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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迷你指南的内容在准备出版之时准确无误。然而，为了确保获得最
新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coventry.ac.uk，以防您感兴趣
的课程或此处所述的其他设施和服务有所变更。如果本指南的内容与
我们的网站有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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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国际事务处，咨询关于 2020/2021 学年的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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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很高兴您选择了解关于在考文垂大学攻读学位的信息。在本指南
中，您将了解到我们前瞻性教育方法、现代设施和实用为主的学
习方法，正是这些优势使考文垂大学在 2020 年 Guardian UK 
University Guide（《卫报》英国大学指南）中位列第 15。

我们非常自豪能够在 National Student Survey 中备受好评，该调查
针对准毕业生对于就读大学的课程和教学满意度进行评价。它最大
的好处是，尤其是从您的观点角度，可对我们在提供满足学生预期
的高质量教育一目了然。我们的创校历史可回溯到 1843 年，前身
是考文垂艺术设计学院。今年，在本校成立 177 年之际，我们将举
办诸多活动来纪念它的悠久历史。

与此同时，考文垂城市荣膺“2021 年英国文化之城 (2021 UK City 
of Culture)”称号也同样令人振奋 ⸺ 这是本市取得的不俗成就，
同时我们也非常自豪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我们迫不及待看到在不久
的将来此项殊荣为我们带来的多多益处。

期待在考文垂大学迎接您的到来。

英国二等勋位爵士 John Latham 教授
考文垂大学校长兼 CEO
斯坦陵布什大学特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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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于本校的理由

1. 就业能力
我们旨在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并拥有众多行业领先的 

倡议行动，可帮助您为毕业后就业做好准备。

3. 设施
我们致力于投资改善我们的校园和设施。 

2018 年，耗资 £5900 万英镑的 Alison Gingell Building  
落成开放，科学与健康专业的学生可以在真实生活场景中体验 
实践学习。2020年，我们将建成第二栋 Engineering and 

Computing Building，配备虚拟现实工作室、 
3D 打印和工程实验室等专业设施。

2. 教学
我们重视高质量的教学，且为学生提供最优学习体验。 
我们的课程充满活力、互动性强且具有激励性， 

为学科注入生命力。



7

4. 创业精神
雇主看重可执行新想法的创新型毕业生。 

创业理念深植在我们的教学中，而且我们设立专门的 Technology 
Park（技术园区），支持创新导向的高成长业务的发展。

6. 位置
我们的主校区位于考文垂中心，毗邻该市所有设施。 

我们荣膺 2021 年英国文化之城 (UK City of Culture for 2021) 称号， 
也借此为社区带来更多投资和发展机会。

5. 全球经验
雇主告诉我们，他们倾向于雇佣拥有国际经验的毕业生。 

我们提供海外留学或工作的机会， 
让您有机会获得全球就业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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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位于市中心的校园
我们现代、集中地点的校园地处考文垂市腹地，无论需要去往何
处均步行可达。大部分大一新生的宿舍都在校园内或邻近校园，
离享受校园和城市的便利仅咫尺之遥。

我们的教学大楼与图书馆、体育中心、学生大楼 TheHub，以及
商业大街店铺、咖啡馆和餐厅的距离均相距不远。

在 University Square（大学广场）周围，您可以看到考文垂著名
而古老的大教堂旧墟、全新的大教堂、备受瞩目的赫伯特艺术画
廊和博物馆 (Herbert Art Gallery and Museum)、乔治王朝建筑。

在考文垂生活
我们相信，考文垂是一座拥有杰出历史和传承的包容友好城市。
它在 QS Best Student Cities index 2019 所评选的英国最佳留学城
市中排名第五。该排名基于包括学生人群和物价水平等主要指标
而评定。

购物和娱乐
考文垂店铺林立，我们的 West Orchard 和 Lower Precinct 购物中
心涵盖从 Primark 和 IKEA 等大品牌，到如 Topshop 和 Debenhams 
等英国高街热门品牌。从考文垂车站搭乘火车大约 20 分钟即可达
伯明翰的 Bullring 购物区和 Grand Central 综合体。或者如果您更
喜爱 Resorts World，则大约乘坐 10 分钟火车即可达，这里拥有 
40 多家大品牌的折扣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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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文垂拥有多个音乐表演场地，音乐文化十分多元。Ricoh Arena 
是著名的演唱会举办地，Coldplay、Rihanna和 The Rolling Stones 
等大牌明星之前曾在此登台献艺。如果您热爱剧场或喜剧表演，
那么位于城市中心的 Belgrade Theatre 和 Butts Road 上的 Albany 
Theatre 均是热门之地。如果您喜爱电影，考文垂设有多荧屏电影
综合体，且 TheHub 的学生影院也有上映国际电影和震撼大片。

文化和景点
考文垂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是大教堂。附近的赫伯特艺术画
廊和博物馆 (Herbert Art Gallery and Museum) 收藏了各式永久馆
藏，考文垂交通博物馆 (Coventry Transport Museum) 则展示了这
座城市的汽车演变史。如果您喜爱户外活动，战争纪念公园 (War 
Memorial Park)开设了太空和运动设施，科姆伯乡村公园 (Coombe 
Country Park) 园区面积有 500 公顷，多种野生生物栖居于此。

居住成本
就生活成本而言，虽然政府说在英国每月生活费需要 £1,105 英
镑，但在考文垂，正常生活开销可缩减至 £900 英镑以下（可能
有所变化，可能存在额外成本）。本市每年举办众多活动，如音
乐会和文化节，均可免费参加；还有诸多供应一系列英式美食，
以及其它包括亚洲、非洲和欧洲特色小吃在内的世界美食的咖啡
馆和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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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hester Library
大学图书馆满足不同环境下的各种学习风格。既有安静单独的读
书空间，也有安静的集体区域和可预订书房。研究生还可享受专
门的阅读室。Disruptive Media Learning Lab 学习环境旨在激发学
生发散独特思维。

图书馆里有大学 IT 技术吧，以及 1400 个独立的学习空间和 500 
多个计算机工作站，还提供免费笔记本电脑借出/借用计划。WiFi 
覆盖整个大楼。您还可享用 72 万多种学习资源，包括电子书和电
子期刊，以及印刷品和多媒体资源。

图书馆每天* 24 小时开放，让我们的学生灵活使用、享受便利。
您在校园内可通过私人笔记本电脑获取图书馆所有数字资源，在
校园外的任一地点则可通过互联网获取大部分资源。

*一年 364 天开放。12 月 25 日闭馆，开放时间可能因不可预见的情况而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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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Hub
在学术之外的生活方面，亮点是我们的学生大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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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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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家，为 130 多个学生社团提供
支持，并开设一家表演式艺术空间 Square One 和一家 3D 影院。

Spirituality and Faith Cent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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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您还能找到校园的主要 Information Point（信息站），工作
人员将借此协助您解决您在就读期间的任何疑问。您也可以用信
息站访问为您开设的支持服务，如我们的健康和保健团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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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和健身
学校针对运动和健身提供一系列设施和服务，并以此为傲。

Sport and Recreation Centre（运动和娱乐中心）就位于我们的 
Alison Gingell Building 旁边。它包含一个现代健身套房，以及适合
篮球、五人足球、羽毛球、投球和其他运动的室内运动大厅。您可
以享用针对不同健身和体验级别的健身课程，从低强度瑜伽到高能
量 Spinning、Body Pump 和 Insanity 课均有开设。 

户外运动设施包括几个标准足球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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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 
体育管理荣誉文学学士  
(Sport Management BA (H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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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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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许多经过外部认证，确保其关联性和品质，旨在帮助我们的毕
业生在其职业生涯中节节攀升。

我们的学生还将受益于我们对于一流教学设施和虚拟学习环境的投
资。学生可在真实工作环境中磨练技能，为将来的就业做好充分准
备。

我们提供各种本科、硕士和研究课程，以及预科、专升本以及预备
英语课程。为给予学生更多灵活性，我们全年设立多个开入学时
间。就很多课程来说，考文垂和伦敦校区在一月、五月和九月均设
立入学时间。

您可以在下列页面中查看我们提供的课题总览。如需查看我们所提
供课程的完整列表，请访问：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吸引我学习我的课程的众多因素之一是它所
附带的认证，以及学校的设施。

James Boon  
商业管理荣誉文学学士 
(Global Business Management BA (Hons))



工程
我们专注于通过活动导向的学习与一系列设施的结合，为工程系
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体验。我们提供的课程包括：

 �  土木工程 (Civil Engineering)
 �  控制工程 (Control Engineering)
 �  电气与电子工程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  工程商务管理 (Engineering Business Management)
 �  机械工程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结构工程 (Structural Engineering)

让您有机会获得学以致用的技能始终是我们教学的关键。在您学
习期间，您可以享受我们在行业内的资源，包括 IBM、National 
Grid 和 Mercedes-Benz 在内。

查看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以阅览我们完整的课程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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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我们的多样课程包含传统学科和一些新学科，让您在当今瞬息万
变的社会里拥有相关技能。我们的热门课程包括：

 �  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
 �  计算 (Computing)
 �  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工程 (Computer Hardware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  道德黑客攻击和网络安全 (Ethical Hacking and Cybersecurity)
 �  信息学 (Informatics)
 �  商业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Business)
 �  多媒体计算 (Multimedia Computing)

您将有机会设计和开发新的软件，学习如何防止网络攻击，以及
研究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我们所有的课程都侧重于行业和日常
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查看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以阅览我们完整的课程
列表。



法律
选择在考文垂就读，即可从我们 50 年法律教学的经验中受益。在
考文垂法学院就读的学生有多门课程可选，包括：

 �  法律 (Law)
 �  国际人权法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  国际公司法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Law)
 �  国际商法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  国际公法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我们致力于为学生打好坚实的法律知识基础，并给予其在我们定
制的 Moot Room 模拟的真实环境中练习技巧的机会。我们还荣幸
与顶级法律执业专家合作，旨在让学生有机会与执业律师共同为
当地社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并从中学习宝贵经验。

查看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以阅览我们完整的课程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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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金融和管理
学习商学、金融或管理学位能够在顺利毕业后带来丰富多彩的就
业机会。我们提供的课程包括：

 �  会计学 (Accountancy)
 �  航空管理 (Aviation Management)
 �  商务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商业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  经济学 (Economics)
 �  财务 (Finance)
 �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国际商务管理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  市场 (Marketing)
 �  体育管理 (Sport Management)

有了我们的一流设施，我们的学生就有机会切身体会在行业中工
作的感受。学生可享用我们一流的 DigiComm Lab 或学术 Trading 
Floor，两者均配备了行业相关的软件。我们所有课程均旨在培养
您的商业头脑和国际视野，帮助您为您顺利完成学业后的职业生
涯做好准备。

查看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以阅览我们完整的课程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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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
生命科学是创新领域，专注探索健康和疾病的发展，以及分析生
物化学材料。其中一些课程包括：

 �  分析化学 (Analytical Chemistry)
 �  生物与化学科学 (Biological and Forensic Sciences)
 �  生物医学 (Biomedical Science)
 �  人类生物科学 (Human Biosciences)
 �  医药药理学 (Med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
 �  分子生物学 (Molecular Biology)

2018 年，耗资 £5900 万英镑的全新 Alison Gingell Building 落成
开放，学生在此享受到一流、专业级别的实验设施辅助的教学体
验。我们的课程由行业资深专家授课，旨在传授您在毕业后就业
中所需的实用技能。

查看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以阅览我们完整的课程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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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护理
学习我们的一门健康和护理课程能够在顺利毕业后打开非常广泛
且回报高的就业可能，并令您借此影响周边社区的生活。我们开
设了详尽的专业课程，其中包括：

 �  营养学 (Dietetics)
 �  食品和营养 (Food and Nutrition)
 �  护理 (Nursing)
 �  营养和健康 (Nutrition and Health)
 �  职业疗法 (Occupational Therapy)
 �  物理疗法 (Physiotherapy)
 �  运动疗法 (Sports Therapy)

我们课程旨在培养下一代健康专业人士，力求在顶级学习环境中
提供以研究为导向的教学体验。我们耗资 £5900 万英镑的 Alison 
Gingel l  Bui lding 配备了专业设施，其中包含完整的患者路径 
模拟。

查看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以阅览我们完整的课程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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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和犯罪学
行为科学和犯罪学学位能够帮助您了解人类思考、感受和行为方
式，这项宝贵技能可运用于多种职业。部分课程选择包括：

 �  法医心理学 (Forensic Psychology)
 �  认知行为疗法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  法庭调查 (Forensic Investigations)
 �  欺诈调查管理 (Fraud Investigation Management)
 �  犯罪学 (Criminology)
 �  心理学 (Psychology)

我们在课程中教学的关键在于在不同紧急情况中应用调查和心理
法则。您将能够通过参与理论和分析不同心理和犯罪学的观点、
方法和技巧，来拓展这些技能。

查看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以阅览我们完整的课程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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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媒体
自 1843 年起，本校就开设了多种学位选择，毕业生中不乏一些
行业领先的艺术家、设计师和开创性思想家。其中包括：

 �  建筑 (Architecture)
 �  数字媒体 (Digital Media)
 �  时尚 (Fashion)
 �  平面设计 (Graphic Design)
 �  插画与动画 (Illustration and Animation)
 �  新闻学 (Journalism)
 �  媒体制作 (Media Production)
 �  音乐技术 (Music Technology)
 �  摄影学 (Photography)

我们推崇创造力和手工工艺，并开设年度学位展，向来自创意行
业的特邀嘉宾展示各式项目。我们的毕业生硕果累累，知名校
友中有 Queen Elizabeth II 的肖像师、奥斯卡获奖制片人和 Aston 
Martin、Jaguar Land Rover 和 BMW 的汽车设计师。 

查看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以阅览我们完整的课程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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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
对于语言的掌握，或对于社会属性的分析和严谨评估能力一般被
认为在许多职业中都至关重要。我们提供专注这些技能培养的多
种课程，包括：

 �  英语 (English)
 �  历史和政治 (History and Politics)
 �  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全球传播语言 (Languages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
 �  政治学 (Politics)
 �  社会学 (Sociology)

我们希望学生能够以创新、有趣和独创的方式深入研究人类学。
我们的教员十分热衷研究，专注于现代问题，采用旨在帮助您
培养关键想象技能的创新和活动导向型学习策略，让课程充满 
趣味。

查看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以阅览我们完整的课程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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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航天与航空
我们拥有深厚行业经验的教员研发出多项专业计划，旨在帮助您
培养雇主所需的技能。其中一些课程包括：

 �  航天技术 (Aerospace Technology)
 �  汽车和交通设计 (Automotive and Transport Design)
 �  汽车工程 (Automotive Engineering)
 �  航空管理 (Aviation Management)
 �  赛车工程 (Motorsport Engineering)

我们一流的设施包含飞行模拟系统、一架垂直起飞的 Harrier Jet、
一架由 Mercedes AMG Petronas Formula One 团队设计的 1/5 
规格风洞以及一套数控加工工作间。2020 年，我们将开放耗资 
£2900 万英镑建成的一座全新工程大楼，确保学生们能够持续使
用最新设施。

查看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以阅览我们完整的课程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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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石油与天然气 
当今社会对于了解世界面临的重要挑战问题的人才需求越来越
多。我们开设一系列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管理领域学位，其中包
括：

 �  灾难和应急管理 (Disaster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  能源资源管理 (Energy Resources Management)
 �  地理和自然灾害 (Geography and Natural Hazards)
 �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Oil and Gas Engineering)
 �  石油与天然气管理 (Oil and Gas Management)
 �  石油和环保技术 (Petroleum and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  可再生能源工程 (Renewable Energy Engineering)

我们开设的课程为结合研究导向的教育和亲身体验。我们与行业
的紧密联系可让您有机会在现实环境中运用技能，提升您的个人
发展和就业前景。

查看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以阅览我们完整的课程
列表。



考文垂是专业人士学习和发展的好地方。 

Abigail Chen，新加坡  
医务辅助科学基础理学学位  
(Paramedic Science FdSc) 

ONCAMPUS Coventry
如果您当前未能满足您所选考文垂大学专业课程的入学要求， 
ONCAMPUS Coventry 预科课程旨在为您提供您所选课程的晋升
课程。 

ONCAMPUS 计划包括英语语言教学，以及满足您科目需求的不
同课程。课程如下方列表所示，且全年有多个入学时间。请访问
网站以了解更多信息：www.coventry.ac.uk/oncampus。

 �  国际预科课程
 �  密集国际预科课程
 �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  硕士预选课程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并申请，请查看：  
www.coventry.ac.uk/on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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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当前水平 最低单项水平 所需雅思 (IELTS) 分数 预备英语 
课程时长

4.0 4.0

6.0 
本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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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升本和硕士课程

30 周

5.0 4.5 15 周

5.5 5.0 10 周

6.0 5.0 5 周

学前英语课程
如果您当前的英语水平或雅思 (IELTS) 成绩未达到您所选专业的标
准，我们提供形式多样的学前英语课程，旨在帮助您达到所需水
平。课程针对您需要满足熟练程度的四种技能：阅读、写作、口
语和听力。

您可以用下方表格研究出哪些课程适合您的当前情况。您所需的
课程时长取决于您当前的英语掌握水平以及您欲就读学位所需的
入学水平。

本科入学需达到雅思 (IELTS) 综合分 6.0，单项水平最低 5.5。

研究生入学需达到雅思 (IELTS) 综合分 6.5，单项水平最低 5.5。

更多详情请访问：www.coventry.ac.uk/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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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您可以通过包括 Facebook、Twitter、YouTube、Snapchat、 
Instagram、微信和微博等社交媒体了解我们。

或者您也可访问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events 查看
我们的活动日历，了解我们到访您所在地区的时间。

我们定期举办海外招生活动、入学研讨会、出境前见面会和招 
聘会。

诚邀您参加我们的活动，与我们的代理面谈入学手续，与我们的讲
师会面或与往届学生了解体验。

您可以在我们的翻译版微型网站上查看中文信息： 
www.coventryuniversity.cn，或通过邮件联系我们的中国团队： 
chinaoffice.io@coventry.ac.uk

/CoventryUniversityInternational

@CovIntStudents

@coventryuni_int

/CovStudent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

/英国考文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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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学习让我有机会参加为期一年的行业
实习。这帮助我获得了时间管理、领导能
力、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技能。 

Gustavo Espinoza-Ramos，秘鲁 
商业信息技术荣誉理学学士  
(Busin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Sc (Hons)) 

投资您的未来
在日益全球化的贸易和招聘背景下，具备国际形象的毕业生被认为
更能够把握最好的就业机会。 

在考文垂，我们竭尽所能帮助您从众多其他毕业生中脱颖而出，并
作好迈向成功职业生涯的准备。我们的课程针对雇主、行业和专业
人士所需的毕业生特质，旨在让您在顺利完成学业后具备应有的知
识、技能和专长。

雇主们青睐于看到您简历上的工作经历，我们也鼓励所有学生接受
工作或实习机会*。在实习年或暑假期间，它可作为您课程的一部
分。

我们不惜重金投资支持就业能力活动，而且我们的职业团队将在
您就读考文垂大学期间提供协助。2016/17 Destinations of Leavers 
from Higher Education 调查表明我们的投资成效十分显著 ⸺ 我
们的英国本科毕业生中有 97% 均成功就业或在毕业后继续深造六 
个月。

*视空缺情况、申请竞争情况而定，需满足签证条件，可能需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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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vantage 计划
我们开发出一系列针对就业的‘Add+vantage’模块，旨在帮助
学生拓展雇主赏识的实用技能和实力，帮助学生顺利从学业向就
业过渡。

我们大部分本科课程每年包含一次 Add+vantage*。学生可根据就
业倾向和志向选择合适的选项。

其中可能包括学习一门外语或学习如何在世界不同地区经商。此
外还有专业拓展模块，旨在帮助您在顺利完成学业后开发领导能
力或获得专业认证。 

更多详情请访问：www.coventry.ac.uk/addvantage

*请参阅学位课程，以了解与您的学习选择和模块可用性相关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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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机会
考文垂大学的 Centre for Global Engagement（全球参与中心）旨
在帮助学生获得国际经验。 

您可选择在海外留学或工作、参加国际实地考察或全球研究。之
前的教育项目带领学生游历了巴西、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等国
家。学生也可在英国参加语言课堂和文化研讨会，或就业*。 

更多详情请访问：www.coventry.ac.uk/cge.

全球领导者计划  
(Global Leaders Programme, GLP)

全球领导者计划 (Global Leaders Programme) 是一个令人兴奋的
课外选择，适合所有学生。它旨在帮助您做好准备应对全球市场
中的工作挑战，并让您有机会培养关键领导力技能。 

该计划就跨国组织如何运作以及企业如何跨不同文化运作而提供
深刻洞见。研讨会和互动活动结合现场参观和知名商业人士的客
座讲座（视情况而定），让您有机会参加重要的社交活动。过往
的演讲嘉宾有 John Egan 先生（Jaguar Land Rover 前首席执行
官）和 Michael Foale（NASA 宇航员）。

更多详情请访问：www.coventry.ac.uk/glp

*视空缺情况、申请竞争情况而定，需满足签证条件，可能需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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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lamentarium – 布鲁塞尔，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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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支持
如果您的志向是成为一位企业家，或您有需要帮助的商业想法，
您可借助我们的专业实力和设施帮助拓展自己的战略，并进一步
提升您的业务。

Enterprise Hub
您将能够享用我们的 Enterprise Hub，在这个商业空间您可与我们
的专家会面并结识志同道合人士。 

指导/商业计划发展 
我们为您提供一对一的指导和建议，帮助您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想
法，为您的创业做好准备。

获得投资
我们设立一系列的计划、拨款和服务，帮助您创办或壮大自己的
企业。

创业签证 
就支持学生创办他们自己的公司而言，我们有着良好的历史记
录。创业签证 (Start-up Visa) 计划专为拥有商业理念并想要在英国
付诸实践的非 EEA 毕业生而设计。每年的签证数量有限，但如果
您拥有绝妙、可靠和创新的商业想法，考文垂大学可考虑为您提
供所需背书。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coventry.ac.uk/entrepreneur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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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
考文垂大学致力于提升研究生的就业能力，并与  Chartered 
Management Institute (CMI*) 合作，让学生有机会获得领导和管理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能力认证。我们的学生在未来的就
业中很可能担任管理者，而这些经历为成为将来领导者之路的良
好开端。

CMI 选修专业模块利用一系列技巧，旨在让学生有机会发展实
践领导力技能，并让他们与来自各个公司的代表一起解决实际 
问题。

学生还将获得 CMI 学生会员，会员特权包括在线资源和就业支
持，其中包括可与其它领导者互动和学习的指导服务。

更多详情请访问：www.coventry.ac.uk/globalprofdev

*课程的认证和合作伙伴关系通常每年续约一次，然而，尽管考文垂大学预计会成功续约，但如果续约不
成功，则将不再认证此课程，我们会尽快通知申请者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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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支持
我们十分重视我们学生的身心健康。我们有专门的国际学生支援
团队，从您考虑就读本校时就开始为您提供指导。 

甚至在您到英国报到之前，团队就可就任何学前问题，包括签
证、移民、财务、就业法规、潜在文化冲击和毕业后建议等为您
提供支持。

该团队与 FutureLets 联手，在选定日期为到达希思罗或伯明翰机
场的学生提供免费机场迎宾服务并组织见面活动。他们可帮助您
顺利入学和在医生处登记注册，帮助您尽快安定下来。

团队中不少成员本身就有海外生活和求学的经历，所以他们了解
您经历的挑战。在您就读考文垂期间，他们将继续在非学术性问
题方面为您提供帮助。

在一年中，团队组织多种社交活动，之前包括每周六游览历史景
点，如剑桥、巴思、温莎或卡迪夫和利物浦等城市。通过这些游
览能够更全面了解英国国家，同时还可结识其它国际学生。

有关详细信息，请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团队： 
studentsupport.io@coventry.ac.uk，或访问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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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住宿处
选择入住学生宿舍是结识新朋友、快速融入大学生活的另一种方
式。大多数学校自有/管理的宿舍就在校园里，或非常靠近学校或
市中心。

我们的宿舍服务部 FutureLets 可提供一系列舒适、安全且价格合
理的宿舍，包括学校自有/管理的宿舍或私人出租宿舍。 

根据您对套房/共用设施和餐饮/自助住宿的选择，每周费用在
£125-£200 英镑之间。费用包含我们大学所拥有/管理的资产，
包括水电费、WiFi 互联网和大学健身房免费会员。您还可享受住
在大学宿舍的社交便利，我们设立了专门的社交空间，配备台球
桌、沙发和游戏机。

2018 年，我们增加了 2000 多间新宿舍，给予学生更多选择。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coventry.ac.uk/accommodation

每次我同学来这儿，他们都说我的宿舍真的
好大。这里会让人感觉很舒适。我觉得这个
宿舍非常好。

Hala Halasah 
Bishop Gate 住客



Bishop Gate

45



46

奖学金和折扣
我们坚持奖励学业优异者并欢迎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就读本校。  
这就是我们不断设立各种本科生和研究生奖学金以帮助您支付学
费的原因。 

我们的奖学金
考文垂大学设立了多种奖学金。通常可分为三类。
 �  精英奖学金 (Elite Scholarships) 通常覆盖您所有的费用，但名额
非常有限。

 �  优秀奖学金 (Excellence Scholarships) 是绩优奖学金（通常基于
学习成绩），从学费中减免。

 �  拓展奖学金 (Development Scholarships) 针对部分课程或国籍设
立，从学费中减免

校友折扣
考文垂大学的所有校友可针对研究生课程的全日制学费获得最高 
15% 的折扣。此折扣可在任何获取的奖学金之上申领，叠加金额
至多为 £2000 英镑。

此页所载信息仅供参考。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您
可在以下网站查看奖学金、资格要求和折扣详情：  
www.coventry.ac.uk/cuschola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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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unilondon

 @covunilondon

考文垂大学伦敦校区
考文垂大学伦敦校区提供本科课程和包括 MBA 计划在内研究生课
程，让学生在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之一的腹地学习。

通过咨询行业领先的专家，我们开发了重点培养学生为成功的国
际职业生涯作准备的实用商业课程。

为何选择考文垂大学伦敦校区？

1. 实习机会或工作相关的项目机会 － 让您有机会通过一系列工
作经验选择培养您的商业技能*。

2. 行业联系 － 我们与雇主和行业领导者密切合作开发项目，旨在
传授雇主寻求的关键技能。

3. 实践商业应用 － 我们所有的课程均力求生动活泼、互动性强且
与商业领域密切相关。

4. 伦敦中心城区带来的机遇 － 我们毗邻众多世界领先组织，让您
有机会建立人脉，帮助您就业进阶。

5. 创业成功 － 我们帮助了无数想要在英国创办他们自己公司的
国际学生，历史成绩斐然。

更多详情请访问：www.coventry.ac.uk/london

*此机会适用于满足资格要求的学生的精选课程。视空缺情况、申请竞争情况而定，需满足签证条件，可
能需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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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机构
考文垂大学与全球 60 多家优质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很自豪地协同合作，确保我们所有的毕业生无论在哪里就
读，均有机会在他们选择的领域内积累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就读于本校合作伙伴。
 �  在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之一就读，并在英国完成最后的发展 
课程。

 �  在英国之外的我们合作机构处攻读您所有的考文垂大学学位。

顺利完成课程后，您将可获得考文垂大学学位。因此，无论您作
何选择，我们均可以帮助您梦想成真。

请点击下方网站查看我们合作院校列表：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global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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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希望到现在为止，您对我们展示的内容还满意。通过下文了解我
们认为是哪些因素让考文垂大学成为了思维超前且具有全球化视
野的现代化大学。

 �  教学卓越全英排名第 2（2017 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英国排
名），在“教学卓越框架”评估体系中荣获金级 (2017)

 �  连续 5 年英国大学排名前 15（2016-2020《卫报》大学指南）
 �  2013-2019 英国排名最高的现代大学（《卫报》大学指南）
 �  毕业生 97% 就业率，DLHE survey，UG UK，2016/17（2018 
年发布）

 �  国际知名度最高的英国大学（HESA 2016/17，2018 年发布）
 �  荣获年度学生体验最佳大学（2019 年《泰晤士报》和《星期日
泰晤士报》优秀大学指南）

 �  实用和充满活力的学习方式
 �  专注于打造有国际视野的优秀毕业生
 �  一流的教学和研究设施

联系我们
如需任何其他信息或有任何疑问，请致电 +44 (0)24 7765 2152。
或者您可通过以下网站找到您所在地区的我们办公室的联系方式：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regions

另外，您还可通过邮件联系我们的中国团队：  
chinaoffice.io@coventry.ac.uk，或在我们的翻译版微型网站上查看
中文信息：www.coventryuniversity.cn

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账户，时时了解我们现有学生对于
在考文垂就读的想法。

无论您决定在哪里就读，我们都祝愿您未来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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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方法
申请就读考文垂大学的过程快速且简单，您一般会在提交申请一
周内收到初步决定。如果您的申请需要学术院系的进一步评估，
则需要更长时间。

国际事务处需要以下文件来决定是否批准您的申请。但是，您申
请时无需提供所有这些文件。我们会将这几项作为录取条件，您
可以后续发送给我们。
 �  所有最新/完整的学习成绩单
 �  学位/文凭复印件或工作推荐信（如在职）
 �  一张写在学校抬头函上的学校推荐信，并由引荐人签字
 �  英语语言测试分数（雅思 (IELTS) 或同类测试）
 �  您的个人陈述
 �  当前护照的复印件

有很多简单的申请方式：
1. 在我们的网站上填写在线申请表：  

www.coventry.ac.uk/international/howtoapply

2. 从我们的网站下载一份申请表，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applications.io@coventry.ac.uk

3. 通过我们的任一当地办事处或当地代表

另外，您还可通过邮件联系我们的中国团队：  
chinaoffice.io@coventry.ac.uk，或在我们的翻译版微型网站上查看
中文信息：www.coventryunivers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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