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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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个国家的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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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我们的
国际暑期学校成
功完成了一门课
程，当你报名参
加本科或研究生
课程（MA或
MSC）时，你可
以获得1000英镑
的奖学金。

“暑期学校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一次伟大的冒
险！我们有机会学习感兴趣的课程，并在老师
的关心与帮助下完成学习任务！我们学习、分
享、创造，我们做到了。我们不会改变任何
事，除了我们希望这种体验能持续更长时
间。.”

Clara de Melo Araujo and João Victor de 
Oliveira Miranda e Sil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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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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在

创意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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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居之地

• 英国第二大城市，人口约100万
• 投资1.88亿英镑的图书馆和6亿英镑的新街
站改造

• 购物体验极佳

• 伯明翰体育馆举办碧昂丝、艾德·希兰和
比莉·艾利什等国际巨星的演唱会

• 2014/15年创造了最多的工作岗位，共4739
个

• 伯明翰约有15%的土地被划为“绿地”，其
绿地面积超过英国其他主要地区城市 

全球化都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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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级体育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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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Business Birmingham/Marketing
Birmingham/ StartUp Britain **Visit
Birm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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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生活、
迷人的旅游景点和多元性的文化。”

Olanrewaju Olatunde, International MBA

我们正在对大学的设施进行3.4亿英镑的投资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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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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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课程
重要日期
到达日期:  2023年 7月15日-16日 周六周日

课程开始日期:  2023年 7月17日 周一

课程结束日期:  2023年 8月4日 周五

返程日期:  2023年 8月5日-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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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机与送机

• 参观英国著名城市和景点伦敦、巴
斯、约克

• 社交活动

• 国际暑期课程T恤衫

课程时间表

*请注意，夏令营团费中不包含往返英国的旅费、签证费及

其他个人旅行和生活花费，如餐费。校园周边有许多的商

店、餐厅、咖啡馆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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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周 周一至周五 开学典礼及专业课程教学   周六 - 游览 周日 - 自由活动

第二周 周一至周五 专业课程教学   周六 - 游览 周日 - 自由活动

第三周 周一至周五 专业课程教学，毕业典礼及游览  

艺术、设计与媒体

广播和播客戏剧制作 £2,200

印刷与摄影 £2,200

时尚: 打印、剪裁与造型  * £2,200

数字操控与图形设计 £2,200

商科、法律与社会科学
当代法律问题 £2,200

国际商业：迎接全球化挑战  * £2,200

计算机、工程与建筑环境 网络工程、网络安全和道德黑客 £2,200

数据科学 £2,200

英语语言中心 英语与文化 £1,800

标*课程为学分课程。

1、申请学分课程学生需提供雅思5.5或者等同的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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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无法提供雅思或同等成绩的学生可以参加该课程，但不计入学分。成功完成课程后，学生将获得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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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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与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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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你可以探索这个历史地
标和著名的伦敦塔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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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克

约克拥有非凡的文化财富，是一座保存完
好的中世纪城市。漫步于约克明斯特大教堂
的哥特式大厅，探究这座城市的维京历史，
或在国家铁路博物馆探索不同类型的历史
时，踏入2000年的过去。追寻征服者威廉的
足迹，欣赏克利福德塔（Clifford’s 
Tower）迷人的景色，或在纽约最美丽的街
道“耻辱”（the Shambles）明信片般美丽
的13世纪木质建筑中，欣赏一系列风格各异
的独立精品店。

巴斯
简·奥斯汀，罗马温泉、宫殿式的格鲁吉亚
建筑：每平方英里的博物馆比任何其他英国
城市都多，你可以从时尚博物馆、皇家新月
一号或霍尔伯恩博物馆中选择。罗马人利用
了该地区的天然温泉，建造了雄伟的罗马浴
场，现在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
你可以在Thermae Bath Spa亲身体验富含矿物
质的水，千万不要错过屋顶泳池的城市景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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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与
迎接
机场接机与送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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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至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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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7月15-16日 周六周日
9点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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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erschool@bcu.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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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安排
我们将为您提供位于市中心校区附近的三周住宿。你可以舒适
地步行去上课和市中心。所有客房均为单人套间，包括私人淋
浴、卫生间、水槽、大床、充足的储物空间、书桌和椅子。还
包括Wi-fi！

住宿费用包含在国际暑期学校套餐中，无需额外付款。

入住日期: 2023年7月15日-16日 周六周日
离宿日期: 2023年8月5日-6日 周六周日

更多细节请访问: www.bcu.ac.uk/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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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方式
请联系我们：summerschool@bcu.ac.uk我们会
给您回复我们在线申请的所有细节。

申请表和更多信息可在以下网址找到：
www.bcu.ac.uk/international/summer-school/how-to-apply

申请截止日期：2023年5月31日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国
际暑期学校团队：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International Office
University House
15 Bartholomew Row
Birmingham
B5 5JU
United Kingdom
T: +44 (0)121 331 5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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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
1. 在线申请

填写在线申请时，请确保您在填写表格前阅读、理解并同意我们
的条款和条件。所有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并且必须是大学在
校生。

2. 费用

2.1填妥的申请表和所需学费应于2023年5月31日前提交给国际办
事处。
2.2在收到全额付款之前，无法保证您在课程中的位置。
2.3课程费用包括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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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学与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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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英国的旅行、签证费用以及其他个人旅行和
生活费用不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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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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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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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免责声明

伯明翰城市大学保留撤销任何广告宣传的课程的权利，因为招
生人数太少，无法提供适当的教育质量。

本出版物的内容在印刷时是正确的。如果您无法在线访问信
息，请联系暑期学校团队 

summerschool@bcu.ac.uk.



联系我们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国

际暑期学校团队：summerschool@bcu.ac.uk

#BCUGoGlobal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International Office
University House
15 Bartholomew Row
Birmingham
B5 5JU
United Kingdom
T: +44 (0)121 331 53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