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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国际教育十三年
国内留学培训机构典范
广外国际学院成立于 2004 年
13 年专业留学培训
30 多所国外合作院校资源
广外重本师资和教育资源
7007 名海外留学生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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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GDUFS
广外国际学院简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学院成立于 2004 年，
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首批 6 个出国留学培训基地

兰、加拿大、韩国 30 多所国外院校建立了广泛联系，

之一，也是目前华南地区唯一的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开展多种形式的本科、研究生出国留学培训项目。

心出国留学培训基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为通过

建院以来，我院秉承“全员育人”的教育理念，

广外国际学院出国留学学生提供权威的海外学位回

学院领导亲自任课或担任班级辅导员、导师等。学

国认证。

院实行“导师制”，每个班级配备辅导员和学术导师，

广外国际学院依托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和一流
的外语培训师资，借鉴国际先进的教学模式，所有

每一栋学生宿舍均有辅导员入住，2013 级林国亨
更荣获“广东省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课程均由广外优秀的专任教师或国外合作大学派驻

广外国际学院致力于培养“双高”（思想素质

的优秀教师授课。13 年来我院累计培养七千多名海

高、专业水平高）、“两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强、

外留学生，目前已经建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历史最久、

实践创新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

教学管理最规范、合作项目最成熟的同类办学机构

能直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有社会责任感的国际

之一，是华南地区出国留学培训的知名品牌，享有

化人才，学生就业率高、就业层次高。

良好的社会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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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院目前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

学院简介篇

广外国际学院留学路线

1 2 3 4
8 7 6 5
9 10 11
语言测试 /
一对一留学顾问
设计留学路线

选定留学院校
报名就读

2 年语言培训
+
专业课程培训

同步配套
雅思培训

本科及
学士学位

达到留学条件
赴合作院校
学习 2 年

广外留学
服务中心
全程留学服务

广外雅思考点
参加雅思考试

优先入读
国外合作院校
研究生

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
学历学位认证

以国际视野
和竞争力参加
就业、创业

未来在
你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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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国际学院出国留学培训项目

国内 2 年英语培训 + 专业课程培训，达到相关要求后前往国外合作院校学习 2 年，

A 国际本科项目

获得国外大学学士学位（本科）——优先申请国外合作院校研究生
招生对象：高中、中专应届 / 往届毕业生
学费标准：55000 元 / 年，住宿费标准：5000 元 / 年

国内 1 年英语培训 + 硕士预科专业课，达到要求后前往英国合作院校学习 1 年，

B 专 / 本科升读
硕士项目

获英国合作院校硕士学位
招生对象：国内大专应届 / 往届毕业生或大四在校生
学费标准：55000 元 / 年，住宿费标准：5000 元 / 年

C1 国际本科班预科项目：
国内 1 年英语培训，达到入学标准后入读国际本科项目
招生对象：高三在校生、往届高中毕业生

C 预科项目

C2 韩国留学预科项目：
国内 1 年韩语培训 + 韩国文化课程，达到要求后申请韩国合作院校本科
招生对象：高三在校生、有意前往韩国留学的往届高中毕业生
学费标准：40000 元 / 年，住宿费标准：5000 元 / 年

国际本科：经济、管理类，会计、金融类，传媒、新闻类，计算机类和艺术类的本

项目专业

科项目
硕士桥梁班：管理类、工程类、计算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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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国际学院招生条件
A 国际本科项目
（招生对象：应届 / 往届高中毕业生）
1. 免试入学
满足下述条件之一，可免试报读国际本科 A 类项目或 B 类项目
（1）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成绩总分达到考生当地本科录取线或；
（2）英语单科成绩 120 分以上；
（3）应届 / 往届高中毕业生雅思成绩 5.0 分以上或托福成绩 65 分以上或公共英语考试三级。
2. 入学考试录取
不具备免试入学条件的学生可参加广外国际学院于 7 月 2 日、7 月 15 日、7 月 29 日、8 月 12 日、8 月 26 日
举办的入学考试，考试成绩通过国际本科项目录取线的可报读国际本科项目。
（1）国际学院本科项目分为 A1 类项目和 A2 类项目，入学考试达到 A1 录取线可报读除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外全
部本科项目，入学考试达到 A2 线可报读 A2 类项目：
a)A1 类项目：英国莱斯特大学、埃塞克斯大学、考文垂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悉
尼科技大学、纽卡斯尔大学，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b)A2 类项目：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格鲁斯特大学、朴茨茅斯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贝特福德郡大学，
美国纽约州立奥尔巴尼大学、哈町大学、加州州立蒙特利湾大学、加州州立弗雷斯诺大学，
加拿大约克大学、昆特仑理工大学。
（2）报读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考生需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报读：
广东高考学生高考总分达到广东本科录取线。报读该大学会计与金融专业和商务管理专业的，高考总分需
高于广东本科录取分数线 10%（如当年广东本科录取分数线为 400 分，则需 440 分）。

B 专科升读硕士桥梁项目
（招生对象：应届 / 往届大专或同等学历毕业生）
1. 免试入学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可免试报读专科升读硕士桥梁项目
（1）应届 / 往届大专毕业生持有专业英语二级以上、大学英语四级或公共英语三级以上证书；
（2）应届 / 往届大专毕业生雅思成绩 5.0 分以上或托福成绩 65 分以上。
2. 入学考试录取
不具备免试入学条件的学生可参加广外国际学院于 7 月 2 日、7 月 15 日、7 月 29 日、8 月 12 日、8 月 26 日
举办的入学考试，考试成绩通过专科升读硕士桥梁项目录取线的可报读专科升读硕士桥梁项目。

C1 国际本科班预科项目 /C2 韩国留学预科项目
（招生对象：升读高三在校生、应届 / 往届高中毕业生）
1. 免试入学
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成绩总分达到考生当地专科录取线的可直接报读预科项目。
2. 入学考试录取
在读高三学生和不具备免试入学条件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可参加广外国际学院于 7 月 2 日、7 月 15 日、7 月 29 日、
8 月 12 日、8 月 26 日举办的入学考试，考试成绩通过预科项目录取线的可报读预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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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州立蒙特利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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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大学（该校舒立克商学院专业排名加拿大第一，世界第 22 位） .................................................. 44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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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特仑理工大学（AUCC 成员，加拿大西部第二大商学院）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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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国际学院 2017 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类别

商科类

合作院校
商
务
管
理

会
计
与
金
融

兰卡斯特大学

●

●

莱斯特大学

●

专业方向

英
国

国
际
商
务

埃塞克斯大学

●

考文垂大学

●

中央兰开夏大学

●

●

财
务
管
理
、
经
济
学

文化类
酒
店
与
会
展
管
理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市
场
营
销

●

威斯敏斯特大学

●

贝特福德郡大学

新
西
兰

●

加
拿
大

国
际
新
闻

多
媒
体
数
字
传
播

政
治
与
国
际
关
系

工
科
类

创
意
类

音
乐
表
演
、
艺
术
设
计

计
算
机
科
学
技
术

创
意
产
业

●

●

●

●

●
●

●

●

●

●

●
●
●

●

●

昆士兰大学

●

●

●

●

昆士兰科技大学

●

●

●

●

●

●

●

●

●

●

●

●

●

●

悉尼科技大学
纽卡斯尔大学

●

●

●

●

●

●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

●

●

●

●

●

●

可报读该校包括经济、管理、会计、金融、计算机在内 100 多个专业

哈町大学

●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

●

●

●

●

●

●

●

加州州立蒙特利湾大学

可报读该校包括经济、管理、会计、金融在内 76 个专业

约克大学

可报读该校包括经济、管理、会计、金融、计算机在内 200 多个专业

昆特仑理工大学

●
●

纽约州立奥尔巴尼大学
美
国

传
媒
与
文
化

艺
术
类

●

●

格鲁斯特大学

国
际
贸
易
与
交
际

●

朴茨茅斯大学

澳
大
利
亚

国
际
商
务
文
化

传媒类

●

●
（具体专业信息请参考各院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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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国际学院
办学优势
权威性

广外国际学院是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在华南地区的唯一出国留学培训基地，出国留学取得的国外大学
学士、硕士学位可以在国内获得官方认证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学位，可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等。

1．培训模式的专业性。广外国际学院特有的“语言强化 + 专业基础课程培训”的模式，让学生在语言培训的
同时进行专业课程的学习，大大节省了出国留学的准备时间，不用单独开辟时间专门进行语言培训。同时，经
过国内专业基础课程培训，与国外大学的课程无缝对接，大大缩短了学生出国留学的适应期，与同学们一起共
同完成国外大学的学习和生活。
2．丰富的国际教育和留学培训经验。与国际学院合作的国外大学共有 30 多所。国际学院专注出国留学培训
和教育 13 年，项目合作和培训经验丰富，是国内同类培训机构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教学管理最规范、合
作项目最成熟的典范。

专业性

3．专业的教学团队和国际化的课程设置和质量监控。国际学院的出国留学培训有广外近 500 名专业英语教师
资源和专业课程师资的支持，同时，大部分国外合作大学也直接派出外教参与语言和专业课程教学，课程设置
与国外合作院校直接对接，教学质量监控也是按照国际化标准进行，保证了国际学院的教学水准和培训质量。
4．专业的一对一留学顾问。学院招生采取“语言测试 + 留学顾问”的形式，根据学生语言水平一对一定制学
生的留学路径和方案，确保报读学生找到符合自己的留学之路。
5. 专业的出国留学服务。广外雅思培训提供常年雅思备考培训；为学院学生提供成本价优先培训；广外考试
中心是英国文化委员会（以下简称 BC）确立的广州地区唯一雅思 UKVI 考点；广外留学服务中心以成本价为
学院学生提供专业留学服务，涵盖签证、出国事务及跟踪研究生申请等。广外国际学院学生可以享受语言、课
程、雅思备考、考试报名、留学服务等一系列全方位留学服务。

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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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外国际学院学习每年仅需学费人民币 55000 元、住宿费 5000 元，相对于国外大学每年人民币 10 万元
以上学费和 15 万元生活费，广外国际学院的两年国内培训也为学生节省了不少经济成本。

学院简介篇

英国大学（以考文垂为例）

国际学院

直接赴海外留学

申请费用

0

2

国内学费

12

0

国内生活费

4

0

国外学费（见备注 1、3）

19.5

约 45-60

国外生活费（见备注 2）

14.4

28.8

总数（单位：万元（人民币））

49.9

约 75.8-90.8

备注：
1. 英国考文垂大学国际商务学费为 11359 英镑 / 年，国际学院项目学生学费为 10859 英镑 / 年；
2. 英国考文垂学生生活费为 8000 英镑 / 年；
3. 英国不同高校、专业学费略有差异，国外院校会给予广外国际学院学生一定额度学费优惠。

不同渠道留学费用对比
单位 / 万元（人民币）

120

110

100

90.8

80
60

80

75

49.9

70

55

52.4

40
20
0

英国大学

加拿大大学

美国大学

在国际学院培训两年 + 海外学习两年

澳洲大学
直接赴海外留学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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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国际学院师资队伍

广外国际学院外教团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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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North
讲师／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育学硕士

Rupert Nigam
商务与英语语言学习讲师

从教 20 年，我一直致力于帮助学生为
留学英国做好充分准备。我很享受这一段逐
步加深跨文化理解的经历，在教育学生的同
时我也一直在不断地认识自我。

我有非常专业的英语语言教育背景，经
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积累，我已成功将我在商
务方面的经验与教学技巧、课程设计等知识
相结合，从而给学生们教授更多专业的商务
知识。

Paul Clayton
商务与英语语言学习讲师

Matt Horn
新闻专业讲师

有效的沟通能力是成功的前提，我的目
标是让学生逐渐明白到所谓“沟通”不仅仅
关于语言，更是自信与合作。

我就职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超过 13 年，
教学中注重把电视台、电视、杂志、报纸的
工作与学生教学需要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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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国际学院送往海外
合作院校学生数统计
序号

学校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1

昆士兰大学

104

69

48

43

32

79

39

42

53

53

85

647

2

昆士兰科技大学

/

/

/

/

/

26

38

67

97

95

98

421

3

兰卡斯特大学

64

34

34

38

30

39

38

31

25

25

26

384

4

莱斯特大学

29

18

20

17

13

18

13

13

11

11

25

188

5

埃塞克斯大学

/

5

8

17

33

64

26

27

27

27

30

264

6

其他院校

389

284

414

404

503

522

495

459

546

546

541

5103

总计

586

410

524

519

611

748

649

639

759

757

805

7007

广外国际学院校友风采
>>

张欣
入读国际学院项目：
2007 级英国兰卡斯特大学项目商务管理专业
2012 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学位

现任职：
广东英国商会活动策划经理

求学经历：
当年选择国际学院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充满未知，但也给予自己更多动力。
通过国际学院兰卡斯特项目，我获得了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学士学位，之后又拿到了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硕士学位。所有的这一切在我进入国际学院之前，简直就是遥不可及的梦。至今，
我仍倍感幸运，在国际学院所收获的一切，在我之后的人生道路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给师弟、师妹的话：
把握并珍惜每一个到来的机会，勇于尝试。出国的道路充满变数，但只要每次都全力以赴，
就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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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国际学院校友风采
赵嘉韵

>>

入读国际学院项目：
2010 级英国莱斯特大学项目金融经济专业
2015 年获英国华威大学硕士学位

求学经历：
未出国前，总听学长学姐们说，留学就像一场绮丽又孤独的旅行，无论它是甘、是苦、是甜、
抑或是五味杂陈，留学的那一段经历都会是每一个参与者难以忘怀的回忆。
不得不感叹，时光荏苒。看似是不久前，其实却已经过去 5 年了。自 5 年前我踏进广外
国际学院的大门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在为日后的留学生活做起了准备。
还记得 2012 年 9 月初到英国，刚下飞机，一切都是那么地陌生。所幸，之前在国际学
院读过出国班，所以身边有好几个同伴前往莱斯特大学求学，并且整套申请和签证的办理，
国际学院都有专门的老师帮我们打理，处理一些繁琐事务，以便我们踏实学习。在长达 11
个小时的航程中，大家一路互相照应，下了飞机又有国际学院师兄师姐来接机，热心地把我
们送到学校宿舍，带我们参观校园，使我们很快就熟悉了莱斯特大学和城市的一切。相比其
他留学生初次单独前往英国时的窘迫经历，比如上了的士找不到学校，航班太晚到达领不到
宿舍钥匙而流落街头，我觉得自己无比幸运。
我所参加的留学项目是国际学院与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合作项目班，国际学院安排了和英
国院校相衔接的课程，包括语言课和专业课两部分。所以入读莱斯特大学后，我很快地适应
了全英的学习环境，在课堂中与其他外国学生互动，课后与外国导师沟通交流，完全不存在
语言障碍。国际学院的专业课程是与外国大学主修课程紧密衔接，未出国门就帮我打下扎实
基础，在国外学起来也觉得得心应手，有时甚至还能辅导外国同学做题，感觉很自豪。2014 年，
我以二等一荣誉学位毕业于英国莱斯特大学经济学院的金融经济专业。同年，凭借莱斯特大
学的优异成绩，我获得了两个英国排名前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英国华威大学的经济专业以
及伦敦大学学院的建筑经济专业。权衡再三，我决定入读华威大学继续经济专业领域的深造。
现如今，我已经顺利地从英国华威大学毕业半年有余，并回国在深圳找到了一份理想的
工作。闲暇之余，每每回忆起这一段留学经历，回忆起在英国读书时的点点滴滴，总是那么
美好、五彩缤纷。

>>

王子燊
入读国际学院项目：
2013 级英国埃塞克斯大学项目会计与金融专业

求学经历：
回想在国际学院的日子，课程安排不紧不慢，拥有很长的雅思准备时间，在学校的帮助
下用心攻克每一个难关。国内的课程对国外大二所学有所铺垫，如果让我用一句话形容现在
的英国学习生活，我会说，轻松愉悦，获得了比单独出国的同学更强大的团队，一出国就有
所依靠。
实话说，埃塞克斯大学的课程绝对比在国内要繁重，但是挺赞的，毕竟你是来上大学的
不是混日子的。老师都挺不错的，大课小课老师都很负责，在工作时间问问题一般都会有比
较好的回复。由于学校是在一个小镇的旁边，生活没有那么多彩，或者说很安静清幽，但是
感觉比较适合学习。当然想要买的东西基本都能找到。其实最大的收获是自立能力和学习能
力的提升吧，因为你会发现关键时刻其实根本没人能帮到忙，要自己面对一切。
就目前而言，毫不夸张地说，感觉自己在生活方面分分钟 get 多项新技能……原来我的
厨艺颇有造诣，换言之，比较会做饭，哈哈，至少比天天用自己的手艺折磨自己的老哥们要
好的多。我比较不爱浪（泡吧），所以相对来说我比较能省钱干自己想干的别的事（旅游）。
学 习 的 话， 我 比 较 不 喜 欢 赶 作 业 的 感 觉， 所 以 我 会 用 很 长 的 时 间 慢 慢 做， 所 以 当 看 到
deadline 最后几天朋友们吃饭都像赶火车一样，我却可以悠闲地开始下一个章节的学习。
好啦，言归正传，作为过来人，在这里给学弟学妹们一点小建议。带点国内的课本吧就
是广外给你的那些，出国前先去官网看看你们的专业有什么对应的课程，如果有相应的中文
教材作参照，理解起来会快很多。作业最好别拖，特别是在第一个学期，因为你在并不是很
熟悉新环境的情况下赶作业会让你心理压力很大。不懂的单个知识点当周弄懂吧，不然就会
堆积一堆然后一直不想弄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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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国际学院校友风采
崔独醒

>>

入读国际学院项目：
2009 级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项目国际商务专业

现任职：
美国总统轮船（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APL Lines, Shenzhen Branch

留学感悟：
高考失利，压住内心的忐忑进入广外国际学院。因为知晓自己书面成绩差人一截，从大
一一开始便用心学习，希望不再留下遗憾顺利进入如愿的外国校园。
国际学院的两年学业与生活的简单、快速、匆忙令我一直难以忘怀，从初入大学的莽撞
少年到稳健地走出国门踏入社会，国际学院的老师们所倾注在我身上的不仅仅是知识与学问，
更多的是态度和原则。能让我从容面对复杂、浮躁、多变的社会，让我至今受益匪浅。
所以能够顺利进入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研习及毕业，离不开国际学院中方老师的超一流
专业授课和英方老师尤其是 Alison 的严苛要求。很多人不喜欢 Alison，但我非常感谢她，
在她指导下，国际学院的两年所养成的学习习惯让我在英国时非常受用。即便是完全陌生的
语言环境和生活方式，我也可以让自己在学业和娱乐间游刃有余。
如果有幸你能读到这里，我建议大学期间尽可能多上课，多听老师讲课本及以外的知识。
课堂上老师风趣深入的知识讲解让我不舍得下课，不是读死书的我也做到了大二全勤的表现。
另外，我钟爱胶片摄影，一台胶片机让我走出了宿舍，走出了校园，而最重要的是走出了国
门，还记录了满满三年的回忆。回忆起大学中每一张思考后的快门至今都让我感到津津有味。
团学的工作和兄弟姐妹们也让我接触到更多，学到更多。同样，受益匪浅。
总之，勤劳汗水可以为你带来你所值得的期待！

>>

舒姝
入读国际学院项目：
2010 年入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学院英国考文垂项目
2013 年获英国考文垂大学国际商务专业学士学位
2014 年获英国考文垂大学人力资源专业硕士学位

现任职：
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前程无忧”项目负责人

求学经历：
2010 年 9 月，我来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学院，顺利成为了广外 - 考文垂项目的一
名学生。首先，作为一名国际学院学生，我倍感自豪。在学习上，国际学院不仅有经验丰富
的中方英语老师，并且每个班级都有自己专属的外籍教师，让我们能更迅速的提高我们的英
语水平。另外，广外国际学院还为我们每个项目的学生都配备了不同的专业课程，让我们提
前熟悉在国外大学所需要学习的专业知识。而我们的专业课老师都是来自广外本校的优秀老
师与教授们。可以说，我们享受的是广外最好的教育资源。其次，在生活上，我们居住的是
广外最好的学生宿舍。除了干净舒适的房间，配备齐全的空调与网络也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便
利。
而然，两年时光匆匆过去，我也顺利取得优异的雅思成绩，继续前往考文垂大学深造。
还记得刚到达考文垂时，我被自己眼前所看到的深深的震撼了。优美宁静的地理环境，现代
化的校园设施，与和蔼可亲的老师同学们，都让我深深的爱上这个地方。在课堂上，经验丰
富的专业老师上课前都会将要讲的内容打印出来，发给每位同学，而我们在广外两年中所学
的专业知识，也成了我们扎实的专业基础，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些课程。在语言上，老师
会特意将中国学生分到外国学生的小组当中，让中国学生获得更多练习口语的机会。如今，
当我在工作中与外籍同事顺畅交流时，还会对那段时光心怀感激。
三年是一段不短的时光，是我们人生路中最美好的青春。在我们很多留英学生心中，告
别英国，不是“不舍”二字可以涵盖的，而英国对我们人生的意义，又何止“留学”二字那
么简单。如今，我早已学成归国，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前程无忧中担
任项目负责人一职。每当我见到刚留学归来的学弟学妹时，还是忍不住想起广外国际学院与
考文垂大学的那段时光。
青春无悔。在广外、在考大，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Memories for a lif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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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国际学院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
国际学院在不断提升语言培训水平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通过举办名师讲座、学科性竞赛、文娱晚会
等一系列特色的文体类活动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以促进学生开拓眼界、磨砺心智、锻炼各方面的素养和能力，增进了同学间
的交流，培养了团队意识。

新生军训

“国际杯”篮球赛

运动会

迎新晚会

结业晚会

团学干部、学生党员参观大元帅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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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国际学院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

18

无手机课堂

雅思分享会

雅思模拟考试

雅思口语考官分享雅思考试技巧

英语演讲配音大赛

国际学院文化室

学院简介篇

合作院校篇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加拿大约克大学

美国纽约州立奥尔巴尼大学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英国莱斯特大学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英国考文垂大学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美国哈町大学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

美国加州州立蒙特利湾大学

英国格鲁斯特大学

英国朴茨茅斯大学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

英国贝特福德郡大学

加拿大昆特兰理工大学

美国加州州立弗雷斯诺大学

韩国汉阳大学

韩国高丽大学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

韩国弘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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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兰卡斯特大学
大学简介
兰卡斯特大学成立于 1964 年，是英国大学 N8 研究联盟成员之一。兰卡斯特大学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3 个校区，除了位
于历史名城兰卡斯特市的主校区，在加纳与马来西亚还建有两所分校。兰卡斯特大学采用英国传统的学院制，与牛津、剑桥
等高校一起成为英国仅有的几所学院制大学之一。学校学科设置完整，配套设施齐全，校园内配有学习中心、体育中心、各
式餐馆、商店超市、银行邮局、医院与旅行社等设施机构，满足学生的各类学习生活需求。兰卡斯特大学有超过 200 个学生
社团定期举行丰富的社团活动。
在全球大学排行中，兰卡斯特大学连续多年排在全球前 1% 的大学之列。兰卡斯特大学享有良好的学术声誉，2014
REF 评估将兰卡斯特大学评为最佳研究机构之一，有 83% 的科研项目被评为“世界领先”或“国际优秀”。传媒专业位列
全英第一，商业研究专业位列全英第五，会计与金融专业位列全英第四。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兰卡斯特大学地处英格兰北部，位于历史名城兰卡斯特市以南 3 英里，校园总面积达 360 英亩。兰卡斯特市拥有便利的
公路和铁路交通，从兰卡斯特市乘火车到曼彻斯特只要一个小时，乘火车到利物浦大约一个半小时，往北通往古城爱丁堡，
往南至首都伦敦都只需三个小时。它还紧邻闻名世界的湖区国家公园，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每年吸引大批游人来此参观。

专业介绍
■ UK0103 兰卡斯特大学预科项目（国内培训 1 年，国外学习 3 年）
第一年的预科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学习技巧，使学生达到兰卡斯特大学专业学位学习的录取要求。前往兰卡
斯特大学学习 3 年，获学士学位。
热门专业包括营销学、国际关系、电影学、媒体文化研究、社会学、法学、政治学、计算机科学、工程、环境科学、语言学、
商业研究、经济学、会计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

入读要求：
（1）广东高考学生高考总分达到广东本科录取线。报读该大学会计与金融专业和商务管理专业的，高考总分需高于广
东本科录取分数线 10%（如当年广东本科录取分数线为 400 分，则需 440 分）。
（2）广东以外省份高考学生，高考成绩中高考总分、数学、英语均达到总分的 60% 以上。报读该大学会计与金融专业
和商务管理专业的，高考成绩中高考总分、数学均达到满分的 70% 以上 。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 1 年学习期间专业课全部合格且平均分达 80 分以上，雅思总分 6.0 以上 ( 单科不低于 5.5 分 )。前往兰卡斯特
大学学习 3 年，顺利完成学业者将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 UK0102 国际传媒、文化与政治
（主修方向：媒体文化研究 /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 / 政治学 / 国际关系 / 和平研究与国际关系政治学与国际关系 / 政治学 /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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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 和平研究与国际关系 / 和平研究与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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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文化研究：
专业排名：全英第一（《泰晤士报》，2016 年）通过该专业，学生将学习到数字与社交媒体、新技术与社会发展、亚文化研究、
信息传播、消费者文化等知识。兰卡斯特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专业既强调理论学习和学术探讨，也侧重实践操作。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 / 政治学 / 国际关系 / 和平研究与国际关系：
专业排名：全英第六（《泰晤士报》，2016 年），本专业将帮助学生认识世界发展的宏观方向，加深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
从多个角度对这些事件进行解读。该专业毕业生具备敏锐的是非辨别能力及决策能力。

入读要求：
（1）广东省高考学生总分达到本科线以上；
（2）广东以外省份高考学生，高考成绩中高考总分、数学、英语均达到总分的 60% 以上。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 2 年学习期间专业课全部合格且平均分达 80 分以上，雅思总分 6.0 以上 ( 单科不低于 5.5 分 )。前往兰卡斯特
大学学习 2 年，顺利完成学业者将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 UK0101 商务管理方向
专业排名：全英第五（《泰晤士报》，2016 年），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应对各
种工商管理类的挑战。通过在兰卡斯特大学的学习，学生可以全方位了解商科领域的知识。同时，学生也可以对自己的学习
进行个性化的安排，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学习侧重点放在管理类的课程，或者是其他任何管理学院下属的专业上。

入读要求：
（1）广东省高考学生总分达到本科线以上；
（2）广东以外省份高考学生，高考成绩中高考总分、数学、英语均达到总分的 60% 以上。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 2 年学习期间专业课全部合格且平均分达 85 分以上，雅思总分 6.5 以上 ( 单科不低于 6.0 分 )。前往兰卡斯特
大学学习 2 年，顺利完成学业者将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 UK0104 会计与金融学方向
专业排名 : 全英第四（《泰晤士报》，2016 年），此专业注重基础课程学习以及相关专业技能的培养，是兰卡斯特大学
中最受欢迎的专业之一。

入读要求：
（1）广东省高考学生总分达到本科线 +10% 以上（若广东本科最低分数线为 400 分，则要求 440 分）；
（2）广东以外省份高考学生，高考成绩中高考总分、数学、英语均达到总分的 70% 以上。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学习 2 年期间专业课全部合格且平均分达 85 分以上，雅思总分 6.5 以上 ( 单科不低于 6.0 分 )。前往兰卡斯特
大学学习 2 年，顺利完成学业者将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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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莱斯特大学
大学简介
莱斯特大学始建于 1921 年，拥有悠久的历史，以提供高质量的教学与研究课程而著称，具有极强的科研实力和卓越的
国际声望。在过去三年的多项评比中，经济学院从众多 1992 年前成立的大学的经济系中脱颖而出，得到了极高的学生满意度，
蝉联英国前三名的经济系头衔。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学术研究能力评比，莱斯特大学的研究能力名列英国前 25 位。作为全
英最好的研究型大学之一，莱斯特大学注重学生研究和实验能力的培养，研究学科领域涵盖艺术、传媒、科学、医学、法学、
教育、生物科学、博物馆学及社会科学。作为连续六次获奖的唯一一所大学，莱斯特大学曾被业内顶尖杂志《泰晤士高等教育》
评为“2008-2009 年度英国大学”，“提供杰出学生支持服务的 2009-2010 年度英国大学”。大学被多家教育行业主流
媒体（《泰晤士高等教育》2016 版、《QS 世界大学排名》）多次评选为英国前 30 顶尖大学和世界前 1% 的高等教育学府，
泰晤士高等教育顶尖百名国际化大学排名全球 72。莱斯特大学全校共 23 000 多名在校生，以英国本地和欧盟学生为主。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莱斯特市是英国人口第十大城市，拥有著名的英超足球队，大学的绿色校园紧邻市中心。莱斯特市中心有中世纪大教堂，
整个城市被古罗马城墙所环绕，交通便捷，火车一个小时即可抵达伦敦市中心。

专业介绍
■ UK0201 商科（主修方向：经济学、银行与金融学、会计与金融、商务金融学、会计与经济学）
经济学：该专业多位讲师具有银行和政府部门供职经验，熟悉经济学领域各方面知识，包含现代金融学分析、金融政策
与现状、金融学研究技巧等。通过扎实的理论学习和批判式分析，学生未来可以在公共事业和咨询服务行业就职。

银行与金融学：结合金融学知识，剖析银行业现状。完成该专业的学生有机会接触到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is Institute，简称 CFA) 推出的 Claritas 投资证书，增加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就业优势。

金融经济学：通过分析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解析两大学科。完成该专业的学生有机会接触到特许金融分析师协
会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is Institute，简称 CFA) 推出的 Claritas 投资证书，增加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就业优势。

商务金融学：结合金融知识和商务、金融两大领域的热门话题，让学生理解当下商务和金融环境，掌握时下热门动态，
帮助学生提高未来在商务和金融行业就业所需能力。

经济学与会计学：把经济学与会计学的理论和实践完美结合。完成该专业的学生可以申请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简称 CIMA）和英国特许会计师 (The Associate Chartered
Accountant, 简称 ACA) 的相关科目免考。

管理学专业：此专业帮助学生深入了解管理学和管理经验在公共事业与私人企业相关应用。课程覆盖管理学理论知识
的同时提供了国际和国内视野下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探究失败的管理经验在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等方面引发的实
际问题。

入读要求：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1 录取线
留学要求：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80 分，核心专业课不低于 80 分，雅思总
评成绩达到 6.5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莱斯特大学学习 2 年，顺利完成学业者将获该校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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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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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埃塞克斯大学

大学简介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是一所以科研为导向的综合型大学，拥有来自全球 130 多个国家，超过 13000 名的在校学生。学校
建校至今共培养出 3 位诺贝尔奖得主。2017 年泰晤士综合排名第 30 位， 2017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330。埃塞克斯大学
商学院是埃塞克斯大学最大的系，也是学术实力全英前 20 的商学院，在 2016 年 QS 世界排名中，埃塞克斯商学院的部分
课程成功跻身世界前 100 位。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埃塞克斯大学主校区位于科尔切斯特镇（Colchester）, 是英国最为古老的小镇，总人口不超过 20 万，是整个英国最
为安全的地区之一。科尔切斯特镇距离伦敦市中心 55 英里，坐火车在 1 小时内就能到达。

专业介绍
■ UK0301 商科
（主修方向：会计与金融、银行金融学、会计经济学、会计学、金融学、商务行政管理（Business Administration）、市场营销、
商务管理、经济学）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1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5 分，核心专业课不低于 8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写作不低于 5.5 分），前往埃塞克斯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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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考文垂大学
大学简介
英国考文垂大学是一所国立大学（公立大学），至今已有 170 余年历史，目前在校学生总数超过 24000 名，其中包括
7000 余名国际学生，1500 余名中国留学生。考文垂大学共有 4 个校区，分别为位于考文垂市中心的考文垂校区，位于伦敦
金融城的伦敦校区和位于英格兰北约克郡的斯卡伯勒校区。在 2016-2017 年《卫报》排名中，考文垂大学位居全英高校第
15 位，超过罗素集团高校联盟中大部分大学。在 2016 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杂志排名中，考文垂大学位居全英第 23 位。
在 2015 年《泰晤士报》排名中，考文垂大学被评为年度最佳学生体验大学。2017 年，考文垂大学再次获得中留服所颁发
的“2016 年度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大奖，成为唯一一家两次获此殊荣的海外大学。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考文垂市位于英国英格兰的心脏地带，距离伯明翰国际机场 20 分钟车程，离英国首府伦敦也仅需 60 分钟火车车程。作
为英国现代汽车工业的发祥地，拥有世界上最大收藏英制汽车的交通博物馆。

专业介绍
■ UK0401 国际商务
此专业主要着眼于全球经济背景下的商务运作，授课内容涉及商务领域的方方面面，较为宽泛，能为学生搭建一个较为
基础的商务知识平台。相关专业排名：《卫报》2016 年全英第 20 位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1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考文垂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且享
受校友学费折扣。

■ UK0402 会计与金融
此专业注重基础课程学习以及相关专业技能的培养，修读此专业按照要求完成相应课程的学生均可以在报考 ACCA 和
CIMA 时享受课程减免。相关专业排名：《卫报》2016 年全英第 7 位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1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考文垂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且享
受校友学费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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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K0403 国际会展与酒店管理
此专业主要涉及在国际背景下的会展与酒店管理知识的学习与实践，其中包括一些真实的会展与酒店管理体验为学生积
累较多的时间操作经验。相关专业排名：《卫报》2016 年全英第 2 位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1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考文垂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且享
受校友学费折扣。

■ COM0101 计算机方向（主修方向：计算机科学、数学和数据分析）
计算机科学
本专业课程由英国计算机协会认证，满足英国注册专业信息技术人员的所有标准。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将会接触
到编程、计算机体系结构、软件系统设计、应用测试等。学生在校期间享有微软开发软件的免费使用权以及有机会进入
CISCO、Microsoft UK、Intel 等企业实习

数学和数据分析
复杂的数据分析是现代社会急需的，而本专业提供了这个领域的专业训练，其包括数学数据分析、计算机科技分析等现
代数据分析方法。运用这些方法，学生将解决多样的工、商业棘手问题，例如信息技术、健康管理、竞技体育、金融及市场
分析等。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1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考文垂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且享
受校友学费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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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中央兰开夏大学
大学简介
中央兰开夏大学成立于 1828 年，英文全名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UCLan)，是一所英国百年公立大学。
大学的宗旨是确保最好的设施，教学和服务，以帮助学生取得成功。
UCLan 的国际商务以及媒体类专业历史悠久。由于其学生在国际商务、媒体、酒店管理等专业的优秀以及学校自身的
财力和业内口碑，中央兰开夏大学与美国迪斯尼集团，英国广播电视台 (BBC)，万豪集团等跨国集团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以供在校生获得实习机会。2015 年卫报商务管理营销大类排名第 50 位，学生满意度极高；新闻专业在英国名列前茅，英国
质量保证局 (QAA) 为本专业的评分为 22 分 （24 分为满分）。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大学主校区位于兰开夏郡普雷斯顿市中心。普雷斯顿（Preston）是北英格兰最受人钟爱的城市之一，其悠久的历史可
追溯到 1179 年。普雷斯顿市人口约有 15 万，交通便利，距伦敦乘火车 2 小时，距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乘火车 40 分钟。大学
离海滨，只有 30 分钟的路程；离风景秀丽的湖区和约克郡山谷区国家公园有一小时的路程；大学校园一英里范围内就有三
个大型的公园。

专业介绍
■ UK0501 国际商务文化
国际商务交流本科专业学习商务，营销与沟通方面的基本原理，围绕国际商务英语，商务入门和国际商务企业三个领域
系统掌握相关技巧和知识。国际商务企业课程集中关注创立企业的实用性知识。学生会运用所学知识结合大量团队的创造性
想法在校园内用三周的时间创立他们自己的企业。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前往中央兰开夏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
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 UK0502 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本科将学习商务，金融与管理方面的基本原理。围绕国际商务英语，国际商务会计与经济和国际商务企业三个
领域加深掌握相关基本原理。国际商务企业课程集中关注创立企业的实用性知识。学生会运用所学知识结合大量团队的创造
性想法在校园内用三周的时间创立他们自己的企业。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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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前往中央兰开夏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
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 UK0503 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本科将学习新闻报道与新闻写作的基本原理，同时对学生的英语语言进行强化训练以及培养学术学习技能。着
重提高学生的英语和学术技巧以及新闻翻译的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前往中央兰开夏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
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 COM0101 计算机学（Computing）
计算机专业高度重视实践的理念贯穿整个教学，与行业紧密联系，学生获得 100% 的实习面试机会。卓越的科研获取世
界顶级机构 NASA 合作机会。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65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中央兰开夏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奖学金设置
国际商务文化、国际商务、国际新闻专业排名第一并且所有课程成绩达到 60 分以上的，可以申请 1000 英镑的兰开夏
荣誉学生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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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朴茨茅斯大学
大学简介
朴茨茅斯大学始建于 1869 年，自 1992 年改为综合性多科大学以来，已成为英国规模较大的大学之一，学生总数超
过 23000 名，其中包括来自 140 个国家的近 4000 名国际学生。大学共设有五个学院（商学院，创意与文化产业学院、人
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颁发从学士到博士覆盖 430 多个不同专业的学位证书。在 2016 泰晤士全英新兴
大学（Modern University）排名前十。2017 年英国卫报全英综合排名第 43 位。2015 年《泰晤士时报》全球综合排名前
400。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朴茨茅斯位于英格兰南部海滨，是全英平均日照最长的城市。朴茨茅斯市交通便捷，距离伦敦仅一个多小时车程；每日
轮渡直达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同时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大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也是现代英国皇家海军基地所在地。由多
家跨国公司（包括 IBM 欧洲总部、英国航空、福特、苏黎世保险等）在朴茨茅斯设立办事机构，就业及兼职机会丰富，毕业
生就业率比全英大学平均水平高出 7 个百分点。

专业介绍
■ UK0701 商科（主修方向：国际商务交流 / 国际贸易与商务交流 / 国际贸易、物流与商务交流 / 物流与商务交流）
国际商务交流 :
此专业旨在提升商务交流水平，学生将熟悉商务环境中口语及书面表达，在多文化环境中无障碍沟通。

国际贸易与商务交流 :
此专业在商务交流的基础上同时学习国际贸易领域相关内容、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重要性，涉及国际贸易中的跨
文化交流与管理等内容。

国际贸易、物流与商务交流：
此专业同时涉及商务交流、国际贸易与物流三方面的内容，此三方面互相支持，探索物流和商务交流在国际贸易环境中
的理论研究与应用。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朴次茅斯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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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0101 计算机（主修方向：计算机科学 / 软件工程 / 计算机法证 / 计算机学）
计算机科学 BSc Computer Science：
通过对计算机硬件、软件、编程和信息处理的学习，此专业将从技术层面深入学习计算机系统设计，让学生对计算机和
信息系统的开发和管理有广泛的了解，以及它们如何在商业环境中运作。此专业受到英国计算机协会的认证，毕业生将可达
到英国认证科学家 / 工程师的要求。

软件工程 BSc Software Engineering：
通过对编程技术和软件工程原理的学习，学生可以将理论付诸实践，同时应用各种软件技术来解决复杂的问题。软件工
程师在处理技术知识、创造性和与人交往中发挥着实用的、创造性的和有益的作用。此专业受到英国计算机协会的认证，毕
业生将可达到英国认证科学家 / 工程师的要求。

计算机法证 BSc Forensic Computing：
此专业提供计算机学的大量核心课程，为致力于成为计算机取证调查员的学生，传授计算机学原理、技术及处理过程等
知识。在刑事调查中运用数字媒体技术和数字证据来定罪。学生将学习大量的实践技能，在专业的法医实验室运用电子设备
进行法医检查。此专业受到英国计算机协会的认证，毕业生将可达到英国认证科学家 / 工程师的要求。

计算机学 BSc Computing：
此专业将学习计算机工程原理、编程、数据库设计、网页制作和信息系统等课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愿望和兴趣选择自
己的学习路径，掌握计算机语言，能够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畅通无阻。此专业受到英国计算机协会的认证，毕业生将可达到
英国认证科学家 / 工程师的要求。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65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朴茨茅斯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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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格鲁斯特大学
大学简介
格鲁斯特大学建校于 1834 年，拥有多年的高等教育科研历史。学校不仅拥有卓越的学术能力，同时还重视帮助学生实
现其潜能。学校以创新、高质量的教学与学习设施、优秀的学生支持，较高的毕业生就业率，现在已经发展成一所具有出色
教学质量的现代化大学。国际学生服务标志调查 2015 年秋季（ISB survey results from Autumn 2015）结果显示，学习支持、
生活环境及对国际学生的支持三项指标位居全英第一。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学校位于英格兰西南地区，是英国著名的风景如画的科茨沃尔德地区，风光无比秀丽，每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600
万游客来此观光。格鲁斯特大学距离伦敦仅 2 小时车程。

专业介绍
■ UK0601 国际商务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得到大量的支持，可获得在专业相关企业的实习机会。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格鲁斯特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 UK0602 会计与金融
学校是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金牌认证学习合作伙伴，本科学位包括 ACCA F1-F9 的免考。专业 2016
年排名第 20。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可获得在会计相关企业的实习机会。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格鲁斯特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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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威斯敏斯特大学

大学简介
威斯敏斯特大学创立于 1838 年，该校现有来自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 万多名学生。《金融时报》连续 4 年将该校列为英国顶尖的“现代”大学。
2016《泰晤士报》将其列为国际化程度全球前 100 的大学，2016 年和 2017 年 QS 传媒专业世界排名分别为第 29 位和第 47 位。传媒学院约 65%
的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媒体或艺术领域工作，广泛就职于 BBC、CNN、中国中央电视台、深圳广电集团和中国日报等知名媒体机构。威斯敏斯特大
学传媒艺术设计学院还拥有全英唯一的中国传媒中心，该中心多年来还一直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上海广电集团和湖南广电，以及英国
外交部等机构，提供培训课程，培养电视制作领域的相关人才。传媒学院被业内机构评为英国顶级媒体教学学院之一。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伦敦是世界的政治、文化中心，更是世界的金融及商业中心。威斯敏斯特大学与众多英国及国际企业长期稳固地开展多方面合作项目，可以为学
生提供众多的商业实习资源，让学生在赴英学习期间得以获得丰富的实习及工作经验。威斯敏斯特大学位于英国伦敦的市中心，步行可至议会大厦、
大英博物馆等多个伦敦地标性建筑。

专业介绍
■ UK0801 国际商务 / 国际商务与会计
国际商务：
本专业旨在让学生对全球化商业背景具有所了解，对于全球化商业发展趋势有所体会，以及对于跨国商业运作有所熟悉。在对于全球化商业领域
具备一定的了解和熟悉的基础上，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进行重点学习和研究。威斯敏斯特大学商学院地处伦敦市中心，能为学生在课内和课外
提供各种实习项目及工作，将所学理论知识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实践和应用，以便于帮助学生为毕业后的职业生涯奠定更加厚实的基础。

国际商务与会计：
本专业将着重对学生进行会计和金融方面的教学，主要针对对于会计金融方面特别感兴趣的学生。课内实践方面威斯敏斯特商学院还为金融方面
学生引进彭博系统（Bloomberg system），该系统相关一切数据均为伦敦证券交易所实时真实数据，学生通过对该系统的学习及操作将帮助他们在
相关领域收获丰富的实战经验。

入读要求：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威斯敏斯特大学学习 2 年，获威斯敏斯特大学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威斯敏斯特大学硕士学位。

■ UK0802 数字媒体传播学
本专业是 21 世纪新兴的传播学课程，它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媒体行业，而是先进科技、传媒行业与传播手段在概念上的融合，旨在培养学生了解
网络数字媒体的产生，分化和应用，掌握熟练的研究技巧，具有批判性的思想以与创造性的沟通能力。学生通过学习前沿的数字媒体理论，开发专业
水准的网站以及策划与完成原创的研究项目，使他们在就业时脱颖而出，在创意产业、媒体行业以及广泛的行业中取得成功。

入读要求：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8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5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均不低于 6.0
分），前往威斯敏斯特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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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贝特福德大学
大学简介
贝德福特大学的前身是鲁顿高等教育学院，教授本科学位课程的历史达 40 年之久。1993 年因教学成绩突出，鲁顿大学在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
亲准下，晋升为国家级综合性大学。2006 年 8 月鲁顿大学与德蒙福特大学贝德福特校区合并成为一所新大学，命名为贝德福特大学。贝德福特大学
是当前贝德福特郡最大的提供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的高等院校。
贝德福特大学拥有六大校区，四大学院，九所研究院。本科、研究生、博士生课程兼备，学科齐全。贝德福特大学以其良好的信誉，优越的教学
质量和教学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来此求学。全校 2 万多名学生中 , 有近 3000 名国际学生来自世界各地。现在英国贝德福特大学已成为
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的大学。贝德福特大学的课程设置注重实践，与英国各类公司有密切的衔接，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更为广泛的行业培训和认
证课程。贝特福德大学 95% 的毕业生在毕业后 6 个月内都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或继续深造。贝特福德大学在 2011 年 7 月被授予企业女王奖。该奖项
是专门授予在国际贸易、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有杰出成就的企业的奖项。2013 年，贝特福德大学再次荣得女王纪年大奖，该奖项是对我校开拓性
研究的高度认可。这是英国高校可获得的国家级最高认可。
贝德福特大学正在大规模扩展，截至到 2016 年， 我校完成了在多个校区超过一千八百多万英镑的投资。设施包括全新现代化的图书馆，学生宿
舍， 研究生教学楼，媒体艺术中心及实验室等。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贝德福特大学坐落于伦敦、牛津与剑桥的学术金三角区中心，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贝德福特大学具备了独特并且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主校区鲁
顿校区位于伦敦以北 30 英里，第二校区贝德福特校区位于伦敦以北 50 英里。交通及其便利，前往伦敦只需 22 分钟火车车程。公路、铁路及航空运
输都十分畅通，学校附近设有便利的大型购物中心、地区体育中心以及伦敦鲁顿国际机场，是一个聚集娱乐与文化设施于一身的动感城市。

专业介绍
■ UK0901 商科（主修方向：国际商务 / 人力资源管理 / 会计 / 会计和金融 / 会计与管理 / 国际金融与银行 / 商业管理）
■ COM0101 计算机
（主修方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 计算机网络 / 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机器人 / 计算机安全与取证 / 计算机与数据科学 / 信息
与数据系统 / 计算机与数学 / 软件工程 / 电子工程 / 电信与网络工程 / 计算机系统工程）

■ UK0902 传媒（主修方向：媒体交流 ——广播方向 / 媒体交流 ——新闻方向）
入读要求：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贝特福德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奖学金
广外国际学院为该项目学生提供特别奖学金。学生在 2 年内通过所有课程，成功申请并入读英国贝特福德大学，可申请特别奖学金，具体要求和
奖学金金额如下：
1. 雅思总分 6（单项不低于 5.5）可获得额外 1000 英镑奖学金和 500 英镑实习工资；
2. 雅思总分 5.5（单项不低于 5.5）可获得额外 500 英镑奖学金和 500 英镑实习工资；
3. 贝特福德大学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八周免费语言班，帮助学生更快适应英国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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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

大学简介
澳洲昆士兰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建校于 1910 年，昆士兰大学是澳洲“八大名校”（Go8）创始院校之一，全澳洲
相当大部分的大学研究都是在这八所顶尖大学进行的。昆士兰大学是 Universitas 21（领先研究型大学精英国际联盟）仅有
的三家澳洲会员院校之一。该校教师获得的全国性教学奖项领先于澳大利亚其他大学，所获得的教学委员会学生教学杰出贡
献奖次数全澳第一。昆士兰大学商学、经济及法律学院（Faculty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Law）位于以风景优美而
著称的布里斯班 St Lucia 校区。昆士兰大学商学院是澳大利亚首家荣获世界顶级认证机构双认证的商学院（美国国际商学院
联合会 AACSB International 认证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QUIS 认证）。昆士兰大学 2017 年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榜中名
列第 51 名，昆士兰大学在 2015 年 U.S. News 全球最佳大学排行榜名列第 52 位；昆士兰大学的会计和金融专业在 2015
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榜排名第 28 位。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昆士兰大学位于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布里斯班有超过 200 万人口，被认为是全世界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
附近闻名世界的黄金海岸、阳光海岸和乡村风光使布里斯班成为广受欢迎的度假胜地。从这座现代化的亚热带城市乘飞机只
要几小时就可到达澳大利亚历史悠久的大堡礁及广阔的沙漠。

专业介绍
■ AU0101 商科
（主修方向：广告学 / 企业经济学 / 商业信息系统 / 人力资源管理 / 国际商务 / 市场营销 / 房地产和可持续发展 / 会计学 / 商业
信息系统 / 金融学 / 经济与公共政策 / 国际贸易与金融 / 自然资源与环境 / 会展管理 / 酒店管理 / 旅游管理）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1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8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5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6.0 分），前往昆士兰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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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昆士兰科技大学
大学简介
昆士兰科技大学（QUT）是澳大利亚的一流高等学府，有近 5 万名学生，拥有出色的毕业生就业率、良好的国际业界关系、
以及世界知名的应用科研实力， 88% 以上的科研达到或超越世界平均水准 (ERA)，在全球建校 50 年以内新兴大学中排名
全球前 30(QS 2016)。QUT 的商学院是澳大利亚第一所同时拥有全球三大顶级认证机构（AMBA、EQUIS、AACSB）权
威认可的“三桂冠”商学院。全球仅有少于 1% 的商学院同时有此三大认证。昆士兰科技大学拥有一流的教学和生活设施。
先进的教学大楼与传统的历史保护建筑交相辉映。学校共有 2 个校区，均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首府布里斯班市中心。在
2016 年《QS 世界大学排名》中，QUT 多个专业获得全球领先排名：媒体与传播列澳洲第一，全球 21 位、会计及教育列
全球前 100 位、商务与管理、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皆列全球前 150 位。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昆士兰科技大学位于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布里斯班有超过 200 万人口，被认为是全世界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
一。附近闻名世界的黄金海岸、阳光海岸和乡村风光使布里斯班成为广受欢迎的度假胜地。从这座现代化的亚热带城市乘飞
机只要几小时就可到达澳大利亚历史悠久的大堡礁及广阔的沙漠。

专业介绍
■ AU0101 商科（主修方向：会计 / 经济学 / 金融学 / 人力资源管理 / 国际商务 / 市场营销 / 公共关系 / 管理）
会计：此课程为学生从事会计相关工作而设，提供扎实的基础课程以及全面的专业技能，课程期间为学生积累案例经验
和最新的专业知识，学生在课程完成后可获得 CPA、ACCA 和 CIMA 职业认证的相应课程减免。

广告：此专业旨在培养学生的广告、写作、媒体企划和营销等方面的技能。学生毕业后就业方向为广告业务代表、创
意作家、媒体行业专员、出版专员等，还可成为 APGA、AW、ADA 和 ADMA 等协会成员。此专业需在昆士兰科技大学
学习 2 年半。

经济学： 此专业包括两个方向：定量与政策（应用）。两个方向都旨在培养学生对经济学概念的专业理解与实际应
用能力，帮助学生获得分析相关现象的能力，包括通货膨胀、税率、竞争、商业策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时政问题和失
业现象等。

金融：此专业旨在培养学生理解、分析和管理主要金融决策、问题和风险的能力，学习金融领域的核心概念和技能，包
括项目评估、资金结构、安全分析和定价、国际金融和风险管理等。

人力资源：此专业旨在培养学生在企事业单位中人员管理的技能，包括招聘、绩效、雇佣关系和员工培养。在学习过
程中研究真实案例和项目，将专业知识应用到企业人员管理政策的研究中，并且将自我管理和管理他人的技能运用到企业人
员绩效考核、个性培养、人际关系和团队技巧中。

国际商务：此专业旨在培养学生的国际行业技能，包括贸易流程、物流、沟通技巧、语言、海外商务策略等。通过真
实的商务案例，学习策划、决策和管理，包括进口、出口、物流和市场等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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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此专业帮助学生掌握从产品到服务的全方位知识，最新的电子营销策略和整合营销沟通。学习真实行业案例，
分析消费者行为，设计和实践市场调研。

公共关系：此专业旨在教授学生如何开展建立企业间的关系，媒体联系，公关决策等。课程受相关职业认证。毕业生
可从事传媒顾问、企业公关专员、公关顾问、广告专员等工作。此专业需在昆士兰科技大学学习 2 年半。

管理：此专业旨在培养学生在职业和行业中的管理技能，包括决策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学生在课
程期间通过研究真实案例培养自己对企业、创新、跨文化交流的理解。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1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昆士兰科技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 AU0102 创意产业学士
（主修方向：动画 / 娱乐产业 / 时尚传播 / 电影电视 / 交互设计 / 新闻 / 媒体与传播 / 艺术与设计史 / 创意与职业写作 / 戏剧 /
舞蹈学 / 音乐 / 文学）

动画：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动漫知识技能，其中包括平面绘画、三维动画、视觉效果、动态捕捉、虚拟环境实时建模和后
期制作等。

娱乐产业：该专业融会娱乐产业、商业和娱乐法律法规专业知识，重点培养娱乐制作人。学生将多方位了解全球娱乐
产业的现状与未来走向。

时尚传播：带领学生探索最前卫的品牌化战略、分析时尚产业的发展趋势、学习品牌的开发、市场定位及推广等。
电影电视：结合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着力培养学生在电影电视制作方面的创意技能、组织能力以及将现代科技充分
运用于影视行业的融会贯通能力。

交互设计：从传统印刷媒体、网页、移动媒体和电脑游戏平台等方面培养学生现代化的设计技能与创新意识，为学生
在市场营销、网页设计、电子出版、交互设计和游戏设计等方面的职业生涯做准备。

新闻：多方面培养学生对新闻业的了解与兴趣，其中包括新闻研究、新闻写作与编辑、新闻版面制作、定稿及发布等。
媒体与传播：多角度解析媒体与传播行业，培养学生建立并维持公司 / 组织的媒体形象与社会影响。
艺术与设计史：学习艺术设计发展史、进行复杂的可视化分析、欣赏及评论艺术设计作品等。学生就业方向包括策展、
艺术或设计评论、艺术管理等等。

创意和专业写作：学习各种流派的写作手法包括小说、创意型非小说、媒体写作、企业写作和编辑等。增强学生开发、
适应不同形式的创意和专业写作的能力。

舞蹈学：学习现代舞、芭蕾等多种舞蹈形式，培养学生的舞蹈制作能力并增进学生对舞蹈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了解。
本专业需要舞蹈基础知识、技能和体能。

戏剧：在高度结合理论与表演实践的课堂环境下学习戏剧演艺、导演、现代表演艺术、节目管理和表演创新等。
音乐：将音乐与当代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融合，培养学生成为音乐领域的管理者、商业运作者以及音乐节目的组织者。
文学：学习从莎士比亚到 19、20 世纪世界著名的文学作品与文化，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以及批判性思维，从而增强学生
在写作、文本分析和研究方面的知识技能。

■ AU0103 媒体与传媒学士
接触讯息的各种传播途径与渠道，比如电影、电视、广播、传统印刷媒体、互联网、移动通信、广告、音乐等。学生将
同时学习对媒体及其相关政策的研究，从而更好地理解媒体的工作原理及其对社会舆论的影响。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1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5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6.0 分），前往昆士兰科技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 COM0101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这一专业注重科技的运作，培养学生运用软硬件来设计与构建系统，从而解决复杂的问题。你将会学习
编程、软件设计、互联网科技，以及不同硬件系统的设计。除了特定的领域之外，该专业还可以应用到包括信息检索、网络
搜索引擎在内的大规模信息管理中去。

产学结合（Work Integrated Learning ）：产学结合模式是一种在工作环境下进行的专业化的理论以及实践
学习。该模式贯穿在学生的整个课程之中。毕业项目旨在集合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且运用到以业界为导向的项目中去。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5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6.0 分），前往昆士兰科技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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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悉尼科技大学
Image: Andrew Worssam

大学简介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是一所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现代化创新型大学，位于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学校以实践为导向的教
学理念，被 QS 全球大学排名认定为五星级大学，其排名包括：2016 年 QS 全球综合排名第 193 位；QS 全球建校 50 年
以内年轻大学排名第 8 位，澳洲第 1 位；2017 年泰晤士报全球年轻大学排名第 15 位，澳洲第 1 位。悉尼科技大学的课程
覆盖商科、传播学、设计、教育、工程、卫生保健、信息技术、法学、理学等领域，其中会计和金融专业在 2016 年 QS 世
界大学学科排行榜中名列第 49 位，计算机及信息科学技术排名世界前 100 位。悉尼科技大学的授课模式以实践为导向，以
雄厚的科研实力为基础，立足于全球视野，为社会培养适应职场且德才兼备的毕业生。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悉尼科技大学坐落于以多元文化而著称的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悉尼，悉尼有着大都市的繁华气息同时被海港海滩环绕，
这使其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悉尼在澳大利亚的地位举足轻重，是澳大利亚物流和贸易的门户，高度发达
的金融业，制造业和旅游业是悉尼市场经济的主体。悉尼科技大学的校园紧邻悉尼中央商业区南端，悉尼中央商业区是全澳
产业的枢纽，汇集了众多从事商业、设计、金融服务、法律、媒体和信息产业的大型跨国公司。

专业介绍
■信息技术（主修方向：商业信息系统管理、数据分析、企业系统开发、互动设计、互联网及应用程序开发）
商业信息系统管理：在商业信息系统管理专业中，学生将学习如何使用适当的方法为所有类型的业务活动设计以客户
为中心的运作模式，维护知识共享关系，以及提供业务协作和战略管理方案。

数据分析：本专业将数学和信息技术基础整合到业务分析系统的开发和应用中。数据分析是一个新兴的、快速发展的
领域，在该领域中，数学和统计方法与强大的信息技术相互作用，以改善企业的海量数据流。

企业系统开发：本专业介绍开发应用软件的实践及其技术架构，学生通过应用计算机科学、项目管理等领域的技术和
实践去学习如何构建软件，从而给出业务解决方案。

交互设计：本专业毕业生将对数字技术如何塑造日常生活有深入的了解，学生将通过以人为本的方法来学习技术的设
计和创新，从而提供一个有效的、负责的且可持续的交互关系。

互联网及应用程序开发：本专业为学生教授网络设计、应用开发、以及技术服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学生将学习互
联网设计，包括其架构、协议和组件，通过应用软件工具和编程的方法，创建出设计精良且安全的网络。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到达国际本科项目 A1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成绩达到学术类 6.0 分（写作单项不低于 6.0 分），
前往悉尼科技大学学习 2 年，获得悉尼科技大学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悉尼科技大学硕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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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纽卡斯尔大学

大学简介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是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的公立大学，距离悉尼北部约 150 公里处。纽卡斯尔大学建校于 1965
年，是隶属于澳大利亚政府的著名大学。目前在校学生 22000 人，其中国际留学生 3000 人。纽卡斯尔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
已有 21 年的历史，持有该学院 MBA 学位的学生，将有资格成为澳大利亚工商管理学会 (CMAA) 的成员。多年来纽卡斯尔
大学的科研资金排名始终处于前十名，也是国际公认的优秀科研中心。自建校以来，纽卡斯尔大学一向校风严谨，教学质量
优良，在澳大利亚有着很高的声誉，该校在 2016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第 256 名。中国著名企业家马云于 2017 年 2 月捐款
2000 万美元于该校设立马云—莫里奖学金。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纽卡斯尔是新南威尔士州的第二大城市，位于悉尼北部约 150 公里，冬季气温为 10~18℃，夏季气温为 20~28℃。这
里交通便利，纽卡斯尔的两个机场，提供来往各城市之间的服务。

专业介绍
■ AU0101 商科（主修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 市场营销 / 旅游 / 国际商务 / 创业与创新领导力与管理）
创业与创新： 此为纽卡斯尔大学商务学位中的一个主要发展的新专业。这个专业主要帮助学生开拓对于经济发展的思
维，在商业环境下思考问题更加地具有独特性、创造性和可行性。学生将会在未来的商业环境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如果学
生有兴趣自主创业，此专业将为学生内的学科都将为学生打下扎实的基础和专业的理念。

领导力与管理：此专业是为了那些未来有想法从事管理和市场营销的学生专门开设的。在澳大利亚，此专业一直是最
受学生欢迎的选择之一，它能教给学生一些实际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帮助学生在未来从事需要管理和领导的职业中有更好的
发展前景。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1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纽卡斯尔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奖学金
广外国际学院为该项目学生提供特别奖学金。学生在 2 年内通过所有课程，成功申请并入读纽卡斯尔大学，可申请纽卡
斯尔大学第一年学费 10% 的特别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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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惠灵顿
维多利亚大学
大学简介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坐落在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新西兰是全球排名前四位的最和平安全的国家之一。它美丽的自然
风光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该校商学院拥有三皇冠认证（EQUIS、AACSB (Business) 和 AMBA），在全世界
7000 多所商学院中，仅 72 所拿到三认证，该校在 2016 QS 世界大学综合排名 229。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惠灵顿位于新西兰首都，被誉为全世界最酷的小首都。这里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创新文化的摇篮，吸引来自世界各地
的年轻人到此实现他们的梦想。惠灵顿是一个文化多样性、充满创新力和包容力的城市，市政府也在每年推出活动年表，鼓
励年轻人参与各种丰富的活动，培养他们的兴趣，发挥他们的才能。惠灵顿交通便利，公共交通设施也非常发达。

专业介绍
■ AU0101 商科
（主修方向：会计 / 保险精算学 / 商业法律 / 经济学 / 金融学 / 人力资源管理和劳资关系 / 国际商务 / 管理学 / 市场营销 / 税务学）

保险精算科学：我们目前生活的世界，对风险的存在意识越来越高。无论是自然灾害，比如地震、风暴，还是个人风险，
比如健康、疾病、生活方式或者投资及资产管理相关的财务风险，都需要我们注意。对风险的分析、预测和管理的知识对我
们越来越重要。精算学就是从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中衍生出来的，用科学的模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分析和管理的一门学科。

商业法律： 在维多利亚大学，商业法律这个学科为学生了解当今世界的商业法律规则奠定基础。它包含了合同法、公
司法、合伙法、消费法、劳动法及市场法等重要领域，同时也涉及到时下发展最快的电子商务法规。

税务学：税务学专业涉及新西兰的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制度，包括 GST 政策、国际税法，税收协定及政策和税收管理
的发展实践等方向。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1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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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纽约州立
奥尔巴尼大学

大学简介
纽约州立奥尔巴尼大学位于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市，学生数量超过 17000 名，是一所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美国新
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 2016 年美国大学综合排名 123，2017 美国公立大学排名 74。纽约州立
奥尔巴尼大学开设 120 个本科专业和辅修科目以及超过 125 个研究生项目供学生选择。许多专业都在美国名列前茅，其中
包括刑事司法，信息和技术管理（信息学），公共行政，社会福利，公共卫生和社会学。来自 48 个州和 96 个国家的学生和
教师拥有不同的的视角和生活经历，能为学生提供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促进学习。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纽约州立奥尔巴尼大学位于纽约首府，往东开车 3 小时可到波士顿，往南 3 小时到纽约市，往北 4 小时就可以抵达加拿
大的蒙特利尔市，交通十分方便。该校区离奥尔巴尼机场仅 15 分钟车程。该地区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和娱乐中心，学
校比邻纽约州立博物馆和图书馆以及东北部主要的娱乐和体育场馆——时代联合中心。附近还有伯克夏尔山，卡兹奇山，萨
拉托加和阿第伦达克山脉，这些地方都是著名的娱乐与文化场所。

专业介绍
■ US0101 金融市场监管、会计、工商管理、计算机取证、刑事司法、生物仪器、人类发展、公共卫生、
社会福利等 100 多个专业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85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均
不低于 6.0 分），前往纽约州立奥尔巴尼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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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哈町大学
大学简介
哈町大学始建于 1924 年 , 是美国南部著名的私立大学。连续 21 年被美国新闻及世界报道周刊（U.S. News &World
Report）评选为南部顶级综合大学，排名 22，以及基于教学质量与学费排名的最有价值大学（Great Schools, Great
Prices）第 4 名，并被列入最优秀大学（A Plus Schools）名单。哈町大学校园环境秀丽怡人，被评为 NCAA ( 全美大
学生运动联盟 ) 二级联盟最美校园排名第 4。哈町大学本、硕两级教育项目均获全美高等教育委员会（Higher Learning
Commission）认证。哈町大学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超过 80% 的大学教授及讲师拥有博士文凭，教学以及科研能力在美
国处于中上水平，并且哈町大学课程 100% 由教授亲自授课。目前，哈町大学在校学生接近 7000 人，分别来自美国 50 个
州及世界上 52 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学生比例仅为 4%，为中国学生提供了纯正的语言学习环境。学生获得学生签证并完成学
业后，可选择留在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实习（OPT），并有机会获得长期留美工作机会。哈町大学以优良的学风著称，注重
学生的道德与专业知识双向平衡发展。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哈町大学坐落于美国中南部美丽的阿肯色州，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故乡，也是世界最大零售商沃尔玛总部及世界最大
肉类供应生产商泰森食品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专业介绍
■ US0101 商科
（主修方向：会计学 / 经济学 / 金融学 / 医疗管理学 / 国际商务 / 管理学 / 信息管理系统 / 市场营销学）
哈町大学商学院是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Business Schools and Programs（ACBSP）商学联盟的认证成员。
哈町大学商学院教授均拥有多年社会工作经验，为他们传授理论知识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撑，向学生们提供大量宝贵的真实案
例分析以及社会经历的分享。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哈町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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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0103 声乐 /US0104 钢琴
本专业旨在培养出专业表演或音乐教育人才。教学楼内配备有专业的声乐练习室，配有有苹果电脑以及雅马哈琴的音乐
创作室，以及直立式钢琴、平台式钢琴，和电子钢琴的私人练习室，为音乐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专业的学习环境。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哈町大学学习 2 年，获哈町大学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哈町大学硕士学位。

■ US0102 平面设计
哈町大学平面设计专业涵盖了平面设计、素描、颜色理论、摄影等实用课程，学院有专用电脑室免费向平面设计专业学
生开放。平面设计是该校热门专业之一，具有稳定良好的发展前景。哈町大学要求平面设计学生入学时已拥有作品（集），
并能用英语陈述设计原理。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哈町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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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加州州立
蒙特利湾大学
大学简介
加州州立蒙特利湾大学（CSUMB）建校于 1994 年，为加州州立大学 23 所分校之一，在校学生约 5732 人。学生学术
和文体活动丰富。另外，学校宿舍也提供美丽的海景供学生观赏，学校是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最适宜居住的大学之一。
学校为学生提供相当丰富的资源，无线校园建设在全美处于领先水平，更被英特尔公司评比为全美第 12 名。学校内的
高科技科学计算中心（The Chapman Science Academic Center）于 2003 年正式启用。2008 年，造价六千四百万美元
的图书馆 Tanimura & Antle Family Family Memorial Library 正式启用。2017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将该校评为西部地区大学第 58 名，西部的地区公立大学第 13 名。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蒙特利是前加州州府所在地，距离加州硅谷约一小时车程，距旧金山市两小时车程，是北加州最著名的海滨度假胜地。
蒙特利湾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洋生态保育区之一，沿着美国西部黄金海岸北上，就可以抵达漂亮迷人的蒙特利半岛。

专业介绍
■ US0101 会计、国际商务、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医疗管理等 72 个专业，详情请阅
https://csumb.edu/international/academics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5.5 分，前往加州州立蒙特
利湾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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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加州州立
弗雷斯诺大学

大学简介
美国加州州立弗雷斯诺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resno，简称 Fresno State)，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系统
23 所分校之一，学校具有国家认可的教学、应用研究水平。学校常年被“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评为“全美最优秀 60 所研
究生院”之一的大学，学校现有在校学生 24000 人。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弗雷斯诺是个多民族的城市，全市人口约有 60 万。从弗雷斯诺出发不到 4 个小时即可到达旧金山、洛杉矶、蒙特雷半岛、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国王峡谷国家公园和红杉国家公园。加州弗雷斯诺市位于加州中央峡谷的中心地带，有弗雷斯诺约塞米
蒂国际机场，弗雷斯诺市距旧金山 306 公里，距洛杉矶 354 公里，驱车到达两地分别只需 3 小时和 3.75 小时。

专业介绍
■ US0101 国际商务 / 商务管理
本专业培养学生掌握工商管理专业知识、技巧，使学生有能力担任公司和企业的领导者。专业设置将理论、技巧的发展
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学生自选的实习项目也包括在学习范围之内。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0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5.5 分），前往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
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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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约克大学
大学简介
大学建校于 1959 年。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53,000 余名，是加拿大规模第三大的大学。全校共有两个校区：基尔校区 ( 加
拿大最大的校园 ) 和格兰登校区（坐落于加拿大最大的华人聚居区万锦市的第三校区正在建设之中）。2015 年英国泰晤士报
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中列 225 位，其中文科、社科类专业排名高居全球前 100；在 2016 年泰晤士报对加拿大大学毕业生就业
的专项排名中高居前 5；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在《经济学人》杂志世界商学院排名中位列加拿大第一，世界第 22 位；奥
斯古德霍尔法学院在加拿大法学院排名中一直处于前两名的位置；约克大学的艺术设计和媒体学院被纽约时报称赞为‘北方
的茱莉亚学院’；另外，约克拥有加拿大唯一的空间工程专业，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火星登陆计划的加拿大合作伙伴。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约克大学位于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安大略省首府多伦多市，大多伦多地区人口约为 600 万，是北美第三大城市，被评为
2014 年全球最宜居城市。多伦多是加经济、金融、制造业、商业、文化和教育卫生中心，1996 年在美国《幸福》杂志的评
比中荣膺全球最佳商业城市，该杂志评选的全球 500 家大公司中的加拿大公司一半位于多伦多。

专业介绍
■ CA0201 可选约克大学商学 ( 会计、金融、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等 )；经济学；传播学；文化和表达；
历史；法律与政治；哲学；社会学；语言学；数字媒体；信息技术；计算机科学；数学与统计学；生物学；
化学；地理；地球与太空科学；物理与天文学；教育；环保研究；健康科学；心理学；舞蹈；音乐；影视；
戏剧；视觉艺术等 200 多个专业。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8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5 分，前往约克大学学习 2 年，
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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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昆特仑理工大学

大学简介
昆特仑理工大学（Kwantl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简称 KPU）始创于 1981 年，是加拿大的一所公立大学，校
本部设在素里 (Surrey)，学生约 19500 人（2012 年数据）。2008 年 10 月，昆特仑理工大学成为加拿大大学和学院协会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Canada，简称 AUCC）的成员。昆特仑理工大学的商学院是加拿大西部
第二大本科商学院，拥有超过 150 名商科教师，3500 名全职学生。大学有 16 个学科专业，每年有一共 9000 名学生报名
商学院。本校获得由大学商业学校和课程协会 (ACBSP) 奖励的著名国际认证。昆特仑理工大学商学院符合由大学商业学校
和课程协会 (ACBSP) 建立的严格教育标准。

大学所在城市介绍
大学位于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 简称：B.C.) 的大温哥华地区，共有四个校区，分别位于素里（Surrey 本校区）、
列治文（Richmond）、克洛弗代尔（Cloverdale）、仑里市（Langley）。

专业介绍
■ CA0101 会计
■ CA0102 人力资源管理 / 营销管理
入读要求：
达到免试入读条件或入学考试达到国际本科项目 A2 录取线

留学要求：
国际学院培训 2 年，全部课程合格且全部专业课程平均分不低于 70 分，雅思总评成绩达到 6.5 分（听说读写四个单项
均不低于 6.0 分），前往昆特仑理工大学学习 2 年，获该校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优先申请本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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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本科升读硕士桥梁班招生简章
一、项目简介（MA0101)
在广外国际学院学习 1 年培训课程（包括语言培训、桥梁课程和少量可获外方院校学分豁免的非核心课程），达到申
请要求者，可前往国外合作大学修读硕士学位，成绩符合所在国外大学学位颁发要求者，将获得该校授予的硕士学位。
二、招生对象
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四年制本科毕业生或大四在读生
三、入学及申请要求
（一）桥梁班入学要求
1. 三年制大专、四年制本科毕业或大四在读，专业为相关商科与工程类专业，且三年大专或四年本科专业课平均成绩
不低于 75 分；
2. 身体健康，品行端正；
3. 雅思 5.0 分（雅思未达 5.0 分者可参加国际学院入学考试，达到相应分数线即可报名入学）。
（二）硕士申请要求
1. 三年大专或四年本科专业课平均成绩不低于 75 分，相关商科与工程类专业；
2. 在国际学院学习的 1 年中，专业课平均成绩不低于 80 分；
3. 雅思总分 6.5，单科不低于 5.5。
四、专科升读硕士班项目优势
（一）广外丰富的办学经验
广外国际学院成立于 2004 年，是依托大学各学院的优秀师资、集中大学国际教育合作的优势资源。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作为国内的顶尖外语院校之一，目前在国内同类院校中办学规模最大，也是最早开设全英 MBA 项目的院校。学校拥有
一支全国最大的专职英语教学队伍，共有英语教师 500 余人。大学强大的师资力量为学院的优质教学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广外大的国际教育合作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多所国外高校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
（二）专业知识与英语的结合
学生进入国际学院要接受高强度的英语培训，这将帮助学生提前适应国外大学的授课方式。在国外留学期间，学生将
亲身体会纯正的英语。学成归来，学生既掌握娴熟的英语技能，又具备专业的商务知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高效快捷的成才途径
学生直接进入国际学院修读 1 年的桥梁班课程，成绩符合要求者前往国外大学直接攻读硕士学位，学习 1 年后成绩符
合国外大学的学位颁发要求，即可获得该校颁发的硕士学位。这为学生提供了快捷而省时的硕士升读途径，从而提升了学
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五、国外合作大学及专业
（一）国外合作大学

MA Marketing Management

市场营销管理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Essex)

MA Sport Marketing

体育市场营销

●英国格鲁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MSC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会计与财务管理

MSC Banking and Finance

银行金融学

MSC Finance

金融学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conomics

国际商务经济学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

MSC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国际市场营销

MSC Sport Management

体育管理

MSC Strategic Marketing Management

战略市场营销管理

MSC Logistics

物流

MSC Engineering Business Management

工程商务管理

MSC Engineering Management

工程管理

MSC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工程项目管理

●英国考文垂大学 (Coventry University)
●英国朴茨茅斯大学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英国贝特福德郡大学 (University of Bedfordsh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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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项目
C1 国际本科班预科（PT0101)
一、项目简介
国内 1 年英语培训，达到相关要求后报读国际本科项目。
二、招生对象
升读高三在校生、英语基础薄弱高中应届、往届毕业生
三、入学条件
1、免试入学
迎接高中毕业生高考成绩总分达到考生当地专科录取线的可以免试入读预科项目。
2、入学考试录取
不符合免试入学条件的学生可参加广外国际学院 7、8 月举办的入学考试。
四、学费标准
预科项目学费：40000 元 / 年，住宿费 5000 元 / 年

C2 韩国留学预科项目（PT0201)
一、项目简介
国内 1 年 / 半年韩语及韩国文化培训，达到相关要求后保录韩国合作大学；
二、招生对象
应往届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高三在读生（高中升本科）；
大专毕业生或大三在读生（专升本）；
本科毕业生或在读生（本升硕）。
三、入学条件（满足以下一项条件均可）
1、免试入学
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成绩总分达到考生当地本科录取线的可免试报读韩语预科项目。
2、面试录取
在读高三学生和不具备免试入学条件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可参加面试录取。
3、考试录取
在读高三学生和不具备免试入学条件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参加广外国际学院 7、8 月举办的入学考试，考试成绩通
过预科项目录取线的即可报读韩语预科项目。
四、学费标准
一年班学费：40000 元 / 年，住宿费 5000 元 / 年；
半年班学费：30000 元 / 半年，住宿费：2500 元 / 半年。
五、韩国合作院校和专业
高丽大学
汉阳大学
梨花女子大学
韩国加图立大学
国民大学

涵盖理工、人文、社科、自然、经济、政治、体育、艺术等上百个专业可供选择。
如：经营管理学、国际贸易、建筑学、信息电子、计算机、生命科学、环境学、
汽车工学、设计学、广告宣传、表演学、传媒传播、旅游学、国际通商、服装学、美
容产业学、化妆品学、音乐、舞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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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大学

建于 1905 年，是韩国最大研究型综合大学，设有两大校区，分别为安岩校区和世宗校区。是亚
太国际贸易教育与研究联盟（PACIBER）的成员和 Universtas 21 的创始会员，2016QS 世界排名
98。高丽大学依据韩国特性，继承、发展和独创了各学科教育，以国际化、情报化等未来发展前沿学
科为目标，努力致力于各国学术间的交流。
强项专业：商科、国语国文专业、政治外交、设计造型学、传媒学等。
入读要求：面试入读或当地本科线以上免试入读
留学要求：高中毕业证、国际学院培训 1 年，韩语通过 TOPIK4 以上，全部课程合格且拿到广
外国际学院结业证，通过面试申请前往高丽大学学习 4 年，获高丽大学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本科
学历学位。

汉阳大学

汉阳（Hanyang University）始建于 1939 年，韩国一流重点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实力一直在
韩国排名第一，被称为亚洲的麻省理工。2016 年 QS 世界排名 171 位，在音乐、艺术、设计类专业
上也具有相当的优势。毕业生在全世界 500 强企业中就业率，在韩国大学中排名第三；在韩国企业担
当 CEO 的人数在韩国大学中排名第二。汉阳大学目前有两个校区，首尔校区位于首尔市中心；安山
校区则位于距离首尔西南方向行车 40 分钟的地方。
强项专业：理工科、表演、艺术、设计、广告宣传、媒体通讯、商科等。
入读要求：面试入读或当地本科线以上免试入读
留学要求：高中毕业证、国际学院培训 1 年，韩语通过 TOPIK3 或 4 以上，全部课程合格且拿
到广外国际学院结业证，通过面试申请前往汉阳大学学习 4 年，获汉阳大学学士学位，回国认证大学
本科学历学位。

梨花女子大学

梨花女子大学建校于 1886 年，是韩国历史最悠久、最有声望的大学之一，为韩国培养了大批女
性精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女子大学，梨花女子大学致力于培养女性领导人才。2016 年 QS
世界排名 335, 目前在校生超过 25000 名，设有 12 个本科生院、15 个研究生院和 69 个专业。
强项专业：人文、艺术、教育、女性研究、工学、自然科学、国际研究、韩国学、工商管理、法
律和医学等。
入读要求：面试入读或当地本科线以上免试入读
留学要求：拥有高中毕业证、国际学院培训 1 年，韩语通过 TOPIK3 或 4 以上，全部课程合格
且拿到广外国际学院结业证，通过面试申请前往梨花女子大学学习 4 年，获梨花女子大学学士学位，
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

韩国加图立大学

韩国加图立大学创建于 1855 年，至今已经有 150 多年的历史了，是韩国一流重点综合性大学。
韩国加图立大学以“爱心，奉献”为校训，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013 年《中央日报》学生满意度调查，韩国排名第一，学校财政实力雄厚，给予中国留学生奖学金，
医疗等方面最优厚待遇，学生除了在校内勤奋学习以外，根据自己的个人爱好，可参加各种社团或服
务活动。学校现有圣心，圣医，圣神三个校园，分别位于首尔附近的富川市和首尔市中心。
强项专业：经营学、会计学、服装设计学、心理学、社会福利学、工科学等
入读要求：面试入读、当地本科线以上免试入读
留学要求：拥有高中毕业证、国际学院培训 1 年，韩语通过 TOPIK3 以上，全部课程合格且拿
到广外国际学院结业证，通过面试申请前往韩国加图立大学学习 4 年，获韩国加图立大学学士学位，
回国认证大学本科学历学位。

国民大学

创立于 1946 的韩国国民大学，校园位于首都圈内，风景优美，交通设施及信息文化设施健全。
不断吸收最优秀的教授，以国际化、特色化为目标，不断提高自身研究和教育的优越性。在韩国大学
教育领域排名第 4，本科大学中外国留学生规模排名也是第 4。是汽车工程学和设计领域第一的大学 ,
学校设有 14 个单科学院 ,14 个研究生学院和 46 个学科 , 在校 1700 名教授。就业率排名第 8。知名
校友：李敏镐、李孝利、卓在勋、徐胜满、申素毓等。
强项专业：设计类、汽车工学、经营学、国际通商专业等。
入读要求：面试入读、当地本科线以上免试入读
留学要求：拥有高中毕业证、国际学院培训 1 年，韩语通过 TOPIK3 以上，全部课程合格且拿
到广外国际学院结业证，通过面试申请前往国民大学学习 4 年，获国民大学大学学士学位，回国认证
大学本科学历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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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雅思
为充分发挥我校语言教学和培训优势，提升我校出国留学语言培训质量和水平，自 2009 年起，广外
国际学院开设暑期雅思培训班，利用寒暑假期为国际学院自费留学出国项目学生提高雅思成绩提供培训服
务。
2015 年 7 月，广外集合全校优秀雅思培训教师，组建了“广外雅思”培训中心，开始全年滚动开班
的日常对外招生。2016 年 9 月，应托福考生的需求，广外雅思开发托福培训课程并组建专业托福培训师
资团队后开始对外招生，现已招收 2 期学员。
2017 年 3 月 13 日，在广外雅思大学城培训点、白云山校区培训点基础上，新设立的天河 VIP 中心
（天河区城建大厦）正式营业，成为广外雅思的第三个培训点。广外雅思天河 VIP 中心致力于全程个性
化的校外雅思、托福 VIP 培训服务。中心全线配备高端科技产品，采用专业交互智能教学平板显示设备，
包括一体交互式教学平板、苹果 TV 教学投放设备、一体式电脑等。有效改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效率，
开启智能教学新时代。与此同时，中心着重因材施教，提供个性化专业定制学习方案及服务。
广外雅思由具备 50 多年语言教学与培训经验的广外集合优质师资组建，与其他语言培训机构相比，
主要特色在于坚持语言学习与备考应试相结合，坚持采用课程顾问一对一个性化定制学习和备考方案，坚
持在学习雅思考试技巧的同时提升语言学习和运用能力，坚持免费提供雅思全真模考及解析，增强学员的
应考信心。广外雅思的“学院派”培训风格已经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众多大学生、中学生的青睐和追捧。
广外雅思与雅思考试主办方 British Council（英国文化协会）长期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已有 8 名
培训师取得其官方授权培训雅思教师的专业资质，准确把握命题原则与方向。5 名金牌培训师于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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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赴澳洲昆士兰科技大学语言中心参加雅思教师培训，紧贴雅思考试最新发展趋势。通过引进国外最新
的雅思原版教材，结合中国考生特点，自编广外雅思独家全系列雅思培训教材及习题。采用 VIP1 对 1 辅
导、6-8 人专享精品辅导和 25 人小班教学等形式，有针对性的针对各分数段迅速提升考试的语言水平和
成绩。广外雅思创办至今已培训近 1600 人次，仅在 2016 年 11 月至 12 月申请高分学员奖学金（7 分以上）
的学员就多达 12 人 , 多层次高质量的教学管理体系在学员及家长中赢得了极好的口碑和赞誉。

咨询地点：
广外国际学院北校区（白云区）109 办公室

（020-36261255）

广外南校区（大学城）教学楼 D 座 205 室

（020-39318043）

广州天河区体育西路 189 号城建大厦 2 楼 205 室（英国签证中心斜对面）

电话 020-38550385

扫描广外雅思二维码，关注雅思考试和培训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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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考试中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考试中心成立于 1980 年，是教育部考试中心海外协调处在华南地区最早设立的考
点之一，考试类型涵盖本科学业水平考试、成人学士学位考试、就业考试、职称评定考试、公务员选拔考
试、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翻译水平考试、海外留学考试等 36 种、58 项考试项目。2016 年中心承办
国内外各类考试合计 268 场次，考生共计 190,783 人次。
中心坐落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白云山校区云山公寓 A 区，建有符合国际考试项目规范标准的托福网
络化考试（TOEFL_iBT）和 GRE 网络化考试（GRE_iBT）专用机房和通用机房 13 间，共有 860 多
个考位；雅思（IELTS，IELTS for UKVI 和 IELTS Life Skills）笔试考试室 13 间、专用口试室 16 间，
共有 650 多个考位。2015 年 3 月，中心被教育部考试中心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确定为全国首批 12 家、
华南地区 3 家、广州地区唯一 1 家雅思 UKVI 和 Life Skills 考点。2016 年 12 月，中心获颁英国文化教
育协会授予的“2016 年度华南区雅思考试示范考点”最高荣誉称号，为华南七省 12 个雅思考点唯一获
得者。同月，我校获得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批准，成为全球认可雅思机构，为全国最先认可雅思高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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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
国际本科项目、专升硕项目：学费 55000 元 / 年，住宿费 5000 元 / 年
预科项目：学费 40000 元 / 年，住宿费 5000 元 / 年
报名方式
广外国际学院网址：http://ic.gdufs.edu.cn/
广外国际学院报名网址：http://ielts.gdufs.edu.cn/edu/page/zhaosheng/index.php
（搜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点击左下角“教学单位”点击“国际学院”点击“网上报名”）
报名时间：6 月 9 日至 9 月 10 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00~4：30）周六日正常办公。
报名材料：身份证原件、小一寸免冠彩色照片 2 张及照片电子版、高考成绩单原件、复印件及 PDF 格式扫描件。
报名流程：网上注册——现场确认——缴纳学费、住宿费（缴纳第一年学费、住宿费，仅接受银联卡）
——领取录取通知书——九月初报到
报名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学院 100B、108 室
咨询热线：020-36641880、36209277、36207591、36317116、18122035352、18122035351

7 月 2 日广外国际学院开放日暨第一次入学考试，
30 多所国外合作院校现场零距离咨询与交流！
地点：广外国际学院（广州市白云大道转外语学院南路 100 米）
招生报名系统二维码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