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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伯明翰城市大学
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暑期课程将为你提供一个为期三周的绝佳游
学机会。在此期间你将通过大学精心设计的课程，体验英国大学的教
学方式和氛围，提高自身的学术技能，参观英国历史悠久的城镇并感
受英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提供一系列精彩的专业课程，伴随丰富多彩的社交活动、参
观走访及文化交流，让同学们获得独特而难忘的英国游学经历。
我们致力于帮助同学们在国际暑期课程中成长为一名自信独立、
能学以致用的学生。我们希望给予你提高自身学术水平的机会，
让你对所学的专业有更深入的理解，并对伯明翰这座国际化大都
市乃至于整个迷人的英国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相信在伯明翰城市大学的学习将会成为最让你受益终身的
经历之一。在体验英式学习生活、锻炼学术技能、提高英语水
平的同时，我们衷心希望你能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伯明翰城市大学拥有来自80多个国家的24000余名学生，是一
个庞大而多元化，越来越受欢迎的学习之地。我们以学生为中
心，为他们提供走向成功未来的最佳机会。
伯明翰城市大学以提供专业而友好的氛围和高质量的以学生为
本的教育而享有盛名。学校一流的课程、先进的设施、高水准
的教员以及对实践和专业技能的专注使得我们的毕业生深受雇
主欢迎，就业率在英国名列前茅。

学在伯明翰
伯明翰是英国第二大城市，距离伦敦仅80分钟火车路程，拥有70,500名
学生。享有著名的斗牛场购物中心、吉百利巧克力之家、“伯明翰”口音、
出色的汽车制造业、科学和工业以及伯明翰戏剧节

“生活在一个令人兴奋的城市，是我决定入学大学的一个主要原
因。我选择伯明翰，这里有着绝佳的生活体验、美妙的夜生活、
迷人的旅游景点和多元性的文化。”

Olanrewaju Olatunde, 国际MBA学生

伯明翰城市大学以2.7亿英镑投入地方经济并提供了数千个工
作机会。我们在校区建设中投资了2.6亿英镑，主要是扩张市
中心校区以把大量先进完备的设施提供给学生。
伯明翰城市大学在英国大学完全指南中被评为2015年英国
大学设施支出前30名之一。

创意中心

全球化城市

• 伯明翰的创意产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英国
的任何一个城市，这里有超过5800个创意
产业公司，雇佣了近34000当地人口在创
意及数码类公司工作。
• 每年超过50场节日盛会
• 伯明翰竞技场剧院每年吸引超过50万游客
• 在一平方英里的地区聚集了50万件艺术品
• 伯明翰歌剧院因擅长在奇特的空间举行表
演而闻名

• 除伦敦以外，最吸引欧洲游客的英国
城市2016年有17473家新企业在伯明
翰诞生，除伦敦以外连续四年增长率
最高的城市。
• 超过700家世界连锁企业包括捷豹路虎、
卡夫、汇丰银行和英国国际广播电视公
司BBC
• 地区经济总额达1,100亿英镑
• 每年 3500万游客

宜居之地

世界级体育中心

• 英国第二大城市，用于近100万城市人口
投资1.8亿英镑建设伯明翰图书馆及投资
6亿英镑改造伯明翰新街火车站
• 绝佳购物环境
• 伯明翰的舞台汇聚了国际级艺术家如碧昂
斯、艾德•希兰和单项乐队
• 2014/15年度提供了4,739个就业机会
• 全欧洲最年轻的城市，40%的人口不超过
25岁

• Edgbaston板球广场是世界级板球中心
• 三支英超球队——西布朗里奇、阿斯顿
维拉、伯明翰城
• 亚历山大体育馆举办众多国际性田径赛事
• Belfry高尔夫球场举办了4次著名的莱德
杯球赛

了解更多信息请前往英国教育官网:
www.educationuk.org/global/articles/
secret-city-birmingham/

住
宿
欢迎与迎接
机场接机、送机服务
伯明翰城市大学提供接送机服务，学校
的代表将会在伯明翰机场与你见面，并
且将你安全送到宿舍。该服务会在7月
20日至21日为学生提供，接送机服务仅
限伯明翰机场。因此，如果你希望使用
学校的接送机服务，请确保你的航班到
达伯明翰机场（BHX）
接机时间：
2019年7月20日（周六）至7月21日（周日）
9点 - 18点
请预定9点至17点到达伯明翰的航班
更多详情，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bcu.ac.uk/airport

我们将提供为期三周的住宿，并且提供大
学食堂的餐券（就餐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学生将会入住距市中心校区仅步行即可达
到的Aston Student Village学生宿舍。住
宿费用包含在暑期课程学费中，无任何额
外的收费。所有提供的房型都是带有独立
卫生间的单人房间，并且提供免费Wifi服
务。你的房间享有独立的浴室，卫生间，
宽敞的床，充足的储物空间以及桌子和
椅子。
入住日期：2019年7月20日 - 21日
离宿日期: 2019年8月9日 - 11日

更多关于住宿的详情，可访问：
www.bcu.ac.uk/accommodation

旅游与活动
本次暑期课程包含了数次到英国不同地方参观的机会，这些
参观活动会让你尽情沉浸在英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中。

莎士比亚小镇
莎士比亚小镇向您介绍拥有800多年历史
的集镇。另外，这里是莎士比亚出生和成
长的地方。这一天是探索莎士比亚家乡生
活和时代的绝好机会，了解他在哪里上学，
他是如何幸存下来的，还有他为什么要在
自己的坟墓上诅咒。

伦敦
你将有机会访问你曾在电影和书籍中了
解到的地标性城市 - 伦敦。我们将从伦
敦塔周围地区开始，在哪里你可以探索
这个历史地表和著名的伦敦塔桥。然后，
在泰晤士河乘船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
并步行游览大本钟、议会大厦和白金汉
宫。参观大英博物馆或牛津街购物将成
为你一天游览的终点。

伦敦有太多无法在一日之内游览完的地
方，如果你希望可以在参观之后继续逗
留在伦敦游览，发现更多的未知的自我。
那么从伯明翰到伦敦只要80分钟的火车！

牛津与比斯特购物村
牛津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城，它有中世纪的学
院和图书馆，曾经是国王、政治家和作家的家
园。你可以看到著名的河流——Lewis Carroll
写作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原型地、霍格沃茨魔法
学校的餐厅、甚至是C.S. Lewis （纳尼亚传奇
的作者）和J.R.R. Tolkien（魔戒的作者）教学
的学院。
如果你是一个购物达人，享受你在比斯特的奢
侈品购物之旅吧。各种时尚设计品牌和家居用
品店，高达60%的折扣，包括Mulberry, Gucci
和Prada等。

课程时间表
第一周

周一至周五

开学典礼及专业课程教学

周六 - 伦敦游览

周日- 自由活动

第二周

周一至周五

专业课程教学

周六 - 英国小镇游览

周日- 自由活动

第三周

周一至周四

专业课程教学及毕业典礼

周五 - 牛津，毕斯特
游览

周末- 返程

* 夏令营期间将提供各种各样丰富的社交活动如城市游览、电影之夜、酒吧游戏及KTV活动！

重要日期
到达日期：2019年7月20日-21日 周六，周日

课程结束日期：2019年8月9日 周五

课程开始日期：2019年7月22日 周一

返程日期：2019年8月10日-11日 周六、周日

课程费用包括：
• 专业课程
• 3周校内住宿——大学学生公寓

• 参观英国著名城市和景点伦敦、莎士
比亚故居、牛津

• 接机与送机

• 社交活动

• 周一至周五大学咖啡厅早餐及午餐券

• 国际暑期课程T恤衫

*请注意，夏令营团费中不包你前往英国的旅费、签证费及其他个人旅行和生活花费，如晚餐。我们建议学生应预备
每天10至50英镑的预算用于额外的食物花销。

艺术设计与媒体学部

商科、法律与社会科学学部

计算机、工程与建筑环境学部

健康、教育与生命科学学部

设计与首饰制作

2600 英镑

宝石鉴定

3650 英镑

服装时尚：数字图像处理

2200 英镑

服装时尚：剪裁、造型与拍摄

2200 英镑

版画与摄影

2200 英镑

时装潮流预测：探索未来

2300 英镑

视觉营销：探索未来零售业

2300 英镑

比较商法

2350 英镑

人类心理与社会

2200 英镑

国际商务

2200 英镑

工程：未来

2500 英镑

现代数字媒体技术体验

2200 英镑

网络工程、网络安全与道德黑客

2200 英镑

智慧城市

2200 英镑

家庭健康医疗改善

2200 英镑

英国中小学教育

2200 英镑

运动与锻炼

2200 英镑

申请方式
请从我们的网站下载申请表格填写完成后扫描发
送到邮箱：summerschool@bcu.ac.uk.
申请表格可在以下网站下载：
www.bcu.ac.uk/international/summer-school/how-to-apply
夏令营申请表格以及相关的费用需在2019年5月28日之前提交
到伯明翰城市大学的国际办公室。
如果你还有更多关于我们本届暑期课程的疑问，请随时与我们
大学中国代表处联系，联系方式如下：
伯明翰城市大学中国代表处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永嘉路570号2号楼306室
邮编：200031
电话:：021-62888511/2/3
网址：www.bcuchina.cn;
邮箱：application@bcuchina.cn
微信：BCUofficial
微博：weibo.com/bcu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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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
1.申请表格

7. 不可抗力

申请伯明翰城市大学的暑期课程需完成夏令营课程申请表格。
在填写表格前，请确保你已经认真阅读，理解并且同意我们所
有的相关条例规定。所有的申请者要求年满18周岁。

我们不对任何超出我们合理控制的意外事件或事故等负责，包括
但不限于罢工、停工或其它劳资纠纷（无论是否涉及我们的员工
或任何其它方面）、天灾、战争、暴动、骚乱、恶意破坏、遵守
任何法律或政府命令、规章或指示、事故、设备或机械、火灾、
洪水、风暴破坏、传染病或其他疾病爆发或感染、出现故障的供
电、供热、照明、空调或通讯设备的公共供水。

申请表可在以下链接中下载：
www.bcu.ac.uk/international/summer-school/how-to-apply
2. 费用
2.1 夏令营申请表格以及相关的费用需在2019年5月28日之前
提交到伯明翰城市大学的国际办公室。
2.2 在付款回执单中，你将会收到一封录取信。该录取信将帮助
你完成英国签证的申请。
2.3 在支付全部夏令营学费之后，将为你确保课程位置。
2.4 课程费用为税后费用。
3. 学分
我们提供两种不同的模式的暑期课程，他们分别为：学分和无
学分课程（实践类）。我们的学分课程在课程结束后学生可以
获得大学的15个学分，相当于欧洲大学（ECTS）7.5个学分或
者美国大学（US） 3个学分。学分转换的具体情况由学生所在
院校决定。根据你所在院校的需要，我们可以提供如课程设置
介绍等相关的信息。学生在英语语言方面有困难的情况下，可
以申请参加我们的无学分课程。顺利完成课程后，你将得到一
个伯明翰城市大学的暑期课程证书。
4. 退学和缺席
4.1 如果你希望取消暑期课程，需以书面形式申请。
4.2 如果你的课程取消申请在开课前6周提交，我们将会退还
全部学费，收取50英镑的手续费。
4.3 如果你的课程取消申请在开课内6周提交，我们将有权不
予退款。然而，如果你因签证被拒而无法参加暑期课程，
那么我们将会退还全部学费，收取50英镑的手续费。
4.4 因为疾病、个人、学术或者签证等原因而造成的缺席课
程，将不被退款。
5. 保险
5.1 在伯明翰城市大学学习期间，学生需持有健康，意外，残
疾和住院医疗保险。
5.2 学生需要明确学校没有任何义务提供相关保险，并承担相
关保险所需费用。
6. 行为规范
6.1 学生在校期间，要求以专业的态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并且
能互帮互助。
6.2 如果学生采取有意破坏行为，我们将会以口头或者书面形
式予以警告，如果警告无效，学校有权开除学生。更多信
息请访问:
http://www.bcu.ac.uk/about-us/corporate-information/
policies-and-procedures/complaints-procedures
6.3 如果学生在英国学习期间触及法律问题，学生需自己面对
并且自行承担一切罚款。学生需了解，该情况下伯明翰城
市大学不提供任何个人或者经济帮助。

8. 取消课程的权利
如果报名学生人数不满足该课程授课最低要求，伯明翰城市大
学将有权取消该暑期课程。
9. 更多信息
国际暑期课程由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办公室组织提供，所有相
关问题力求准确无误。学校将尽其所能提供最完善的服务和课
程，伯明翰城市大学拥有根据合理理由对课程做出修改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