实际运用。学院配备
模拟手术室、医院病房、犯案现场实验室和真正的救护车等校内
设施，学生可以切实享受实践学习的益处。

该学院由三个系组成：

- 生命科学系  
 生物医学科学、食品和营养、运动治疗和法医学

- 护理、助产和健康系 
 护理、物理疗法、营养学、职业疗法

- 心理学、社会和行为科学系 
心理学、犯罪学、社会福利工作

查看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以阅览完整的课程列表

 在护理学与助产
学方面排名第 15 

的英国大学
 来源：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 2016

 在食品科学方面
排名第 5 的英国

大学
 来源：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2016

 在物理疗法方面
排名第 10 的英

国大学
 来源：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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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耗资 £6000 万的健康与科学大楼将开放，该大
楼包含一流的生物科学超级实验室、配有救护车室的模拟

医院、新的手术室、咨询室环境和运动治疗医务室。

新健康与科学大楼 2017 年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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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选择 

我们知道，您正在对未来进行一项重要投资，我们承诺在您于考文
垂大学求学期间及毕业后为您提供丰厚的投资回报。

为此，我们开设了生动有趣、关联性强且专注于就业导向的课程。
我们许多课程都受到外界广泛认可，我们深知获得最好的学位至
关重要。

您还可利用一流的教学设施、虚拟学习环境，您可在我们逼真的工
作环境中锻炼您的技能。

我们提供各种预科、本科、专升本和硕士课程以及预备英语课程。

查看我们 280 多种课程的完整列表 :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超过 280 种本科和硕士课程 

一月 五月 九月 三个入学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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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来这儿参加研讨会都非常享受，因为我们

展开各种讨论并像朋友一样交流。我既可以完成

课业，也可以跟朋友们在一起。

Ka Hei Lo (Lucus)，国际商业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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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AMPUS Coventry 

ONCAMPUS Coventry 提供预科课程，这些课程是为了让目前
不适合直接就读其首选考文垂大学学位课程的国际学生作好准
备。

国际预科课程 (IFP)
该课程为已完成高中教育准备进入本科学习阶段的学生而设计。

本课程包括英语课程和基于衔接学位的三个学术科目范畴。 

您有五个学术方向可选，您可修读最适合您所选衔接学位的方
向。

课程历时一学年（三学期），九月、一月和四月可入学。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IY1)
顺利完成该课程的学生可保证*升入一系列精选商业学位的二年
级。

该课程历时一学年（三学期），一月和九月可入学。

硕士预选课程 (MQP)
MQP 分为一学期、两学期或三学期课程，可保证衔接**至一系
列硕士学位。 

可在一月、三月、六月和九月入学。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并申请，请查看： 
www.coventry.ac.uk/on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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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顺利完成预科课程。
**满足特定入学要求方可保证衔接。

考文垂是专业人士学习和发展的好地方。 

Abigail Chen，护理科学预科，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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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目前
英语水平 最低单项水平 所需雅思成绩 预备英语

课程时长

4.0 4.0
6.0 

本科（第 1 年和第 2 年）
学习

30 周
4.5 4.5 15 周
5.0 4.5 10 周
5.5 5.0 5 周
4.5 4.0

6.5 
专升本/研究生学习

30 周
5.0 4.5 15 周
5.5 5.0 10 周
6.0 5.0 5 周

学前语言课程  

我们提供一系列旨在帮助您达到所选学位课程入学水平的的学前
英语课程 (PSE)。

您的预备英语课程时长将由以下因素决定：
- 您当前的英语水平，以及
- 您可攻读本科或研究生学位需要达到的入学水平。

课程专注于 4 项英语语言技能：阅读、写作、口语和听力。 
如需顺利攻读学位，您需展示出全部四项技能的运用水平。

本科学习：要求雅思总分 6.0，单项需超过 5.5 分。

研究生学习：要求雅思总分 6.5，单项需超过 5.5 分。

使用下表来计算您需要的课程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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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查看: 
www.coventry.ac.uk/englishlanguage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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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们 

您可以在 Facebook、Twitter、YouTube、 iTunesU 等众多社
交媒体和我们自己的网站上找到我们。

您可以通过我们在 iTunesU 平台上的播客收听一系列讲座和其它
内容。

或者，如果您想要了解我们在您的祖国开展的活动或与我们的某
位代表会面，请查看我们的活动日历： 
www.coventry.ac.uk/events

/CoventryUniversityInternational

@CovIntStudents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Blogs

/CovStudent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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