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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大学

肯特大学是英国的一流大学, 以
享誉全球的杰出的学术成就和
启发式教学吸引了来自于世界
各国的学生。

肯特大学各院校创造了世界一流的学
术研究成果, 并在众多研究领域处于
领先地位, 被誉为世界精英大学。

杰出的学术成就
肯特大学的学术专家既参与高水平的
学术研究, 也从事教学工作, 使学生
在其专业领域中从师于极具影响力的
思想型学术专家。精心设计的教学计
划让学生接触最新概念, 并帮助学生
发展自身兴趣培养基本素质。具有高
水平的教学质量的肯特大学被列入(
泰晤士高等教育)2016年教学与研究
成就奖的候选名单。

除了英藉师生以外, 肯特大学有超过
27%的在校生和38%的教师来自于世
界各国, 这不仅为肯特大学创造了活
跃的学习氛围, 也创造了一个多样化
的文化背景, 为所有的在校生提供了
友好的国际交流平台。

世界领先的学术研究
本校的的学术专家从事于具有世界水
平的学术研究。肯特大学在2014年 
(卓越研究框架)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以研究成果
和研究强度排名全英第十七*。其学
术成就超过了11所英国精英大学。

良好的支持式教育
在肯特大学, 我们以支持式教育为
荣。教师们热情、友善, 学生有足够
的时间与导师和讲师面对面交流。
学生的反馈有效地帮助我们不断发展
和完善严格的、高智能的课程体系。

如果英语是你的第二语言, 我们可以
帮助你提高英语水平。在肯特大学就
学期间, 你可以享受每周两小时的免
费英语课程。

一流的教学资料
在肯特大学, 我们为学生提供简捷的
途径搜集知识和信息资源。校园图书
馆藏书丰富, 最新出版的图书可供学
生短期借阅, 大大缩短了学生借阅主
要参考书的等待时间。我们的网上阅
读资料也很齐全, 有大量学术期刊供
学生阅读。

科学技术是我们的教学重点, 我们提
供公用电脑和无线宽带网服务, 学生
在校园内随时使用互联网、大学的网
络系统和公用复印机。我们在教学中
也使用无线网络资料并对讲座提供播
客服务。

精彩的社交场所
在肯特大学, 我们有很多娱乐和社交
场所。校园内设有各种各样的高档咖
啡厅、酒吧、餐厅和健身场所。校园
内还设有剧场、电影院和音乐表演场
所, 学生可以参与各类国家级和学生
组织的社团活动。

肯特大学/国际预科课程

2017/2018年 校历

迎新活动周
2017年9月18日 – 2017年 9月24日

第一学期
2017年9月25日 – 2017年12月15日
(假期 2017年10月30日 – 2017年11月3 日) 

第二学期
2018年1月15日 – 2018年4月6日
(假期 2018年2月19日 – 2018年2月23日) 

第三学期 复习考试
2018年5月7日 – 2018年6月15日

一月国际预科课程

第一学期
2018年1月15日 – 2018年4月6日
(假期 2018年2月19日 – 2018年2月23日) 

第二学期
2018年4月23日 – 2018年7月6日
(假期 2018年5月28日 – 2018年6月1日) 

第三学期 复习考试
2018年7月16日 – 2018年7月20日

* 共有122 所大学参与评估, 不包括专科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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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天独厚的校址
始建于1965年, 肯特大学在坎特伯雷
的主校园位于英格兰的东南部, 乘高
铁只需一小时即可到达伦敦, 从校园
步行只需25分钟即可到达历史名城坎
特伯雷, 市中心遍布各种商店、咖啡
店和饭馆, 历史悠久、世界闻名的坎
特伯雷大教堂更是令人赏心悦目。

多元文化的高等学府
肯特大学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和多种
信仰的高等学府, 来自圣公会、佛教
、天主教、犹太教、穆斯林教、卫理
公会、五旬节教会和教友会的教士均
可提供服务。肯特大学的学生社团参
与庆祝各种传统节日, 如中国新年、
好利节、感恩节和排灯节。肯特大学
最近设立了多元文化活动基金会, 在
校生可以申请不多于350英镑的资助
金组织自己的多元文化活动。

www.kent.ac.uk/国际通道

“在我的学院, 所有的讲师和教
师员工都很出色, 他们随时都为
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和辅导。
另外, 肯特大学的校园很漂亮
。”

Alexandria Olton 
国际预科课程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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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国际通道
(KENT INTERNATIONAL
PATHWAYS)
肯特国际通道 (Kent
International Pathways)
设置多种专业学科可供本科生
和研究生选修。

本校所有精心设计的课程让你的大学
生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考虑到外国
学生的第一语言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英语, 本校的课程特别为来自各国的
留学生设计。这些课程着重培养学生
在学术和必要的语言方面的能力, 以
便适应将来的学习。

肯特大学是英国大学通道联盟 (UPA)
的成员,该联盟由七所英国一流大学
组成, 各大学自行管理和执行校内的
学术和英语课程。作为一个集体, 英
国大学通道联盟 (UPA) 共有125年的
本科预科和硕士预科的教学经验, 使
成千上万的国际留学生成功地升读本
科学位专业课程。

国际预科课程
在英国开始本科学位学习之前, 如果
你想扩展现有的学术证书, 增强学习
技能和英语语言能力, 你不妨申请参
加我校为期一年的国际预科课程
(IFP)。

在众多英国的大学中, 肯特大学是第
一所大学为学生提供国际预科课程的
高校, 自35年以来, 该课程的毕业生
已成功地升读各类本科专业课程。国
际预科课程特别为那些对于准备升读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和科学本科专业
的学生设计并为他们升度本科专业做
好了充足的准备。

本校的国际通道提供范围广泛的本科
专业学科, 例如建筑学、艺术史、生
物化学、计算机、数字艺术、经济学
、英语及外国语言、法律、商业管理
、药理学和生理学、心理学和运动训
练学。你所选择的预科单元课程应与
你选定的本科专业相关, 所以你务必
要选择适当的国际预科课程 (IFP)。

国际预科课程在坎特伯雷主校园授
课, 预科学生作为肯特大学的成员,
可以使用娱乐、后勤支助及教学设
施。我们还为你提供为学生专门建
造的宿舍。

如果你成功地完成国际预科课程的学
习、符合升读本科的条件并达到所要
求的英语水平, 我们会确保你成为全
职本科生直接升入肯特大学攻读本科
学位。1

课程安排

国际预科课程是单元型课程, 将持续
三个学期。所有课程都在九月开课。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预科课程也
可在一月开课。在第一个单元课程
中你要选修学术技巧发展课程, 在另
一个单元你可以选择实用英语 (应用
于学术研究) 课程或选择完成某一个
预科项目。这些语言和学术技巧单
元和普通的英语语言课程不同, 它主
要是为了培养并提高学生自身的英
语语言技能以充分享受在英国的留
学生活。例如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生,
你必须逐渐养成在辅导课及小组活
动中的责任感。这就需要你培养合
理安排时间, 项目管理的能力及在学
习中增强分析和评论技巧的自身责
任感。

最后根据你已选定的专业, 你应该选
择与其相关的专业单元课程。一般来
说, 每个单元课程的学分是15分或30
分。请注意, 如果你想选修美术和设
计单元课程, 你要提供一套电子作品
选集。

www.kent.ac.uk/国际通道

www.universitypathwayalliance.org

1药理学和生理学专业是由格林威治大学开设

的双学位专业, 如果你想申请此专业, 你必须

通过英国大学和学院入学服务机构 (UCAS)
在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向格林威治大学直接

申请报名。

续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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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国际通道
(KENT INTERNATIONAL PATHWAYS)
(接上页)

• 哲学
• 政治和国际关系学
• 程序设计
• 心理学
• 社会学

查找预科单元课程及其相应的可直接
升读的本科专业学科, 请看对面的表
格或登录 www.kent.ac.uk/
international-pathways/ifp/
progression-requirements.html

考核评价

考核成绩是由作业、论文和考试三项
综合成绩而定。

入学要求

国际预科课程录取标准如下:
• 良好的中学毕业证书(GCSE)并显

示在已选定的本科专业领域的优
势

•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数学成绩C或对
等成绩。如果你没有此项合格证
书, 你必须选修国际预科数学和统
计学课程

• 雅思成绩总分(IELTS)5.0, 各模块
成绩不低于5.0分

如果你的英语水平未达到入学标准,
你可以参加我校的预备课程。详细信
息请登录 www.kent.ac.uk/
international-pathways/pre-sessional

以下的专业学科目录不是固定不变
的, 因为我们在不断开发新的专业学
科, 所以每年都会更新可选择的单元
课程。请登录www.kent.ac.uk/ug查
询最新信息。

• 美术和设计2

• 欧洲和世界商学
• 戏剧、电影和文学文本
• 经济学
• 基本人类生理学
• 基因和进化学
• 历史学
• 法学
• 生命科学
• 数学和统计学

2如果你想选修美术和设计单元课程, 你必须提

交一套电子作品选集。请到网站

www.kent.ac.uk/ip 查询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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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 国际预科课程的学生没有资
格向贷款公司申请学生贷款, 因为预
科课程只持续一年。

报名方式
1 通过互联网报名。请在
www.kent.ac.uk/ifp 网站使用本校
网上申请表。请注意选择能确保
你下一年升读已选定的本科专业
的预科课程 (请使用正确的课程编
码)。

2 通过肯特大学的海外代表报名。

3 通过英国大学和学院入学服务机
构 (UCAS) 报名。请在
www.ucas.com/apply 查询有关注
册报名的具体说明。如果你已通
过UCAS在肯特大学提交申请报名
其它专业课程, 你也必须通过
UCAS在本校申请国际预科课程。

如果你想通过国际预科课程升读建筑
学、数字艺术学、事件及经验设计学
或美术学等专业, 你必须提交一套电
子作品选集。报名以后我们会通知你
有关提交作品集的具体方式。

2017-2018年学费
欧盟以外的国际学生: 13.810英镑

欧盟国家的学生: 待定

我们会在 www.kent.ac.uk/courses/
funding/undergraduate/fees.html 
网站公布学费信息,请定期查阅。

人文学系

选修九月开课的Q308
选修一月开课的KW11
可选择的专业学科:
• 美国研究(只限Q308)
• 建筑学

• 艺术史

• 古典学和考古学

• 戏剧影视学

• 英语及外国语言学

• 英国及美国文学；对比文学(只限
Q308)

• 事件及经验设计学；

事件及经验管理学；

美术

• 历史；军事历史

(只限Q308)
• 现代外国语言

• 音乐；音乐技术；流行音乐

• 心理学；宗教学

社会学系

选修九月开课的L593
选修一月开课的L592
可选择的专业学科:
• 会计学和财政学

• 犯罪学；刑事司法学及犯罪学

• 文化研究及媒体

• 古典学和考古学

• 经济学

• 国际商务

• 法学

• 管理学

• 市场学

• 政治及国际关系学

• 心理学；审判心理学

• 新闻学(只限L593)
• 社会政策及社会学

• 运动管理学

科学系

只限选修九月开课的课程

选修C107, 如果你想升读生物科学学

校和运动及训练科学学校的本科专业

学科。

选修G408, 如果你想升读计算机科学

学校的本科专业学科或升读工程及数

字艺术学校的多媒体技术和设计的理

科学士学位。

选修45NC, 如果你想升读药理学和生

理学的理科学士学位。请注意选修

45NC不能确保直接升读以上学科, 你
必须通过英国大学和学院入学服务机

构 (UCAS) 报名。请在

www.kent.ac.uk/ug 查询更多信息。

请在www.kent.ac.uk/international pathways/ifp/progression-requirements.html查询国际预科课程毕业后可直接升读的全部本科专业学科

。

以下是国际预科课程毕业后可直接升读的本科专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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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国际通道
(KENT INTERNATIONAL PATHWAYS)
(接上页)

奖学金和其它奖金
我们为毕业成绩优秀的预科学生授予
通道进步奖, 获奖者在升读肯特大学
本科专业时可以领取奖金。关于奖学
金的详细信息请在我校网站查询。

肯特大学还为本科专业的国际学生提
供多种优厚的奖学金。你可以在
www.kent.ac.uk/scholarships/
undergraduate/international 查询更
多信息。

更多信息
请在我校的网站查询国际预科课程
的全部信息。如有任何问题或对选
择合适专业征求建议, 请及时和我们
联系。
电话: +44 (0) 1227 824401
电子邮箱: pathways@kent.ac.uk
网站: www.kent.ac.uk/ifp

如果你的雅思成绩达到5.5或5.5以上,
你可以在攻读一些选定的本科专业的
同时参加一年的预科学习。这些可供
选择的本科专业如下:
• 精算学
• 化学
• 计算机系统工程学
• 电子和通信工程学
• 法医学
• 数学科学
• 物理科学

你可以申请报名以上的本科学科, 如
果你的中学中高级考试 (A Level) 成
绩至少有两门科目及格或对等成绩,
或者能提供其它经认可的高于中学中
级考试 (GCSE) 的学历证书。但是以
下情况不予考虑:
• 所提供的中高级考试证书的考试

科目不在你选定的本科专业领域
之内, 

或者
• 所提供中高级考试成绩不符合你

选定的本科专业要求。

请到www.kent.ac.uk/ug查询最新信
息。

请注意你只能在
www.ucas.com/apply 申请以上本科
专业。

“在从高中过渡到大学时期, 国
际预科课程帮助我克服了许多
自身存在的问题, 特别是作为一
个留学生。另外, 预科学习为我
步入本科专业学习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Gabriel Razzouk
国际预科课程 (计算机科学)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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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宿舍

肯特大学的学生宿舍服务能简
化你在英国的留学生活, 除了电
视收视许可证印花, 私人物件保
险费, 水电及煤气费用都包含在
租金内。

我们为国际预科学生和第一年的本科
生提供学生宿舍。

坎特伯雷主校园座落于占地300亩的
园林区中, 校园内有:
• 4500多间单人宿舍
• 近60%的宿舍带个人浴室
• 84%的宿舍有厨房设施
• 所有的宿舍都配有高速有线和无

线宽带网络服务

关于学生宿舍所提供的家具及其它物
品, 请在www.kent.ac.uk/
accommodation/canterbury/living-
on-campus.html 查询具体信息。

肯特大学对本科学生的住宿服务有三
种选择。

1 不含餐饮服务的宿舍

在校园中心, 图林 (Turing) 和 凯恩斯
(Keynes) 学院提供带浴室的公寓房
间和带公用浴室的别墅。泰勒亭
(Tyler Court) 也提供带浴室的公寓房
间。达尔文 (Darwin) 学院还提供带
公用浴室的别墅。

公园森林学生村也提供带浴室的公寓
房间和260栋别墅, 每栋别墅有5-6间
卧室, 并配有公用浴室。学生村座落
在美丽的树林中, 步行到主校区只需
几分钟。

不含餐饮服务的公寓房间和别墅都配
有公用厨房。

所有不含餐饮服务的公寓房间和别墅
的租期是固定的, 从九月到次年七月,
包括寒假和春季假期。

2 含部分餐饮服务的宿舍: 卧室带
精致餐饮

凯恩斯 (Keynes) 学院和贝克特亭
(Becket Court) 的主校楼为住宿生提
供这套宿舍服务。此项服务包括周一
到周五的早餐和晚餐, 住宿生可在凯
恩斯 (Keynes) 学院的旗舰餐厅
Dolche Vita 就餐。

在学期中, 每个周末住宿生都可在卢
瑟福 (Rutherford) 学院的主餐厅就
餐。

所有含部分餐饮服务宿舍的租期是固
定的, 从九月到次年七月, 不包括寒
假和春季假期。

3 含部分餐饮服务的宿舍: 卧室带
弹性餐饮

艾略特 (Eliot) 学院和卢瑟福
(Rutherford) 学院为该学院的住宿生
提供这套宿舍服务。此项服务给学生
每天发8英镑伙食津贴。在学期中,
周一到周日住宿生可在指定的九家餐
厅用津贴就餐。

所有含部分餐饮服务宿舍的租期是固
定的, 从九月到次年七月, 包括寒假
和春季假期 (不包括新年和圣诞节期
间大学停课两周)。

更多信息和申请方式

当你被肯特大学录取以后, 我们会通
知你申请宿舍的具体方式。你将在
www.kent.ac.uk/accommodation网
站查询到有关学生宿舍, 费用和网上
申请表的全部信息。



12 肯特大学/国际预科课程



13

相互支持的学习环境

我们提供支持学生的网络系统
服务, 在此学生可以请求帮助,
征求建议。

生活上的关顾支持
我们的学生支持官员和高级导师为你
提供尽善尽美的关顾支持, 使你在肯
特大学丰富你的生活经历。我们鼓励
你和我们的学生支持官员见面, 请求
严格保密的关顾和支持, 包括一般的
公共福利、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个
人问题。这个网络系统帮你和大学现
有的学生支持服务机构建立联络, 包
括学生支持组织、心理健康组织、多
种信仰教士组织、大学护理服务、医
务所和药店。

所有学生都被分到各学院, 每个学院
的院长负责该学院学生的生理和心理
健康, 学生可就任何生活问题向院长
咨询。

学术中的指导与帮助
你在肯特大学就学期间, 我们会给你
分配给一个学术导师。你的学术导师
对你在各方面的学术发展提出独立的
建议和指导, 包括学术进展和作业反
馈。我们也开设了同学互助项目, 目
的是通过把新老学生组成小组, 使之
在学术上互相帮助, 从而改善学习技
巧、提高学习成绩。

我们致力于关顾支持所有的在校生。
本校为新老残疾学生就现有的关顾支
持服务提供明确的综合性的信息。

请在www.kent.ac.uk/international-
pathways查询具更多有关支持学生
的信息。

社交活动
无论一年中你在什么时候入学, 我们
都会为你提供丰富多彩的社交活动,
包括迎新和诱导活动；参观活动；
社交晚会；电影和游戏晚会, 这些活
动让你尽快适应留学生活, 结交新朋
友。肯特大学有不少学生参与并领
导社交活动。

在家交友 - 肯特大学的‘伙伴’
项目
肯特大学开展了电邮小组和‘伙伴’项
目, 使学生在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后也
能和其它学生联络。不仅如此, 毕业
以后你还可以和肯特大学的校友保持
联系, 这为你提供了终身的朋友网络
和职业联络。

www.kent.ac.uk/国际通道

你知道吗？
你可以访问
www.kent.ac.uk/international-
pathways网站搜寻社交活动
的信息, 并找到我校脸书页的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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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肯特大学

通过和肯特大学海外工作人员
见面或参观校园, 你会了解更多
在这里学习的信息。

在海外和我们见面
本校的工作人员经常出国访问并和有
意在肯特大学学习的海外学生见面,
我们十分重视与你见面的机会, 也很
荣幸能为你提供指导和信息。

请在www.kent.ac.uk/
internationalstudent/application/
meet-us-in-your-country.html查询更
多有关近期出访见面的信息。

非正式参观游览
如果你住在国外, 不能参加我校的‘公
开日’活动, 我们愿意在任何时间为你
和你的家人组织一个由导游陪同的校
区参观游览。 (建议事先预约) 

另外, 你也可以下载校区的导游图,
在你方便的时间来参观我们的校园。

请登录www.kent.ac.uk/informal网站
预约由导游陪同的校区游览或下载校
区导游图。

‘公开日’活动
‘公开日’活动包括校区游览、关于肯
特大学的总体介绍和全方位的专业课
程的详细介绍。你将有机会和你选定
的专业院系的教师和学生见面, 并和
他们讨论你对选定专业或大学的一些
疑问。

如果你申请在肯特大学深造, 而且被
我校录取, 你会收到我们的请柬邀请
你来参加我们的‘公开日’活动。一般
来说你能在你的报名入口网站预定参
加公开日的名额, 但是这种方式有时
不太奏效。

请登录www.kent.ac.uk/courses/
visit/ucas查询具体有关信息。

肯特大学/国际预科课程

这本宣传册出版于2016年10月。肯特大学尽
全力保证这本宣传册的内容公平、准确并提
供有教育意义的服务。尽管如此, 有些学科、
服务和其它信息可能会有变化。请登录
www.kent.ac.uk/ug网站查询最新信息。如果
你想了解具体的条款和规则, 请登录
www.kent.ac.uk/termsandconditions网站查
询。

为了让我们大学的工作有效进行, 由于行政方
面、学术、健康和安全的原因, 我们需要搜集
和处理你的个人信息。本机构向你提出的任
何有关处理个人信息的要求都须经你本人同
意, 因此这是学生注册入学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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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国际通道
英语和世界语语言中心
凯恩斯学院
肯特大学
坎特伯雷
肯特CT2 7NP, UK
电话: +44 (0)1227 824401
电子邮箱: pathways@kent.ac.uk

www.kent.ac.uk/
international-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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