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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赫特福德大学国际学院
入学指南
赫特福德大学国际学院（HIC）为学生提供现代化和充满活力的教育经历。我们致力于为你
创造能激励你取得卓越学术成就的环境，为你开设衔接课程并提供支持服务。
赫特福德大学与HIC的合作伙伴关系，能够帮助你顺利度过不同学习阶段，并最终获得高质
量的英国学士或硕士学位。

本科预科课程
高中

阶段1
大学预科
（1或2个学期）

阶段2
大学一年级
（2个学期）

研究生预科课程
相关高等教育学历

你的未来从这里启航
• HIC学生顺利完成预科课程和第一学年学位课程或硕士预科课程后，将有资格
升入赫特福德大学进行第二学年本科或硕士课程的学习。
• HIC采取小班教学，为学生提供额外的学业辅导，创建辅助性的学习环境，帮助
学生取得学业成功。
• HIC位于哈特菲尔德，离伦敦市中心很近（离国王十字火车站仅25分钟车程），
学生可尽情享受这座著名城市的夜生活和周末时光。
• HIC位于赫特福德大学的主校区，学生可使用大学里的所有设施。
• 赫特福德大学致力于培养就业能力强的学生，着力丰富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
的技能，增强他们的能力。
• 继续阅读以了解更多关于留学赫特福德大学的事项。

阶段1
硕士预科
（1或2个学期）

阶段2
硕士
（2个学期）

阶段3
大学二年级
（2个学期）

阶段4
最后一学年
（2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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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欢迎

HIC校长致辞
在过去的15年里，有6,000名学生就读于HIC并从赫特
福德大学毕业。HIC与赫特福德大学建立了令人骄傲
的合作伙伴关系。由于我们的学生不断地取得成功，
我们很高兴地决定继续发展并扩大我们之间的长期
合作关系。

我们两所高校共同致力于提升教学水平和学生体验，
以满足留学生及其所在地区对高等教育的需要。衔接
课程为学生提供独特的教育经验，为学生打造未来，
帮助他们在这个机遇之地取得成功。我谨代表学院为
向你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良好的祝愿，祝愿你在我
院学习进步。
Sarah Liu博士
HIC校长

赫特福德大学副校长致辞
我谨代表大学全体教职员工感谢各位同学选择HIC
和赫特福德大学。来英国留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HIC教职员工的帮助下，你将能高效并顺利地升入
赫特福德大学，实现自己的留学目标。
作为英国最古老的衔接学院，多年来，HIC深入了解留
学生需求，为学生提供小班教学，配备优质师资。我们
的学生支援团队充满热情，还有专门的学习辅导团队。

从申请入读的那一刻开始，你将享受到最高水准的服
务并得到HIC团队的高度关注。抵达学院后，你可以享
受高质量的教学（HIC已荣获由英国质量保证局颁发
的最高评级）。你还可以参加广泛的课外活动、社交和
体育活动。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欢迎你的到来。
Quintin McKellar教授
赫特福德大学副校长

“一来到HIC我们就立刻爱
上了这个地方。这里的工作
人员都很友好，他们以同样
的热忱欢迎所有人的到来。
这里的导师棒极了！无论你
向他们提出多少学习上的或
其他方面的疑问，他们总能
随时帮助你。”

我的HIC：来 自尼日利亚学习大众传媒的
Periye Bisina和Jacynthia Echia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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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企业的模式经营大学，培养面向企业的学生。
赫特福德大学是这类新型大学的先锋。
赫特福德大学是英国领先的面向企业
的高等教育典范。赫特福德大学富于
创新和进取精神，鼓励学生和团体脱
颖而出。
赫特福德大学是该地区最大的雇主之
一，拥有2,700名员工，营业额超过2.35
亿英镑。学生社区总计有超过27,000名
学生，包括来自120多个国家的2,900多
名留学生，还有超过165,000名校友遍
及全球。
创新、创造力和开拓精神是赫特福德大
学的主要特点。我们为学生提供灵活和
富于变革性的教育，致力于为我们的合
作伙伴创造价值，并积极地与各行各业
建立富有成效的往来。
赫特福德大学将在地方和区域经济中继
续发挥核心作用，积极促进当地社会和
经济发展。我们将不遗余力地进一步提
升我们的国际知名度和全球声誉。

为什么选择赫特福德大学？
面向企业的理念

作为英国领先的面向企业的大学，赫特
福德大学致力于开发富于创新的教学
和科研方法，致力于为各大企业创造更
多的价值，为国家和全球经济发展提供
动力。
创办面向企业的大学的前提是，大学和
企业联动开展合作，以帮助英国在21世
纪继续保持其全球竞争力。
企业的贡献

在教育实践中，大学开设的每一门课程
都蕴含了企业提供的资源，大学科研的
目的也是为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同时
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富于创新的解
决方案。
赫特福德大学鼓励企业、学术界和学生
之间不断的交流。大学的很多教职员工
花费相当多的时间经营自己的企业，确保
知识始终是最新的，帮助提高学生的商
业技能。

学生就业能力强

培养就业能力强的毕业生是赫特福德大
学的工作重点。我们的目标是培养知识
丰富和能力强的毕业生，成为雇主的首
选大学。

概览

你的国际职业生涯
从赫特福德大学开始
学习资源中心

主校区和德哈维兰校区都有自己的
学习资源中心。这两个校区提供如
下资源：
• 3,000多个学习场所和1,200多台电脑
• 学生可全天候随时使用所需的所有
软件
• 为个人和团体开辟的学习空间和学
习室

帮助学生踏入职场

• 服务部、技能培训班和在线帮助

我们为学生开设蕴含企业资源的课程，
同时将职场技能的学习作为他们学位
课程的一部分。

• 供学生学习之余休息的咖啡馆。

95.2%的学生在毕业后六个月内成功找
到工作或进一步深造。

这里有最先进的学习资源中心，专业
的设施（包括一个供天文教学的天文
台），以及耗资1,500万英镑的体育
村：赫特福德大学是学习、生活和工
作的理想之地。

其中，物理学院、天文学和数学学院、
健康和研究学院、法律和教育学院这
四所学院的就业率更高，达到了98%。
我们被公认为是一所富有开拓精神的面
向企业的大学，我们培养的学生具备良
好的就业技能，同时我们也支持本地区
的商业需求。我们向学生教授的可转移
技能使得他们能为所选行业做出高效的
终身贡献。

专业设施

学生可以利用我们的专业设施获取有
价值的实际经验，包括：
• 位于贝佛巴里的全英最顶级的教学用
天文台之一
• 飞行模拟器和风洞
• 模拟重症监护室，药房和“模拟
家庭”
• 高规格电影、音乐和媒体工作室
• 模拟法庭
• 环境测试箱和隔音房
• 先进的驾驶模拟器。

这里是会友、饮食和夜间娱乐的
理想之地。
The Ele House是一家学生休闲酒吧，
提供美味小吃和饮料，可以打台球
和进行其他娱乐。在讲座后进来喝
杯饮料或与朋友共进午餐。
德哈维兰俱乐部位于德哈维兰校区，
提供美味的食物、饮料和丰富的娱
乐，俱乐部大厅可用作举办萨尔萨
舞曲课堂或庆祝晚宴。
咖啡馆和餐馆。如果你不想下厨的
话，校区内有十来座咖啡馆和餐馆
为你提供丰富的食物。
赫特福德郡体育村

宗教设施

在大学里，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
时间，空间和机会来放松，反思和与
自己的精神世界沟通，无论他们的信
仰是什么。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建
立了The Key-属于所有人的空间。
The Key是位于主校区的一个多元宗教
和多元文化中心。它是校园内的一处
安静空间，同时也是进行正式礼拜的
场所。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圆形房间，
供人们反思，祈祷和做礼拜。里面
的“会议室”可供学习小组或讨论小
组碰头。除此之外，此处还收藏有少
量的宗教书籍、音像资料和报纸，
你也可以坐在那里聊天或放松。

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你都会
在赫特福德大学找到归属感。无论
你是一个新手还是崭露头角的好手，
体育村里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
体育课堂以及最好的体育训练设施
和服务。赫特福德郡体育村位于德哈
维兰校区，向学生和社区居民开放。

医药服务

这里的设施包括：

• 小病康复建议

• 100个健身房

• 旅行健康咨询

• 2个供团体训练课用的排练房

• 沙眼衣原体检测

• 25米游泳池

• 紧急避孕

• 2个壁球场

• 免费戒烟服务

• 多功能运动大厅

• 私人咨询室

• 多功能板球大厅

• 妊娠试验

品牌名为赫顿中心的校园药房为赫
特福德大学的学生提供柜台服务和
建议。
校园药房提供下列服务：
• 健康与营养信息

• 室内攀岩墙

• 急救和医疗设备

校内公共设施

• 曲棍球和足球用人工草皮

• 安全的药物处理

校园内有多种社交场所——酒吧、俱
乐部、餐馆和咖啡馆等，供学生结交
朋友，放松身心，享受本地最好的娱
乐活动。赫特福德大学学生会努力为
学生组织各类活动，提供精彩纷呈的
娱乐项目。无论你喜欢泡吧、听音乐
还是欣赏喜剧，或者只是喜欢在一个
安静的晚上和朋友们出去玩，在学习
资源中心经过一天忙碌的学习之后，
你总能在大学论坛里找到帮助你放松
的方式。

• 三块足球场和橄榄球场

• 有限处方服务。

赫特福德郡论坛是包含一家夜店和三
家酒吧的娱乐场所。投资高达3,800
万英镑的赫特福德郡论坛内部装饰时
尚，配备了最新的娱乐设备，可举行
多种多样的娱乐活动，是当地举行现
场音乐会和俱乐部现场活动的重要
场所。

• 无挡板篮球场、羽毛球场和网球场
• 理疗与运动损伤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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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国际职业生涯从赫特福德大学开始（续）
概览

校园地图

主校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美世楼
林多普楼
托德楼
艺术设计楼
电影、音乐和媒体大楼
主要接待处
爱德华王子大厅
苗圃
赫特福德论坛
Elehouse
赫顿中心
赫顿楼
主要建筑
科学楼
职业健康与安全办公室
文件服务
邮件收发室及货物收发室
创新中心
谷仓
汽车中心
车辆道路模拟实验室
山坡上的房子
健康研究大楼
赖特楼
赫特福德大学国际学院（HIC）
The Key
约克楼
C•P•斯诺楼
2015年落成的科学大楼
学习资源中心（巴克斯顿学习中心）
约翰•利尔音乐中心

德哈维兰校区

A
B
C
D
E
F
G
H
I

贝灵哈姆球场
斯伯丁球场
The Oval板球场
德福球场
Broad大厅
Coales大厅
Chapman 大厅
Fern 大厅
Butler 大厅
公交站
自行车停车处（有遮阳棚）
自行车停车处（无遮阳棚）
淋浴和更衣设施
学习区

公共停车场（供蓝色徽章持有人）
访客停车场
学生停车场（自动交费并张贴票据）
学生公寓停车场
员工收费停车场
请注意：持有许可证的员工可使
用上述所有停车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主要接待处
学习资源中心
M区
N区
R区
赫特福德郡体育村
德哈维兰俱乐部
德哈维兰餐厅
居住服务办公室
学生会商店
报告厅
Law Court大楼
麦克劳林大楼
Titan Court公寓

A 奥登汉姆大厅
B 韦林厅
C 桑德里奇大厅
D 哈德姆大厅
E 萨拉特大厅
F 金普顿大厅
G 莱姆斯福特大厅
H 阿什维尔大厅
I 雪纳利大厅
J 雷德本大厅
K 沃顿大厅

公共停车场（供蓝色徽章持有人）
访客停车场
停车场（自动交费并张贴票据）
公交站
自行车停车处（有遮阳棚）
自行车停车处（无遮阳棚）
外部学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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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就读HIC，你将有机会选修大量的课程，帮助你拿到心仪
的学位证书。HIC位于充满活力和现代化的赫特福德大学内
部，赫特福德郡的中心。HIC为你提供了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
化的同学建立友谊的机会。
HIC的教职员工致力于帮助你取得成
功。我们将在这所生机勃勃的世界一
流英国大学与你一起努力迎接挑战并
享受胜利果实。HIC帮助你做好迎接生
活挑战的准备，帮助你顺利融入英国
生活，确保你能安心学习并拿到学位。

为什么选择HIC？
• 赫特福德大学在英国开设了多门排名
靠前的精品课程。包括物理（第6名）、
体育科学（第8名）和艺术（第14名）
（《卫报大学指南》，2016）。
• “CG学生奖”最近将赫特福德大学
评选为英国“动画和视觉效果”专
业最好的大学（世界第12名）。
• HIC位于哈特菲尔德古镇，靠近伦敦
市中心（离国王十字区仅22分钟车程，
离芬斯伯里公园仅16分钟车程）。
• 赫特福德大学拥有英国最好的大
学体育设施以及一个世界级的可
容纳1,500人的娱乐活动场所。
• 就读HIC预科课程的学生将得
到无与伦比的学业支持，享受
小班教学和额外的辅导。
• HIC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位于大学
校园内的预科课程培训机构。

概览

HIC是你进入赫特福德大学的直通车
学期学习计划

预科课程
大学预科课程
（阶段1）

HIC的本科预科课程专门为你心仪的学位
打造。例如，如果你选择攻读计算机科学
学位，你将从预科课程阶段就开始学习
相关的计算机课程。这将帮助你获得必
要的背景知识和学习技能。

本科

• 商务
• 计算机科学
• 创意艺术
• 法学
• 生命与医学科学
• 大众传播
• 物理学、天文学与数学

一个学期
• 商务
• 创意艺术
• 法学
• 大众传播

入学

课程结构

学业测试

九月、五月和
一月

每学期通常开设四门课程。包括所选学
科领域的学术研究课程，以及技能培训
课程。每门课程都是为你选择的本科学
位量身打造的。

大部分课程的测试贯穿
学期始终，包括测试，
任务和案例分析。大多
数课程都有两小时的期
末考试。

1月和9月

根据你所选的预科课程，HIC第
一学年的学位课程由赫特福德大
学进行监督、开设或评估。

大部分课程的测试贯穿
学期始终，包括测试，
任务和案例分析。大多
数课程都有两小时的期
末考试。

两学期
• 商务
• 计算机科学
• 创意艺术
• 工程与技术
• 法学
• 生命与医学科学
• 大众传播
• 物理学、天文学与数学

HIC在以下学科领域开设预科课程：

• 工程与技术

学制

HIC每年1月/5月和9月开学。根据你选
择的预科课程和以前取得的学历，本科
基础课程和硕士预科课程会持续一至两
个学期。成功完成某门HIC基础课程或
硕士预科课程后，你将升入赫特福德大
学本科一年级或硕士一年级。

第一学年学位课
程（阶段2）

第一学年学位课程包括两个学期

学习商科预科课程的学生将由来自赫特
福德大学商学院的老师负责授课，他们
都是商科领域的专家学者。采用小班教
学，相比学习商科一年级课程的其他学
生，HIC的学生将得到更多的个人关注。

研究生

学习计算机科学、创意艺术、生命科
学、科学与工程或大众传播预科课程的
学生将直接升入赫特福德大学学习一年
级学位课程，并享受HIC提供的义务辅
导。HIC的义务辅导和支持服务将帮助你
实现教育，社交和生活的最优化。

• 商务
• 创意艺术
• 生命与医学科学

学习法律预科课程的学生将直接进入赫
特福德大学学习学位课程。

需要进行额外的英语学习的学生还可选
修英语强化课程（IEL）。
第二学年学位课
程（阶段3）

最后一学年学位
课程（阶段4）

第二学年学位课程包括两个学期

最后一学年学位课程包括两个学期

1月和9月

1月和9月

每学期你将学习四至或五门所选学位关
键领域的课程。你将获得额外的支持，
包括辅导，导师咨询，英语援助，还有
机会使用计算机实验室。

每学期你将学习四至或五门所选学位关
键领域的高级课程。

评估方式包括考试、
作业、论文及其他书
面作业。
课程作业包括解决问题
的活动、个人和小组报
告、咨询项目，演示和
商业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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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学习生活
概览

HIC提供多种支持服务以帮助实现你的目标。在学习期间，
你将有机会享受HIC和赫特福德大学提供的服务。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鼓励你使
用支持服务并联络热忱的HIC工作人员
以寻求建议和帮助。HIC随时为你提供
帮助。

学生活动

学生支持团队致力于解决全体学生的各
类需求。该团队负责：

这些设施包括足球场、板球场和曲棍
球场、运动场、游泳池、健身房和攀
岩墙。有超过100家学生俱乐部和社团
可供选择，可以满足学生的所有社交
和体育需求，其中包括Youth Excellence
社团。

• 帮你报名预科课程
• 协助你在HIC和赫特福德
大学的入学登记事宜
• 新生培训项目
• 学生福利
• 学习技巧训练
• 学习支持
• 英语支持
• 残疾人支持
• 作业协助
• 社会活动。

新生培训项目
入读HIC后，你将用第一周的时间结识
同学，和工作人员见面并适应在英国的
新生活。

如果你有兴趣参加体育和社会活动，赫
特福德大学是个好地方。这里有最好的
体育和娱乐设施。

参加这些体育俱乐部和学生社团能为你
在大学期间创造很多机会。HIC鼓励你
尽可能多地参与这些活动。

学生会

咨询和支持
赫特福德大学主校区提供优质的信心咨
询服务并开设了专门的医疗中心。留学
生顾问也可以就住房，福利和移民问题
为你提供免费建议。
HIC提供一对一的个人辅导、在线答疑
和免费咨询台服务。

多信仰中心
该中心是一个多信仰和多元文化中心，
坐落在主校区一片安静的区域。它是
大学精神生活的焦点，供学生祈祷和
反思。

加入我们的脸谱网
加入HIC的脸谱网，实时了解HIC的社交
活动。这也是分享信息和想法，结识
朋友的大平台。请登录facebook.com/
HICstudents。

赫特福德大学学生联合会（UHSU）位
于主校区，负责组织全年校内外社会活
动，俱乐部活动和学生社团活动。
位于全新的赫顿中心的UHSU有一个非
常棒的就业机构，全年提供数以百计的
就业岗位。通过该机构，你可以找到临
时或兼职工作（前提是你有在英国工
作的资格），这将帮助你在学习的同时
赚钱。

在新生培训周，你会获知下列信息：
• 英国的生活与学习
• 住宿费
• 费用和旅行安排
• 健康
• 金融
• 旅行和交通
• 社会事件。
我们的团队也将帮助你：
• 报名预科课程
• 获取你的学生身份证和电子邮箱帐户
• 获取课程表
• 熟悉宿舍环境。

“HIC的老师非常棒，为我提供了大量
的帮助。他们关照着我的每一门课程，
这对我们留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HIC：来自印度学习商科课程的Chirasree Mukherj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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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菲尔德— —生活和学习的理
想之地
赫特福德大学位于哈特菲尔德，离伦
敦的国王十字站仅22分钟车程，靠近
地铁A1站。主校区和德哈维兰校区相
隔仅不到一公里。两个校区间有自行
车道，还有公交车往来，交通方便。
老哈特菲尔德保留了许多历史建筑，
最著名的是哈特菲尔德宫。伊丽莎
白•都铎（即后来的英国女王伊丽莎
白一世）在现在被称为哈特菲尔德公
园的旧宫里居住了三年。1930年，人
们在这里建设了德哈维兰机场和哈特
菲尔德飞机厂。因此这里也因其全球
飞机制造业的地位而得到广泛认可。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德哈维兰生产了
世界著名的舞毒蛾和虎蛾双翼飞机，
蚊子轰炸机和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客
机——彗星号。

伦敦
你会很快发现，为你带来令人兴奋
的挑战和经历的不仅仅是你的学习。
无论你是想参观博物馆、剧院或图
书馆，享受城市的购物、餐饮或夜生
活；参观世界著名的历史景点，或只
是闲坐观察来来往往的人们，伦敦都
会为你带来丰富的体验。你也可以轻
易地跳上从圣潘克拉斯车站开往法国
的火车，或者从仅30分钟车程之外的
卢顿机场坐飞机前往异国他乡。

赫特福德郡

伦敦

生活成本
英国政府估计，留学生每月生活费大
约为1,265英镑。平均每学年（两个学
期）总的生活成本估计为11,385英镑。
请记住，你的生活成本会根据你的生
活方式而改变。

哈特菲尔德宫

信息概览
县

赫特福德郡

货币

英镑（£）

时区

UTC/GMT

电力

230 V

语言

英语

气候
哈特菲尔德气候与英国气候相当，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夏季（七月）的平均最
高气温为21.5℃左右（70.7°F）；冬季（一月）约为6.5℃（43.7°F）。

季节

时期

日平均温度

冬季

12月至2月

5℃至9℃

春季

3月到5月

6℃至18℃

夏季

6月至8月

13℃至23℃

秋季

9月至11月

8℃至20℃

概览

HATFIELD

在赫特福德哈特菲尔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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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你的本科课程
课程

商务
赫特福德大学商学院以其高质量的教学
和先进的教学设施而骄傲。学校被高等
教育质量保障署（QAA）评为在商业与
管理、经济学以及旅游学的教学方面达
到“优秀”级别。学校与澳大利亚、欧
洲、远东和北美洲的商学院建立了强有
力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学校的教学和交
流项目增加了国际维度。

就业和职业选择
往届毕业生就职于广告业、管理岗位和
营销职位，入职的公司包括英国航空公
司、花旗银行、可口可乐、德意志银
行、IBM、三菱、劳斯莱斯奔驰苯、索
尼欧洲以及泰晤士报。

平均起薪
根据前景研究，这一地区的毕业生平均
起薪为21007英镑。

赫特福德大学商学院的学位课程受到了特许
注册会计师协会（ACCA）、特许管理会计师
公会（CIMA）、特许营销协会（CIM）、英
国特许人事和发展协会（CIPD）和皇家特许
秘书及行政人员协会（ICSA）的认证。

计算机科学
阶段1：大学预科

阶段2：第一学年学位课程

入学

入学

九月、一月和五月

九月和一月

学制

学制

一个或两个学期

两学期

课程学费

课程学费

一学期：7,000英镑
两学期：9,950英镑

£11,950

课程

第一学期课程

一学期

• 商务专业ILSC

作为一个计算机科学的学生，你将能
使用配备有先进的软硬件设备的计算
机实验室，方便你从事网络、多媒体
和机器人的学习。

• 互动学习技巧和沟通（ILSC）

• 会计与财务1

• 信息和通信技术原理

就业和职业选择

• 计算机原理

• 全球视角

• 商业研究

• 数学1

• 营销

• 大众传播概论

• 经济学1

两学期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课程

往届毕业生在诸如埃森哲、思
科、IBM、甲骨文、太阳微系统公司、
施乐和Yell等公司从事各类管理类和技
术类的工作。

• 商务专业

平均起薪

• 互动学习技巧和沟通（ILSC）

• 定量方法

• 大众传播

• 信息和通信技术原理

• 会计与财务2

根据前景研究，这一地区的毕业生平
均起薪为22,311英镑。

• 全球化

• 经济学2

• 企业管理

• 营销传播

升入阶段2的要求

• 商务运营

所有课程成绩不低于50%，ILSC成绩不低于
60%，出勤率不低于85%。

第二学期

课程

• 商业研究

升入阶段3的要求

• 大众传播概论

所有课程成绩不低于40%，ILSC成绩不低于
65%，出勤率不低于85%。

• 会计概论
• 经济学概论

升入阶段2的要求
所有课程成绩不低于50%，ILSC成绩不低于
60%，出勤率不低于85%。

* 如果学生在学年开始前缴纳全额学费，可享受500英镑的退款优惠。

赫特福德大学阶段3主要课程*
•
•
•
•
•
•
•
•
•
•

会计学荣誉文学士
会计与金融学士（荣誉）
工商管理学士（荣誉）
商业经济学学士（荣誉）
商业研究荣誉文学士
经济学学士（荣誉）
事件管理学士（荣誉）
国际旅游管理学士（荣誉）
营销学士（荣誉）
旅游管理荣誉文学士

赫特福德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是英国
最大的也是最成熟的计算机科学学院
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该学
院已经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学生，为他
们在工作中继续学习新技能奠定了基
础。该学院开设大量课程，将学业与
职业技能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阶段1：大学预科

阶段2：第一学年学位课程

入学

入学

九月和一月

九月

学制

学制

两学期

两学期

课程学费

课程学费

£9,950

£12,500

课程

课程

第一学期

HIC在第一学年综合学位课程期间提供学科
专业技能发展课程。

• 互动学习技巧和沟通（ILSC）

• 商业研究

学生需要通过所有课程才能参加此课程。
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四门课程，每门课程
30学分，共120学分。

第二学期

升入阶段3的要求

• 数学2

以40%的成绩通过所有课程，出勤率须达
到85%。

• 编程
• 统计学

赫特福德大学阶段3主要课程*
• 计算机科学理学士（荣誉）
• 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理学士（荣誉）
• 计算机科学（网络）理学士（荣誉）
• 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理学士（荣誉）
• 信息技术理学士（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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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你的本科课程（续）
课程

创意艺术
赫特福德大学创意艺术学院开设各种课
程帮助你提高创新能力并产生新奇的想
法。学院还会传授你将这些创意变成现
实的实践技巧。创意艺术学校坐落在现
代化的校园中，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充分
发掘学生的创造力。学校还与创意文化
产业中的知名品牌建立了积极的联系。
CG学生奖最近将赫特福德大学评为英国
动画和视觉效果专业最好的学校。前20
名的名单中包括来自美国、加拿大、新
西兰和法国的大学。赫特福德大学排名
世界第12名。

就业和职业选择
往届毕业生在诸如Crytek英国，英国独
立电视台，卡伦密，伦敦工作室，MSN
英国，维珍传媒电视、华纳兄弟等公司
从事时尚设计工作，以及007和哈利•波
特等电影产业。

平均起薪
根据前景研究，这一地区的毕业生平均
起薪为17,300英镑。

工程与技术
课程
一学期
• 互动式学习技能与交流（ILSC）
• 计算机原理
• 实用学习技巧
• 艺术、设计、电影与媒体导论

入学
九月、一月和五月

学制
一至两个学期

课程费用
一学期：7,000英镑
两学期：9,950英镑

升入阶段3的要求
以40%的成绩通过所有课程，出勤率须达
到85%。

两学期
第一学期

赫特福德大学阶段3主要课程

• 互动学习技巧和沟通（ILSC）

• 数字媒体和2D动画角色文学士（荣誉）*

• 计算机原理

• 3D电脑动画和建模文学士（荣誉）*

• 实用学习技巧

• 3D游戏艺术与设计文学士（荣誉）*

• 艺术、设计、电影与媒体导论

• 音频录音和制作理学士（荣誉）

第二学期

• 当代工艺品设计文学士（荣誉）*

入学
九月和一月

学生需要通过所有课程才能参加此课程。
所有学生必须学习八门必修课以及一门技
能课，总学分为120。

学制

升入阶段3的要求

每一个英国F1车队都有本学院的毕业
生，空客A380的首席设计师也是毕业
于本学院，我们为此感到十分骄傲。
我们与行业建立了强大的联系，帮助
你毕业拿到工程学位后能站在行业的
最前沿。

两学期

以40%的成绩通过所有课程，出勤率须达
到85%。

就业和职业选择

• 互动学习技巧和沟通（ILSC）
• 计算机原理

• 统计学

• 机械工程荣誉工学士

课程学费
£9,950

课程
第一学期

赫特福德大学阶段3主要课程*
• 航空航天工程工学士（荣誉）
• 航空航天工程和航天技术工学士（荣誉）
• 航空航天系统工程工学士（荣誉）

• 影视制作文学士（荣誉）

所有课程成绩不低于50%，ILSC成绩不低于
60%，出勤率不低于85%。

• 美术文学士（荣誉）*
• 平面设计理学士（荣誉）*

平均起薪

• 插图文学士（荣誉）*

升入阶段2的要求

• 航空管理技术工学士（荣誉）

根据前景研究，这一地区的毕业生平
均起薪为24,337英镑。

所有课程成绩不低于50%，ILSC成绩不低于
60%，出勤率不低于85%。

• 航空航天技术试点研究工学士（荣誉）

• 大众传播概论
• 专家项目（双课程）

• 数字媒体艺术文学士（荣誉）*
• 时尚文学士（荣誉）*
• 时尚与时尚商务文学士（荣誉）*
• 影视后期制作文学士（荣誉）

• 工业设计理学士（荣誉）*

入学

• 互动媒体设计文学士（荣誉）*

九月

• 室内建筑设计文学士（荣誉）*

学制
两学期

课程学费

• 模型设计（个性和创意效果）文学士（荣誉）*
• 模型设计（效果）文学士（荣誉）*
• 模型设计（特效）文学士（荣誉）*

• 数学1
• 物理1

• 汽车工程工学士（荣誉）
• 汽车工程与发动机工学士（荣誉）
• 数字通信和电子工学士（荣誉）

• 数学2

• 数字系统和计算机工程工学士（荣誉）

• 物理2
• 编程

阶段2：第一学年学位课程
入学
九月

• 作曲技术理学士（荣誉）†

学制
两学期

课程

• 音乐产业管理文学士/理学士（荣誉）

课程学费

HIC在第一学年综合学位课程期间提供学科专
业技能发展课程。

• 音乐技术理学士（荣誉）†

£12,500

• 摄影学文士（荣誉）*

课程

• 产品设计学士（荣誉）*

HIC在第一学年综合学位课程期间提供学科
专业技能发展课程。

• 电视和电影视觉效果文学士（荣誉）*

• 航空航天系统工程试点研究工学士（荣誉）

第二学期

• 电影和游戏作曲技术理学士（荣誉）†

£12,500

• 音响设计技术理学士（荣誉）†

† 需要掌握音乐理论知识

阶段1：大学预科

升入阶段2的要求

• 商业研究

• 作曲和音乐制作理学士（荣誉）†

* 所需的课程组合

工程技术学院在吸引学生入读和培养
就业能力强的优秀毕业生方面具有良
好的国际声誉。学院配备有良好的设
施，开设了与职业相关的课程。

往届毕业生就职于诸如航空航天工
程、飞机维修、工作管理、赛车工程
等领域。 数学专业毕业生就职于货币
和期权行业，担任股票交易员和金融
分析师等。在这些领域工作的毕业生
受雇于BAE系统公司，巴克莱资本、
宾利、英国航空公司、花旗银行、
阿斯特里姆公司、福特、葛兰素史
克、捷豹、奎奈蒂克等公司。

阶段2：第一学年学位课程
阶段1：大学预科

学生需要通过所有课程才能参加此课程。
所有的学生都将学习一系列课程，总学分
为120。

• 电气与电子工程工学士（荣誉）
• 电子工程和机电一体化工学士（荣誉）
• 机电一体化工程工学士（荣誉）

• 汽车技术与管理工学士（荣誉）
•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工学士（荣誉）
• 赛车技术工学士（荣誉）
• 多媒体系统技术工学士（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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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你的本科课程（续）
课程

法学
赫特福德大学法学院是全国最大和最具
创新性的法学院之一，在现代英国大学
的前五大法律学院中排名最高。法学院
最近搬迁到了位于德哈维兰校区的新的
专用中心。该学院配备了一系列的专业
法律设施，包括一个模拟法庭、一个全
天候学习资源中心、一个专门的法律
图书馆以及可访问法律及商业数据库的
高科技计算机中心。学院毕业生就业记
录良好，与海外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伙
伴关系，甚至在中国和马来西亚都开设
了课程。

生命与医学科学
阶段1：大学预科

升入阶段2的要求

入学

所有课程成绩不低于50%，ILSC成绩不低于
60%，出勤率不低于85%。

九月、一月和五月

学制
一个或两个学期

课程学费
一学期：7,000英镑
两学期：9,950英镑

课程

阶段2：第一学年学位课程
入学
九月和一月

学制
两学期

一学期

课程学费

• 合同法导论

£11,000

就业和职业选择

• 刑法导论

往届毕业生就职于各行各业并担任各
种职位。法学院毕业生的雇主包括：
富士通公司、HMCS、Lawtons律师事
务所、Levenes律师事务所、伦敦警察
厅、Trowers & Hamlins国际律师事务所。

• 法律方法与技巧

赫特福德大学阶段2主要课程*

• 宪法与行政法

• 速成法学士（荣誉）（两年课程）

• 计算机原理

• 法学士（荣誉）

• 互动学习技巧和沟通（ILSC）

• 政府与政治法学士（荣誉）

平均起薪

两学期
第一学期

根据前景研究，这一地区的毕业生平均
起薪为26,000英镑。

• 商业研究
• 大众传播概论
• 计算机原理
• 互动学习技巧和沟通（ILSC）

第二学期
• 合同法导论*
• 刑法导论
• 法律方法与技巧
• 宪法与行政法

• 商业法法学士（荣誉）

生命科学与医学院主要开设生物科
学、地理学和体育科学等学科课程。
这些领域令人激动且不断发生着
变化。
每个学生也可通过授课式学位课程组
合进行跨专业学习。学院配备有世界
一流的教学和学习设施，阿森纳女子
足球俱乐部曾经使用过。我们的体育
科学学位课程在英国排名第八（《卫
报》2016）。

就业和职业选择

课程

升入阶段3的要求

第一学期

以40%的成绩通过所有课程，出勤率须达
到85%。

•
•
•
•

互动式学习技能与交流（ILSC）
计算机原理
化学A
数学1

• 生物科学荣誉理学士

•
•
•
•

• 环境管理理学士（荣誉）

生物学A
生物学B
化学B
数学2

升入阶段2的要求

平均起薪

入学

根据前景研究，这一地区的毕业生平
均起薪为21,000英镑。

九月

• 分子生物学理学士（荣誉）
• 营养学理学士（荣誉）

• 自然地理学理学士（荣誉）

学制

入学日期

£12,500

£9,950

• 人文地理学理学士（荣誉）

阶段2：第一学年学位课程

课程学费

课程学费

• 地理学理学士（荣誉）

• 医药科学理学士（荣誉）

阶段1：大学预科

两学期

• 环境管理与农业理学士（荣誉）

所有课程成绩不低于50%，ILSC成绩不低于
60%，出勤率不低于85%。

两学期

学制

• 生物化学理学士（荣誉）

第二学期

往届毕业生从事农学、解剖学、动物
科学、化学及生物医学工程等工作。
生命科学专业的毕业生的雇主包括英
国保柏、庄信万丰、国防部、英国国
家医疗服务系统、英国皇家空军。

九月和一月

赫特福德大学阶段3主要课程*

课程
HIC在第一学年综合学位课程期间提供学科
专业技能发展课程。学生需要通过所有课
程才能参加此课程。
所有的学生都将学习一系列课程，总学分
为120。

• 药理学理学士（荣誉）
• 心理学理学士（荣誉）
• 体育与运动科学理学士（荣誉）
• 体育研究理学士（荣誉）
• 可持续农业与食品安全理学士（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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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你的本科课程（续）
课程

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专业越来越受欢迎，原因显而
易见。网页设计，广告和媒体行业需要
掌握这些技能的毕业生。人文学院与当
地雇主在一系列的行业和专业领域保持
了积极的联系，确保其开设的所有课程
都与职场紧密相关。人文学院与经济与
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文化遗产
彩票基金以及思想学会等著名机构保持
了密切联系，获得了丰厚的科研基金。
因此，学院毕业生就业记录良好，在媒
体，出版，教学和信息管理等领域充分
就业。在这些领域，分析，沟通和评估
技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2015年，根据
《卫报》的评选，在英国所有的大学
中，赫特福德大学在新闻、出版和媒体
研究领域的满意度高达81%。

就业和职业选择
毕业生在广告、桌面出版、影视制作、
新闻、公共关系、电视制作、网络设计
等领域有广阔的就业潜力。往届毕业生
已受聘于迪奥、耶格和Which杂志。

平均起薪
根据前景研究，这一地区的毕业生平均
起薪为17,275英镑。

物理学、天文学与数学
阶段1：大学预科

升入阶段2的要求

入学

所有课程成绩不低于50%，ILSC成绩不低于
60%，出勤率不低于85%。

九月、一月和五月

学制
一个或两个学期

课程学费
一学期：7,000英镑
两学期：9,950英镑

课程
一学期
• 互动学习技巧和沟通（ILSC）

阶段2：第一学年学位课程入学
入学
九月

学制
两学期

课程学费
£11,950

• 信息和通信技术原理

课程

• 商业研究

HIC在第一学年综合学位课程期间提供学科专
业技能发展课程。学生需要通过所有课程才
能参加此课程。

• 大众传播概论

两学期
第一学期
• 互动学习技巧和沟通（ILSC）

所有的学生都将学习一系列课程，总学分
为120。

• 信息和通信技术原理

升入阶段3的要求

• 全球化

以40%的成绩通过所有课程，出勤率须达
到85%。

• 企业管理

第二学期
• 商业研究
• 大众传播概论
• 会计概论
• 经济学概论

赫特福德大学阶段3主要课程*

物理专业英国排名第六，学生满意度
达到97%。（《卫报》2016）物理学，
天文学和数学学院（PAM）为你扩大
知识面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学院设施
完善。这里的贝福德布利天文台被认
为是英国最好的教学天文台。学院与
数学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保持了紧密
的联系，所开设的所有课程均得到了
这两所学院的认可，为毕业生提供了
巨大的发展前景。

阶段1：大学预科

升入阶段2的要求

入学
九月和一月

所有课程成绩不低于50%，ILSC成绩不低于
60%，出勤率不低于85%。

学制

阶段2：第一学年学位课程

两学期

课程学费
£9,950

课程
第一学期

就业和职业选择

• 互动学习技巧和沟通（ILSC）

往届毕业生就职于诸如航空航天工
程、飞机维修、工作管理、赛车工程
等领域。数学专业毕业生就职于货币
和期权行业，担任股票交易员和金融
分析师等。在这些领域工作的毕业生
受雇于BAE系统公司，巴克莱资本、
宾利、英国航空公司、花旗银行、
阿斯特里姆公司、福特、葛兰素史
克、捷豹、奎奈蒂克等公司。

• 计算机原理
• 数学1
• 物理1

第二学期
• 数学2
• 物理2
• 编程
• 统计学

平均起薪
根据前景研究，这一地区的毕业生平
均起薪为24,337英镑。

入学
九月

学制
两学期

课程学费
£12,500

课程
HIC在第一学年综合学位课程期间提供学科
专业技能发展课程。学生需要通过所有课
程才能参加此课程。
所有的学生必须学习八门必修课和一门技
能课，总学分为120。

升入阶段3的要求
以40%的成绩通过所有课程，出勤率须达
到85%。

赫特福德大学阶段3主要课程*
• 天体物理学理学士（荣誉）

• 新闻媒体文学士（荣誉）

• 金融数学学士（荣誉）

• 大众传播文学士（荣誉）

• 数学理学士（荣誉）

• 媒体和出版文学士（荣誉）

• 物理学理学士（荣誉）

* 如果学生在学年开始前缴纳全额学费，可享受500英镑的退款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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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你的研究生课程
课程

商务
商科的研究生预科课程将为你在英国继
续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提供有价值的参
考。最重要的是，该预科课程传授给你
的知识和技能可确保你在赫特福德商学
院的授课式硕士学位课程中名列前茅。
赫特福德大学商学院以其高质量的教学
和先进的教学设施闻名。学校被高等教
育质量保障署（QAA）评为在商业与管
理、经济学以及旅游学的教学方面达
到“优秀”级别。学院与澳大利亚、
欧洲、远东和北美洲的商学院建立了强
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学校的教学增
加了国际维度，提供了参与交流项目
的机会。

就业和职业选择
往届毕业生就职于广告业、管理岗位
和营销职位，入职的公司包括英国航
空公司、花旗银行、可口可乐、德意
志银行、IBM、三菱、劳斯莱斯奔驰
苯、索尼欧洲以及泰晤士报。

平均起薪
毕业生的起薪各有差异，但一般而言，
商业硕士学位的毕业生平均年薪在
22,000-25,000英镑之间。

生命科学与医学
阶段1：硕士预科课程

赫特福德大学阶段2主要课程

入学

• 人力资源管理与就业关系理学硕士

九月、一月和五月

• 会计与财务管理理学硕士

学制

•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

一个学期

• 国际旅游与酒店管理理学硕士†

课程学费
一学期：7,000英镑
两学期：9,950英镑

†

• 管理学理学硕士
• 营销学理学硕士
• 项目管理理学硕士

课程
• 研究方法与技巧

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院关注激动人心且
不断变化的生物科学，地理和体育科
学。这里有先进的学习资源中心，令
人印象深刻的制药实验室和专业设施
（包括临床模拟中心、舞蹈心理学实
验室和校园药店），还有价值1,500万
英镑的体育村。赫特福德大学是生活
和工作的理想之地。在2015年，我们
新建设的科学大楼将囊括最先进的设
施，包括实验室和研究技术。

就业和职业选择

• 商业经济环境

往届毕业生从事农学、解剖学、动物
科学、化学及生物医学工程等工作。
生命科学专业的毕业生的雇主包括英
国保柏、庄信万丰、国防部、英国国
家医疗服务系统、英国皇家空军。

• 经营策略
• 荣誉学士学位
• 学术写作

升入阶段2的要求

平均起薪

学生必须以50%的成绩通过所有课程，
出勤率须达到85%。

毕业生起薪各有不同，但一般来说，
获得生命科学硕士学位的学生平均年
薪约为24,000-28,000英镑。

阶段2：硕士学位课程

阶段1：硕士预科课程

升入阶段2的要求

入学

学生必须以50%的成绩通过所有课程，ILSC
则需要65%的成绩。出勤率须达到85%。

九月、一月和五月

学制
一个或两个学期

课程学费
一学期：7,000英镑
两学期：9,950英镑

课程

• 化学1
• 生物学2

赫特福德大学阶段2主要课程

• 生物学3

生命科学

• 药物化学

• 生物技术理学硕士

• 学术写作

• 商业心理学理学硕士

• 商业经济环境

• 农业环境管理理学硕士

• 经营策略

• 环境企业管理理学硕士

• 荣誉学士学位

• 环境管理理学硕士

• 学术写作
• 数学

赫特福德大学创意艺术学院开设各种课
程帮助你提高创新能力并产生新奇的想
法。学院还会传授你将这些创意变成现
实的实践技巧。创意艺术学校坐落在现
代化的校园中，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充分
发掘学生的创造力。学校还与创意文化
产业中的知名品牌建立了积极的联系。
学院友好又富于激励性的学习环境将激
励学生充分发展他们的创造潜力。
我们的艺术课程在英国排名第十四
（《卫报》2016）

就业和职业选择
往届毕业生在诸如Crytek英国、英国独
立电视台、卡伦密、伦敦工作室、MSN
英国、维珍传媒电视、华纳兄弟等公
司从事时尚设计工作，以及007和哈利•
波特等电影产业。

平均起薪
毕业生起薪各有不同，但一般来说，
获得艺术硕士学位的学生平均年薪约
为18,000-28,000英镑。

入学

入学

九月、一月和五月

九月和一月

学制

学制

一至两个学期

两学期

课程学费

课程学费

一学期：7,000英镑
两学期：9,950英镑

£12,500

课程

赫特福德大学阶段2主要课程

一学期

• 动画文学硕士*

• 互动学习技巧和沟通（ILSC）
• 学术写作
• 硕士预科项目1（双课程）

• 应用艺术文学硕士*

两学期
第一学期

• 时尚文学硕士*

• 高级实用学习技能
• 大众传播

• 药物分析理学硕士

第二学期

• 药剂学理学硕士

• 艺术文学硕士*

• 硕士预科项目1（双课程）第二学期

• 平面设计文学硕士*

• 经营策略

• 电影和电视文学硕士‡
• 游戏艺术文学硕士*

第二学期

• 插图文学硕士*

• 互动学习技巧和沟通（ILSC）
• 学术写作
• 硕士预科项目2（双课程）

• 室内空间设计文学硕士*
• 产品设计文学硕士*

* 所需的课程组合

升入阶段2的要求

• 音乐和声音技术（音频工程/编程）理学硕士†

† 需要掌握音乐理论知识

• 电影作曲和媒体理学硕士†

‡ 需要提供音乐作品集

学生必须以50%的成绩通过所有课程，
出勤率须达到85%。

• 摄影文学硕士*

• 水与环境管理理学硕士

• 临床推进药学实践理学硕士

• 荣誉学士学位

• 数字媒体艺术文学硕士*

• 可持续规划理学硕士

• 商业经济环境第二学期

• 药物化学

• 当代纺织品文学硕士*

• 可持续规划与环境管理理学硕士

医学

• 生物学3

阶段2：硕士学位课程

• 心理学研究方法理学硕士

• 化学1

• 生物学2

阶段1：硕士预科课程

• 细胞分子生物学理学硕士

• 生物学1

• 互动学习技巧和沟通（ILSC）

创意艺术

两学期
£12,500

• 研究方法与技巧

£12,000

学制
课程学费

学制
课程学费

九月

• 互动式学习技能与交流（ILSC）

九月和一月（取决于你所选择的学位类型）
两学期

入学

一学期

两学期
第一学期

入学

阶段2：硕士学位课程

• 药理学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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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HIC专门为需要提高英语技能的学生在开始本科或研究生预
科课程前开设了英语强化课程（IEL）。英语课程每学期一次，
于9月、1月和5月开学。

英语入学要求
HIC的教学语言是英语。学生被录取前
需证明其英语水平。学生须提交下列
英语测试的达标成绩证明：

课程

IEL 1

IEL 3

地点

地点

赫特福德大学HIC

赫特福德大学HIC

重要信息

英语准备

IELTS

IEL 1

4.5（单项最低4.5或4.0*）

IEL 3

4（单项最低4.0）

商科预科课程

5.5（单项最低5.5或4.5*）

计算机科学预科课程

5.5（单项最低5.5或4.5*）

创意艺术预科课程

5.5（单项最低5.5或4.5*）

入学

入学

九月、一月和五月

九月、一月和五月

工程与技术预科课程

5.5（单项最低5.5或4.5*）

学制

学制

法学预科课程

5.5（单项最低5.5或4.5*）

12周（每周20小时）

22周（每周20小时）

入学要求

入学要求

生命科学与医学预科课程

5.5（单项最低5.5或4.5*）

入学要求取决于你以前的学习水平和希望在
HIC进修的学术课程。最低入学要求为UKVI雅
思4.5分，各单项不低于4.5分。

入学要求取决于你以前的学习水平和希望在
HIC进修的学术课程。最低入学要求为UKVI雅
思4分，各单项不低于4分。

大众传媒预科课程

5.5（单项最低5.5或4.5*）

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预科课程

5.5（单项最低5.5或4.5*）

商科一年级学位课程学位课程

6.0（单项最低5.5）

课程学费

课程学费

£5,275

£8,250

计算机科学一年级学位课程

6.0（单项最低5.5）

创意艺术一年级学位课程

6.0（单项最低5.5）

工程和技术一年级学位课程

6.0（单项最低5.5）

法学一年级学位课程

6.0（单项最低5.5）

生命科学和医学一年级学位课程

6.0（单项最低5.5）

大众传媒一年级学位课程

6.0（单项最低5.5）

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一年级学位课程

6.0（单项最低5.5）

商科硕士

5.5（单项最低5.5）

创意艺术硕士预科课程

5.5（单项最低5.5）

生命科学与医学硕士预科课程

5.5（单项最低5.5）

在HIC学习英语强化课程后，你可以：
• 词汇量更大且对你的专业学习更有意义
• 提高发音和语法
• 提高课堂记笔记和参与研讨会的能力
• 提高论文、报告和学科作业的写作技巧
• 提高阅读理解能力
• 培养研究技能，达到高效阅读学术文章、
期刊和论文的能力。

* 单项低于5.5分的学生需出具国家资格体系（NQF）Level 3的学习录取确认函（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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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入学学业要求
如果你的国家没有列入此表，请通过电子邮件联系HIC招生办公室：admissions@hic.navitas.com。

国家/地区

本科预科课程
阶段1：大学预科

英国

在GCSE考试中以C或C以上成绩通过5
门。（1学期）。IB考试中学项目5门达
到grade 4（2学期），或5门达到grade
5（1学期）

阶段2：第一学年学位课程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研究生预科课程
阶段1：硕士预科课程
以及格分数拿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
位（1或2个学期，取决于所选择的
课程）

在GCSE考试中以D或D以上成绩通过5
门。（2学期）。

安哥拉

Habilitagao Literarias达到11级（1学期）

大学预科证书10级

拿到学位文凭（1学期）；拿到学位
文凭或拿到4年制国家高等教育文凭
（2学期）

12年级平均成绩60%

以及格分数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
（1学期）以及格分数拿到认可的
学士学位（2学期）

Habilitagao Literarias达到10级（2学期）

澳大利亚

10年级平均成绩C级（1学期）
10年级平均成绩D级（2学期）

巴林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Shahadat AlThanawaya Al- Aama），通过5门课程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GPA 2.0/4.0

孟加拉国

以GPA2.5分通过HSC 12 （1学期）
以GPA2.0分通过HSC 12 （2学期）

以平均分3.0分通过HSC 12（工科专业
须3.5分）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以GPA 2.2分拿
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位（1学期）GPA
2.0分（2学期）

BGSCE或COSC，5门科目成绩达到C级
（1学期）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以及格分数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

博茨瓦纳

国家/地区

BGSCE或COSC，5门科目成绩达到D级
（2学期）

本科预科课程
阶段1：大学预科

阶段2：第一学年学位课程

研究生预科课程
阶段1：硕士预科课程

伊朗

高中毕业证书全科通过

以平均成绩10分或以上完成高中毕业
证书和大学预科证书考试

从得到认可的教育机构拿到学士学位
或3年制文凭：grade 11/20

日本

以平均分2.0分通过Kotogakko 5门科目

以平均分3.0分通过Kotogakko 5门科目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GPA 2.2分

约旦

普通中学教育证书通过5门科目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以及格分数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

哈萨克斯坦

DCSE 5门科目达到3等级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以及格分数拿到Bakalava

以平均成绩3.0级拿到Attestat（中等教
育证书）

肯尼亚

韩国

以平均成绩4.0级拿到Attestat（中等教
育证书）

KCSE/CSE 5门科目达到D级（2学期）

东非高级教育证书（EAACE）- 2门科目
达到E级或以上

以及格分数拿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位
（1学期）以及格分数拿到得到认可
的学士学位或4年制国家高等教育文凭
（2学期）

以最低C级拿到高中文凭（1学期）

以最低B级拿到高中毕业证书

相当于拿到得到认可的英国学士学位

KCSE/CSE 5门科目达到C级（1学期）

以最低D级拿到高中文凭（2学期）

科威特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5门科目通过；
或以最低平均成绩60%通过Tawjihiyah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以及格分数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

拉丁美洲

GCSE通过5门科目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以及格分数拿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位

柬埔寨

拿到中学教育文凭：总体成绩达到50%

拿到副学位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GPA 2.0分

澳门

剑桥海外学校证书（COSC）通过5门科
目/GCE O-Level/HKCEE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GPA 2.0分

喀麦隆

高中毕业会考5门科目成绩达到10级或
GCE O-Level考试5门科目成绩达到C级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以不低于13级的成绩拿到Licenc

马拉维

马拉维中学教育证书5门科目达到C级
（1学期）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GPA 2.0分

加拿大

完成11年级：平均成绩达到60%

完成12年级：平均成绩达到65%

以及格分数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

中国

成功完成高中2年级，平均成绩达
到70%

成功完成高中3年级，平均成绩达
到60%（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专业须达
到70%）

拿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位；或从认可
的教育机构以60%的平均成绩拿到3年
制文凭（大专文凭）

埃及

在普通中等教育考试中通过5门科目或
Al Alzhar中学教育证书成绩达到50%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欧盟成员国

国际文凭（IB）考试最低20分

加纳

WAEC/NECO高中考试5门科目达到C级
（1学期）
WAEC/NECO高中考试5门科目达到D级
（2学期）

香港

Form 4和Form 5成绩达到50%-60%
（取决于学校等级）。

马来西亚

SPM 5门科目达到E级，或UEC及格（接
受预测结果）

STPM 2门科目达到E级，或UEC 4门科目
达到B3/B4级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Class 3

毛里求斯

以及格分数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

GCSE通过5门科目/O-Level/COSC最低C
级（1学期）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GPA 2.0分

IB考试最低24分

以及格分数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

GCSE通过5门科目/O-Level/COSC最低D
级（2学期）

西非A等级；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
UCAS Tariff point；IB考试最低24分；
获得理工学院文凭

拿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位：及格分
数（1学期）

蒙古

以60%的平均成绩通过中学教育证书
考试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相当于拿到得到认可的英国学士学位

拿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位：及格分
数或拿到4年制国家高等教育文凭
（2学期）

摩洛哥

中学毕业会考文凭最少5门科目达到10
级（及格）

中学毕业会考文凭最少5门科目达到
14级

Diplome du Cycle Normal最少达到12级或
Dilpome d’Ingeniuer最少达到10级

缅甸

基础教育高中考试5门科目达到40%

以GPA 2.0分拿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位
（1学期）拿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位或
副学位（高级大专文凭）（2学期）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以及格分数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9分

纳米比亚

剑桥学校证书（CSC）5门科目通过
或拿到剑桥海外学校证书（COSC）
/GCE O-Level

纳米比亚高级中学证书（需要通过大
学入学考试）

以A等级拿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位

以平均成绩50%通过HSEC 12（1学期）

以平均成绩60%通过HSEC 12

以及格分数拿到得到认可的工程、
建筑、技术、医学、外科学学士学位
（1学期）；拿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位
（2学期）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6分

印度

以平均分50%通过印度SSC（X）
（1学期）
以平均分40%通过印度SSC（X）
（2学期）

印尼

以平均等级7.0通过SMA II（1学期）
以平均等级6.0通过SMA II（2学期）

马拉维中学教育证书5门科目达到D级
（2学期）

以平均分50%通过印度HSC（XII）；
工程/计算机专业学生须达到平均分
60%（其中数学必须达到60%）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Pass class（1学
期）；拿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位或工
商管理学士学位（2学期）

以平均等级7.0通过SMA III的4门科目

拿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位（Sarjana 1: B
级）（1学期）拿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
位（C级）（2学期）

尼泊尔

以平均成绩40%通过HSEC 12（2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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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

重要信息

入学要求（续）
本科预科课程
阶段1：大学预科

尼日利亚

WAEC/NECO高中考试5门科目达到C级
（1学期）
WAEC/NECO高中考试5门科目达到D级
（2学期）

阶段2：第一学年学位课程

研究生预科课程

国家/地区

阶段1：硕士预科课程

本科预科课程
阶段1：大学预科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在IB考试中最少拿到24点；
或通过国家文凭考试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第三等级/GPA
2.0分（1学期）拿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
位：第三等级/GPA 2.0分或4年制国家
高等教育文凭（2学期）

乌干达

研究生预科课程

阶段2：第一学年学位课程

乌干达教育证书（UCE）5门科目达到6
级或以上（1学期）

乌干达高级教育证书（UACE）2门科
目通过。

乌干达教育证书（UCE）5门科目达到8
级或以上（2学期）

剑桥海外高等学校证书（COHSC）/东
非高级教育证书（EAACE）2门科目达
到D级或以上。

阶段1：硕士预科课程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GPA 2.0分

阿曼

以60%的成绩通过Thanawiya Amma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以及格成绩拿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位

乌克兰

以平均成绩5.0级拿到Attestat（中等教
育证书）

以平均成绩7.0级拿到Attestat（中等教
育证书）

—

巴基斯坦

以60%的平均成绩通过SSC（10）

以50%的平均成绩通过HSC（10+2）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成绩达到50%/
总分4分，GPA达到2分或总分5分，GPA
达到2.5分。以65%的成绩通过BCom，3
年相关工作经验（1学期），拿到得到
认可的学士学位：第三等级/GPA 2.0分
或4年制国家高等教育文凭（2学期）

美国

高中毕业证书考试GPA 2.0分

高中毕业证书考试GPA 2.5分

以C级成绩拿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位

越南

以平均分6.0分完成11年级考试

以平均分6.0分完成12年级考试

以及格分数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

赞比亚

ZSC，5门科目最低达到6级（1学期）
ZSC，5门科目最低达到8级（2学期）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成绩达到50%/
C级

ZGCE，5门科目最低达到C级（1学期）

ZIMSEC A-Level，2门科目达到D级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第三等级

卡塔尔

以60%的成绩通过Thanawiya Amma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GPA 2.0分/成绩
达到50%

俄罗斯/独联体

以平均成绩3.0级拿到Attestat（中等教
育证书）

以平均成绩4.0级拿到Attestat（中等教
育证书）

以3级成绩通过Bakalavr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沙特阿拉伯

以最低60%的平均成绩通过Tawjihiyah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GPA 2.0分/成绩
达到50%

新加坡

通过O-Level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低年级第二等
级/CAP 3.5分（1学期）
拿到得到认可的学士学位、副学位或
高级大专文凭（2学期）

南非

拿到高中毕业证书（无须通过大学入
学考试）

拿到高中毕业证书（需要通过大学入
学考试）

拿到高级大专文凭：第二等级/成绩达
到60%或获得学士学位：第三等级/成
绩达到50%

斯里兰卡

完成11年级（GCE O-Level）或同等学
历，至少3门科目达到C，2门达到S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55%

台湾

成功完成高中2年级，平均成绩达
到70%

以70%的平均成绩完成高中3年级

以C级或及格分数拿到得到认可的学
士学位

坦桑尼亚

以5门科目C级的成绩拿到中学教育证
书（1学期）以5门科目D级的成绩拿到
中学教育证书（2学期）

剑桥海外高等学校证书（COHSC）/东
非高级教育证书（EAACE）2门科目达
到D级或以上。

以及格分数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

以2门科目S级或以上的成绩通过全
国Form VI考试/高级中等教育证书
（ACSE）。

泰国

以最低平均分50%的成绩通过Matayom
6；或以最低平均分65%的成绩通过
Matayom 5

以最低平均分65%的成绩通过
Matayom 6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GPA 2.0分

土耳其

以最低平均分50%的成绩通过Devlet Lise
Diplomasi（全国高中文凭）

以等级3（60%成绩）或以上水平通
过Devlet Meslek Lise Diplomasi/Lise
Diplomasi/On-Lisans Diplomasi

通过Lisans DiplomasiGPA 2.0分

阿联酋

以60%的成绩通过Tawjihiyah（中学毕
业证书）

以A或AS等级拿到120点UCAS Tariff
point；或IB考试至少达到24 tariff point

拿到认可的学士学位：GPA 2.0分/成绩
达到50%

津巴布韦

ZGCE，5门科目最低达到D级（2学期）
1. 所有的学生必须通过GCSE的英语和数学考试（或同等水平）。
2. 采用UCAS Tariff point的学生至少需要通过一门A-Level考试。
3. 入学要求可能发生变动。是否被大学录取同样取决于其他因素，如学生的财务背景和学习状况等。
4. 本指南印刷时这些入学要求是准确的，并随时可能发生变动。请联系招生处或访问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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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历

各种费用

学年
2016

2017

入学

入学培训

开学

期中休息

课程结束

5月（1602）

5月16日

5月23日

不适用

8月21日

9月（1603）

9月5日

9月12日

10月10日-1月1日

12月2日

1月（1701）

1月16日

1月23日

4月14-17日

4月14日

5月（1702）

5月15日

5月22日

不适用

8月11日

9月（1703）

9月4日

9月11日

12月9日-1月1日

12月1日

IEL1

学年
2016

2017

入学
5月（1602）

入学培训
5月30日

开学

期中休息

课程结束

6月6日

9月6日-10日

8月26日
12月9日

9月（1603）

9月12日

9月19日

不适用

1月（1701）

1月16日

1月23日

不适用

4月14日

5月（1702）

5月15日

5月22日

不适用

8月11日

9月（1703）

9月4日

9月11日

不适用

12月1日

硕士预科课程

学年

入学

入学培训
6月2日

开学
6月6日

期中休息

课程结束

不适用

8月26日

2016

5月（1602）
9月（1603）

9月19日

9月26日

12月17日-1月1日

12月16日

2017

1月（1701）

1月26日

1月30日

4月14-17日

4月21日

5月（1702）

6月1日

6月2日

不适用

8月25日

9月（1703）

9月18日

9月25日

12月16日-1月1日

12月15日

IEL 3

学年
2016

2017

入学

入学培训

开学

期中休息

课程结束

5月（1602）

5月30日

6月6日

不适用

8月21日

9月（1603）

9月12日

9月19日

不适用

11月30日

1月（1701）

2月6日

2月13日

4月14-17日

4月21日

5月（1702）

6月5日

6月12日

不适用

8月18日

9月（1703）

9月25日

10月2日

12月9日-1月14日

12月8日

一年级入学日期

学年

入学

入学培训

开学

期中休息

9月（1603）

9月19日

9月26日

12月17日-1月1日

2016

1月（1701）

1月2日

1月2日

4月14日-5月1日

4月28日

9月（1703）

9月18日

9月25日

12月16日-1月2日

12月15日

本指南印刷时这些日期是准确的，并随时可能发生变动。

课程费（£）

IEL 1：12周

£5,275*

IEL 3：22周

£8,250*

本科预科课程

12月16日

赫特福德大学
每阶段课程费（£）

HIC
每阶段课程费（£）

学习阶段

不适用

阶段1：大学预科（一至二学期）
• 商务
• 创意艺术
• 大众传播
• 法学

£7,000 *（一学期）

阶段1：大学预科（二学期）
• 计算机科学
• 法学
• 生命与医学科学
• 工程与技术
• 物理学、天文学与数学

£9,950*

不适用

阶段2：一年级学位
• 商务
• 大众传播

£11,950*

不适用

阶段2：一年级学位
• 计算机科学
• 创意艺术
• 工程与技术
• 生命与医学科学
• 物理学、天文学与数学

£12,500*

不适用

阶段2：一年级学位
• 法学

不适用

£11,000

阶段3：大学二年级
• 商务
• 法学
• 大众传播

不适用

£11,000

阶段3：大学二年级
• 计算机科学
• 创意艺术
• 工程与技术
• 生命与医学科学
• 物理学、天文学与数学

不适用

£11,500

阶段4：最后一学年
• 商务
• 法学

不适用

£11,000

不适用

£11,500

•

£9,950 *（二学期）

大众传播

阶段4：最后一学年
• 计算机科学
• 创意艺术
• 工程与技术
• 生命与医学科学
• 物理学、天文学与数学

研究生预科课程

课程结束

2015

重要信息

英语

本科

阶段1：硕士预科
（商科，创意艺术，生命科学和医学）

赫特福德大学
每阶段课程费（£）

HIC
每阶段课程费（£）

学习阶段

一学期 £7,000*
二学期 £9,950*

不适用

阶段2：硕士（商科）

不适用

£12,000

阶段2：硕士
（创意艺术，生命科学和医学）

不适用

£12,500

* 此费用起始时间为2016年9月。2016年5月可享受优惠价。
HIC所有的课程费可能会接受审查。目前的费用都列在hic.navitas.com。
赫特福德大学学费列表仅供参考，有可能发生变动。
了解最新的HIC学费，请访问www.hic.navitas.com/fees。了解最新的赫特福德大学学费列表，请访问www.herts.ac.uk/courses/fees-and-funding并点击链
接“inern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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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维家庭助学金‡

纳维学术奖学金 §

纳维以家庭助学金的形式为学生提供
财政资助。如果来自同一家庭的两名
或更多的学生在纳维旗下教育机构上
学，可申请家庭助学金。*

纳维为优秀学生颁发学业优秀奖学金
以资助他们实现学业目标。
每个学期，纳维学院为两名学生颁发
学术奖学金。*

重要信息

纳维助学金和奖学金
咨询所在学院的顾问可了解更多关于
申请该奖学金的信息，也可访问所在
学院的网站并搜索‘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助学金等于课程费的10%。 †

“HIC改变了我的思考
方式，让我获得了自
由。我在插图设计的
学习中找到自己的风
格。HIC正是我理想中
的学院。”

* 纳维家庭助学金和学术奖学金仅颁发给就读于ACBT、拉筹伯大学悉尼校区、AUSI、BCUIC、科廷学院、科廷学院新加坡校区、CRIC、迪肯学
院、EIBT、EIC、埃斯伯利学院、FIC、格里菲斯学院、HIC、ICM、ICP、ICRGU、ICWS、拉筹伯大学墨尔本校区、LBIC、麦考瑞大学城市校区、佛罗里达大西洋
大学纳维集团、麻省大学波士顿校区纳维集团、麻省大学达特茅斯校区纳维集团，麻省大学罗威尔校区纳维集团、新罕布什尔大学纳维集团、NIC纳维集
团、PIBT纳维集团、PUIC纳维集团、SAIBT纳维集团、SIBT纳维集团、UCC纳维集团、UCIC纳维集团和WSUC纳维集团。
† 证书课程也可称作或注册为预科课程或大学转学分课程阶段一。文凭课程也可称作或注册为本科预科课程、大学转学分课程（UTP）、大学转学分课程
阶段二和大学衔接课程。
‡ 就读纳维教育机构的英语课程或英语课程的某一分支课程的学生不能申请纳维助学金。
§ 不同国家的学生可获得不同内容的支持文档。

我的HIC： Lily Khan，来自哈萨克斯坦学习创意艺术的学生

** 纳维学术奖学金仅发放给在英国BCUIC、CRIC、EIC、HIC、ICP、ICRGU、ICWS、LBIC、PUIC和UNIC就读的学生。待付梓之际，本手册所含信息仍可参考；
纳维下属学院或纳维有限公司保留修改权，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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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form
Please print in BLOCK LETTERS

更多在线信息

(1) Personal
Title:

Mr

Mrs

Miss

Other

Family name:

详细课程信息请访问：
hic.navitas.com

如何申请：
hic.navitas.com/apply

在“Programmes”菜单栏下，你可以查
询我们开设的所有预科课程的详情。

申请入读HIC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在线申
请。你只需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完成申
请表的填写即可。

入学要求：
hic.navitas.com/
admission-requirements
提供HIC英语课程和成绩要求的详细介
绍。入读大学预科课程，一年级课程和
硕士预科课程。

接受录取：
hic.navitas.com/how-to-acceptyour-offer

入学条件：
hic.navitas.com/conditionsof-enrolment

First name(s):

Previous family name: (if applicable)
Date of birth:

DAY / MONTH / YEAR

Male

Gender:

Female

Student address:

有关你入学的支付和退款政策。

政策和程序：
hic.navitas.com

Postcode:

Country:

HIC的所有政策和程序都可以在HIC
网站菜单的“policies”标签下查询。

Home telephone:

Mobile telephone:

Place of birth:

Skype ID:

应查询申请流程的具体信息和每一步的
具体要求，以确保及时接受录取。

Email:

你的投资— —学费和生活费：
hic.navitas.com/fees

选择住宿方式：
hic.navitas.com/accommodation

Nationality:

查询HIC最新的课程费用以及赫特福德
大学主要课程。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住宿选择以满足你的
个人生活方式和预算情况。你也可以在
这里填写我们的网上预约表。

Passport number:

(2) Pathway area selection
Undergraduate Pathway Areas

Postgraduate Pathway Areas

Stage 1: University Foundation

Stage 2: First Year Degree

Stage 1: Pre-Masters

Business

Business

Business

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Creative Arts

Creative Arts

Creative Arts

Life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Law

Mass Communications

Life and Medical Sciences

Physics,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Mass Communications
Physics,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Year of entry:

Month of entry:

September

January

May

(This section must be completed, including desired major/specialisation, where relevant. For a list of degrees offered,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ic.navitas.com/courses)
Your chosen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degree:

(3) Education details
Prior education – highest level achieved
Name of qualification (eg. 'A' Levels, Year 12, Bachelor):

Name of institution attended:

Grades (itemise individual subject grades): Date of completion

(4) English proficiency

(7a) Have you studied previously in the UK?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

Yes

No

IELTS (Score):

From:

PTE Academic (Score):

Name of school/university:

DAY / MONTH / YEAR

To:

DAY / MONTH / YEAR

Other (‘O’ Levels, Cambridge):
You must submit full academic transcripts/certificates and proof
of English proficiency so that we can assess your eligibility for your
selected study Pathway. If these documents are not submitted with
this form, we will not be able to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5) Previous VISA Refusal

(7b) Have you lived previously in the UK?
Yes
From:

No
DAY / MONTH / YEAR

To:

DAY / MONTH / YEAR

Location/address of UK residence:

Please indicate if you have ever had a VISA refusal:

Yes

No

If ‘yes’, please provide the relevant refusal documents.

(7c) Have you worked previously in the UK?
Yes

(6) Disabilities/Special Needs
Please indicate in the next column whether or not you will need any additional
support or facilities. We will pass this information on to our Student Services
team who will liaise with you to support you through the admission process
and determine whether we and the university can meet your study needs.

From:

No
DAY / MONTH / YEAR

To:

DAY / MONTH / YEAR

Name of company:

(8) Other information
How did you hear about HIC? You may tick more than one box.

I have no known learning/physical disability
I have a specific learning/physical disability
Please give further details below and if necessary attach further information
to this form.

Exhibition/seminar

Internet

Newspaper/magazine advertisement

British Council

Recommended by an HIC representative (agent)
Recommended by a friend or relative
Is your friend/relative an HIC student?

Yes

No

If ‘yes’, what is their student I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洲

Other:

• SAE学院，南非

(9) Application checklist and declaration

亚洲

We require the following section to be completed in order to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 ACBT-埃迪斯科文大学，斯里兰卡
• 科廷大学新加坡校区
• SAE学院-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

Check that you have attached:

Check that you have:
Completed all sec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Certified copies of your academic transcripts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including the Fee
and Refund Policy within the brochure or on the website

Evidence of your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if applicable

专属于你的教育

A copy of your passport and/or visa
A copy of your previous CAS and Visa if previously studied in the UK

纳维集团为你提供你所需的教育，让你去到想
去的地方。我们开设英语技能课程以帮助你进
入大学，为在职人员提供培训课程，遍及28个
国家的纳维学院和校区将支持你走好每一步。

I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I have supplied on this form is, to the best of my understanding and belief, complete and correct. I understand that the giving of
false o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may lead to the refusal of my application or cancellation of enrolment. I give permission for HIC to obtain official records from an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hat I have attended. I also authorise HIC to supply any relevant official records to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which I am seeking admission,
to government bodies and to parents/sponsors if required. I understand that Course Fees are subject to review; I accept the conditions as laid out in the HIC
Payment and Refund Policy and accept liability for the payment of all Course Fees as outlined within. I understand that living expens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may
be higher than in my own country and confirm that I am able to meet those costs. I hereby consent to HIC disclosing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third parties in the
manner set out in HIC’s Privacy Policy, which includes:
• Disclosure to HIC representatives (agents) acting on my behalf;
• Disclosure to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to facilitate progression from HIC to the next stage of my studies;
• Disclosure to Navitas Ltd and its affiliate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with regarding pathways and services offered by Navitas Ltd and its
related companies.
Tick this box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information via SMS about your offer.
Signature:
Parent/Guardian signature:
(if applicant is under 18 years of age)

Office use only

Date:

DAY / MONTH / YEAR

Date:

DAY / MONTH / YEAR

全世界有超过120家纳维学院和SAE学院，超过
80,000名学生正在纳维集团学习，因此我们了
解全世界学生的学习需求。我们已经成为世界
上最值得信赖的教育和培训机构之一。
纳维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职场人士和移民
提供以下服务：
•
•
•
•
•
•
•
•

Agent contact details

Offer Details – Admission Office

英语培训
高中学习
大学预备课程
创意媒体技术高等教育
职业发展计划
招生
实习计划
移民定居服务

我们还提供定制的企业在职培训，以及为澳大
利亚政府开展的培训和安置服务。无论你在哪
里，无论你想去哪里，我们遍及全世界的员工
将用他们的知识和资源确保你的成功。

Agency name:
Agent Office Code:
Email:

澳大利亚
• ACAP（澳大利亚应用心理学院）
• ATTC（澳大利亚TESOL培训中心）
• CELUSA（南澳大学英语语言中心）
• 科廷学院-科廷大学，珀斯
• 科廷大学悉尼校区
• 迪肯学院-迪肯大学，墨尔本
• 埃斯伯利学院-阿德雷德大学和南澳大学
• 墨尔本大学英语语言中心
• 拉筹伯墨尔本-拉筹伯大学
• 拉筹伯大学悉尼校区
• 纳维英语
• 澳大利亚纳维健康技能（HSA）
• 纳维公共安全学院（NCPS）
• 纳维职业
• NIC -纽卡斯尔大学
• PIBT -埃迪斯科文大学，珀斯
• 格里菲斯学院-格里菲斯大学，布里斯班，
黄金海岸
• SAE学院-阿德莱德，布里斯班，拜伦湾，
墨尔本，珀斯，悉尼
• SAIBT -南澳大学，阿德莱德
• SIBT，悉尼
• 西悉尼大学
• 加州大学-堪培拉大学
加拿大
• FIC -西蒙弗雷泽大学，温哥华
• ICM -曼尼托巴大学，温尼伯

中美洲
• SAE学院，墨西哥
欧洲
• SAE学院-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
希腊、意大利、荷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
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
中东
• SAE学院-约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
新西兰
• SAE学院，奥克兰
• UCIC -坎特伯雷大学，基督城
英国
BCUIC -伯明翰城市大学
CRIC -阿格利亚罗斯金大学，剑桥
EIC -爱丁堡龙比亚大学
HIC -赫特福德大学，哈特菲尔德
ICP -朴茨茅斯大学
ICRGU -罗伯特戈登大学，阿伯丁
ICWS -斯旺西大学
LBIC -伦敦布鲁内尔大学
PUIC -普利茅斯大学
SAE学院-格拉斯哥、利物浦、
伦敦、牛津
• UNIC -北安普顿大学
•
•
•
•
•
•
•
•
•
•

美利坚合众国
•
•
•
•
•
•

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纳维教育
麻省大学波士顿校区纳维教育
麻省大学达特茅斯校区纳维教育
麻省大学罗威尔校区纳维教育
新罕布什尔大学纳维教育
SAE学院-亚特兰大、芝加哥、洛杉矶、
迈阿密、纳什维尔、纽约、旧金山

HIBT Ltd at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College Lane
Hatfield
Hertfordshire AL10 9AB
United Kingdom

T +44 (0)1707 285590
F +44 (0)1707 285591
E admissions@hic.navitas.com

HIC1824_0415_AW

Send your application to HIC

澳大利亚商业和技术学院（ACBT）是附属机构，纳维有限公司不对其拥有所有权。纳维美国：下列学校根据联邦法律对的授权招收非移民留学生。
公司注册名称和注册供应商代码：SAE学院有限公司00312F；纳维墨尔本公司以拉筹伯墨尔本03312D之名营业；拉筹伯大学00115M (VIC)；拉筹伯大学悉尼校区00115M；商业与技术学院（WA）有限公司；科廷科技大学注册
供应商代码00301J，科廷大学是科廷科技大学的商标；澳大利亚教育公司以埃斯伯利学院之名营业00561M；阿德雷德大学00123M；墨尔本商业技术有限公司以迪肯学院之名营业01590J；迪肯大学00113B；珀斯商业学院公司
01312J；埃迪斯科文大学00279B；昆士兰商业技术学院以格里菲斯学院之名营业。01737F；格里菲斯大学00233E；南澳洲商业科技学院有限公司02193C；南澳大学00121B；悉尼国际工商学院公司01576G；纽卡斯尔国际学院
03293B；纽卡斯尔大学00109J；西悉尼大学 ABN 53 014 069 881以西悉尼大学之名营业，是一家在联邦登记的留学生课程提供商（CRICOS）。提供商编号00917k；西悉尼大学有限公司ABN 44 0 0 3 474 468以西悉尼大学学院之
名营业（CRICOS提供商编号02851G），是西悉尼大学的全资实体。学术预科课程由西悉尼大学学院在西悉尼大学的安排下开设；堪培拉大学/堪培拉大学学院00212K。纳维英语：纳维英语课程由纳维英语服务有限公司开设
（ACN 002 069 730），注册供应商编号00289M；TESOL四级证书由纳维英语有限公司颁发（ACN 003 916 701），注册供应商编号00031D。南澳大学英语语言中心02193C；墨尔本大学英语语言中心（霍桑学习有限公司，
ACN 124 204 171）注册供应商代码：02931G；纳维职业学院有限公司以纳维公共安全学院（MCPS）和澳大利亚应用心理学学院（ACAP）之名营业。国家注册供应商代码：01328A。UCIC NZQA供应商代码7177。ICM CRA BN：
81210 5146；FIC CRA BN：81210 5146。公司代码：伯明翰国际学院有限公司以伯明翰大学国际学院（BCUIC）07445570之名营业：；CRIC 06407773；EIC 06822392；ICP 06770123；ICWS 6412162；赫特福德国际商业科技学院
有限公司以HIC之名营业：5163612；伦敦IBT有限以伦敦布鲁内尔大学国际学院（LBIC）之名营业；英国普利茅斯大学国际学院有限公司以普利茅斯大学国际学院（PUIC）06822402之名营业：ICRGU 07154254。纳维有限公司
ABN 69 109 613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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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ch Office:

专属于你的教育
赫特福德国际商业
科技学院有限公司
以HIC之名营业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College Lane
Hatfield
Herts AL10 9AB
United Kingdom
电话：+44 (0)1707 285590
传真：+44 (0)1707 285591
电子邮箱：info@hic.navitas.com
公司编号05163612；在英格兰和威尔士
注册。
本指南中的信息在本指南出版时是正确
的。HIC有权随时对本指南进行修改或
删减，恕不另行通知。
所选图片版权归© Paul Foley/
Lightmoods 2015所有。
本指南免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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