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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院为学生进入学位课程创造了最佳条件

课程包括：
本科及硕士预科课程
英语语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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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克斯大学是英国顶尖学府之
一，在教学和研究方面，享有极高
的国际学术声誉。我们的宗旨是以
学生为本，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丰富
的资源、完善的教学设备以及宝贵
的学习机会，帮助他们走向成功。

国际学院是埃塞克斯大学的下设院系之一，所提供的课程包括
针对本科和硕士的预科课程以及英语语言课程，可满足不同学
生的入学需求。全部课程由埃塞克斯大学的老师进行管理和教
学。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教育背景以及未达到学位入学要求的
学生均可申请。通过一流的教学质量和专业的学术辅导，让学
生在友好的环境下，掌握专业知识，提升英语语言能力和就业
技能。

成为我们的一员
在英国主流大学学生满意度排名（NSS2015），埃塞克斯大学
排名第二。因此，选择我们，你将会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我
们承诺提供优秀教学质量、学术服务支持和丰富的校园活动。
当你抵达国际学院，即成为我们埃塞克斯大学的正式一员，可
以使用校园全套设施与服务，包括宿舍、图书馆、辅导支持、
就业中心等服务。

我们提供多种的校内运动设施和健身房。此外，还有超过100个
学生社团和协会，让你的学生生活更丰富多彩。

开启你的埃塞克斯之旅

Richard Barnard,
国际学院院长

“国际学院为能为来自世界各
地的学生提供课堂内外的专
门支持而倍感自豪。每年有
超过500名学生通过就读国际
学院课程进级到埃塞克斯大
学各学院进一步深造。

作为埃塞克斯大学的学院之
一，我们挑选经验丰富的教
师组成优秀的团队为本国和
国际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高
品质课程，同时我们还通过
旅行、社交及英国文化体验
活动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
主校区科尔切斯特校区（距
伦敦不到１小时火车车程）
为学生提供了绿色安全的生
活环境，在这里学生可以享
用现代化的设备、商店和餐
厅，在多元化的环境中学习
和交流。”

国际学院



校区宿舍

1. The Towers
规模: 1,142 个房间
地点: 科尔切斯特校区
每周租金:  
75.11-£86.10镑
n		每层房间数：14-16个
n	配有公共卫浴

2. South Courts
规模: 1,218 个房间
地点: 科尔切斯特校区
每周租金: 132.23镑
n		每层房间数：4-6个
n	配有公共卫浴

3. The Houses
规模: 267 个房间
地点: 科尔切斯特校区
每周租金: 119.77镑
n		每层房间数：4-6个
n	配有独立卫浴

4. University Quays
规模: 766 个房间
地点: 科尔切斯特校区
每周租金: 120.82镑
n		每层房间数：4-9个
n	配有独立卫浴

5. The Meadows
规模: 228个房间
	 	 (配有公共卫浴）
  420个独立卫浴房间
地点: 科尔切斯特校区
每周租金: 
128.31镑(公共卫浴房间）
137.69镑(独立卫浴房间）
n		联排式公寓	(Townhouse)
	每栋房间数：12个；
 每层房间数：4个学生卧		
	 室，2个公共卫浴
n		一楼为洗衣房或厨房

交通便捷
埃塞克斯大学一共有三个校区，分别是科尔切斯特校区、
劳顿校区和绍森德校区。不管是前往伦敦，还是前往英国
其他地区，各校区均交便便捷。

科尔切斯特距离:

n  伦敦市中心:	

 60英里（97公里);
 乘火车45分钟至1小时，
 自驾车1小时40分钟。

n  斯坦斯特德机场:	

 33英里（53公里）；
	 乘大巴1小时15分钟，
	 自驾车大约50分钟。

n  绍森德机场:	

 41英里（66公里）；
	 乘火车1小时15分钟，
	 自驾车大约需1小时。

n  盖特威克机场:	

 83英里（133公里）；
	 乘火车1小时50分钟，
	 自驾车1小时40分钟。

n  希斯罗机场:	

 90英里（150公里）；
	 乘火车2小时10分钟，
	 自驾车1小时55分钟。

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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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的生活和学习提供充满活力的校园环境
完善的设备和服务，帮助你的学业登峰造极。科尔切斯特是英国有记载的最古老小镇，两英里
之外就是科尔切斯特校区。就在这个校区内，你就能接触到最前沿的学习资源，还有宿舍、商
店、银行、酒吧、咖啡厅、运动设备、一家画廊以及一家剧院。这样一个最具国际多样性的校
园里学习和生活，是你的不二选择。

科尔切斯特校区

新的学生服务
新开放的西尔伯拉德学生中心(Silberrad Student Centre)，拥有
一间可容纳250人的阅读室，配有多台电脑设备和多个小组讨论
空间的学习中心（Learning Hub），新的学生服务中心，IT技术
服务中心以及校学生会媒体中心。新增的图书馆副楼使馆藏书
籍增加到了140万本，还提供了388个新的学习空间。这两栋建
筑的建成，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承诺，为学生提供优秀的教学
质量，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充足的学习空间。

运动人人参与
每位学生都可免费参与运动。埃大运动计划（My Essex Sport）
使你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户外和户内运动场所，包括一个全天候
的球场，一个室内多功能球场，壁球场以及一个攀岩室。体育中
心的健身房（Evolve Gym）拥有超过130个健身空间以及专业的
健身教练队伍，让你的会员卡物超所值。我们还有超过45个运
动团队，让你有机会参与本地，甚至国内的运动比赛。

绚烂艺术之旅
我们将国际著名和新兴的艺术家集中到学校，让你有机会与他
们一同共事。你将有机会加入这些专业的表演家和艺术家，在艺
术交流美术馆（Art Exchange Gallery）展出你的作品，或者在我
们的湖畔剧院（Lakeside Theatre）参与顶尖话剧、音乐剧、跳
舞、喜剧和电影的演出。

社团与俱乐部
我们的社团几乎涵盖所有事物，还包括多个国家的社团。挑战自
我，参与到各式各样的社团中，感受不同的文化，认识来自世界
各地的新朋友。成为埃塞克斯的一员，探索这个国际化的社区。
参与社团是个探索你的爱好、兴趣和目标的好方法。

“我们的校园不仅是个
追求学术研究的地
方，它更是一个充满
活力的社区。” 
Sir Albert Sloman, 创校校长

我们的特别
之处

全新的学生中心
能够为你				
提供所有服务，
满足你的所有
要求

校区内五个相连
的广场创造了
一个友好的社区
环境

我校有多个英国
顶尖学院和研究
机构

我们拥有全英最
好的校学生会，
保证你能够乐在
其中

校区交通便捷，
距离伦敦仅一个
小时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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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院

科尔切斯特校区 成为一名国际学院的学生，便意味着你正处于埃塞克
斯的核心。科尔切斯特校区位于一个漂亮的开阔草地
上，乘坐公交车20分钟即能到达镇中心。 

科尔切斯特校区 98 国际学院



课程 完成后升入 课程长度 签证时长 如何申请 适用于 学费 雅思 (IELTS) 
要求

入学要求 申请所需资料

国际本科预科
课程

(NQF level 3)

本校或其他大
学大一

每年十月至六月
或一月至七月

23个教学周

课程期间有效 请发邮件至: 
iaapply@essex.
ac.uk

欧盟学生和国
际学生

欧盟学生
9,000英镑

国际学生
11,350 英镑

总分5.0	单科不低

于4.0

高中学习成绩良好

某些课程要求GCSE数学

级别C或同等水平

n		完整申请表
n		一定的英语语言条件
n		成绩单
n		毕业学校推荐信
n		个人陈述

四年本科课程 
(零年级)

(NQF level 6)

本校大一 每年十月至六月
或一月至七月
三年本科

23个教学周

四年学期期间
均有效

通过UCAS 系统
申请:

www.ucas.com 

英国学生，欧
盟学生和国际
学生

英国/欧盟学生

9,000英镑
（英国／欧盟学生可申
请贷款）

国际学生

11,350英镑

总分5.5	单科不低

于5.5

A-levels: 180分，含

DD；或者高中学习成

绩良好

某些课程要求GCSE

数学级别C或同等
水平

完成 UCAS 在线申请

商科国际大一
课程

(NQF level 4)

本校科尔切斯
特校区商学院
大二

每年十月至七月

32个教学周

课程期间有效 请发邮件至:
iaapply@essex.
ac.uk
或 
通过UCAS 系统
申请:
www.ucas.com 

欧盟学生和	国
际学生

12,950 英镑 总分5.5

写作不低于5.0 听
力、口语、阅读不

低于4.0

A-levels: 200分，含DD

GCSE：数学达到C

或者高中学习成绩优异

n		完整申请表
n		一定的英语语言条件
n		成绩单
n		毕业学校推荐信
n		个人陈述

硕士预科课程 本校硕士 每年十月至六月

23个教学周

课程期间有效 通过研究生在线
申请系统

英国学生，欧
盟学生和国际
学生

英国/欧盟学生

4,875英镑
国际学生

9,750英镑

总分5.5

单科不低于5.5

必须已获得相关学位；

或者在经认可的机构完
成了三年大专课程

n	完成埃塞克斯在线申请

学前英语课程 本校本科或硕
士课程

本校本科预科
课程或硕士预
科课程

PALSS:

25周，15周和

10周

PEL：

10周或5周
指定学科：

10周

课程期间有效 请发邮件至: 
intacad@essex.
ac.uk

持有条件录取通
知书的埃塞克斯
大学学生

PALSS:

每周325英镑

PEL及指定学科：

每周300英镑

详情请看第24页 拥有埃塞克斯大学课程
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

n		完整申请表
n		雅思成绩
n		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n		护照复印件

埃塞克斯大学学
术技巧课程

本校本科学位
课程或硕士学
位课程

4周 与所持CAS相关 请发邮件至:
intacad@essex.
ac.uk

持无条件录取通
知书的埃塞克斯
大学学生

550英镑 没有附加雅思成绩
要求

拥有埃塞克斯大学课程
的无条件录取通知书

n		完整申请表
n	雅思成绩
n	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n	护照复印件

埃塞克斯英语语
言课程

无 5周至40周课程
可选

可选 请发邮件至: 
intacad@essex.
ac.uk

所有人 5周1,475英镑 无须雅思成绩 没有特定学术资格要求 n		完整申请表
n		护照复印件
n		以往英语语言资格考试成绩或证

书（如果有的话

STUDY WITH US

我们的课程 1110 国际学院

我们的申请途径非常灵活，你可以直接发送邮件，或者通过UCAS系统申请某些课程。若通过邮
件直接申请，请登录我们的官网下载申请表。此外，还可通过我们的官网浏览更多申请信息。
网址: www.essex.ac.uk/internationalacademy/apply

* 需申请Tier 4签证类型的学生，将会获得一份录取证明（CAS）用以申请签证，该录取证明将列出所需的签证时长，
与表格中所列的课程时长相符。

** 英国学生可依照自身情况自选课程。
*** 所有相关费用信息均只在本手册印刷时有效，未来也许会有调整。



国际预科课程 1312 国际学院

由于中英教育体制的不同，国内的高中生在入读英国的本科课程
之前需要加读本科预科课程来满足本科的入读要求。我们的课程
包括相关学科的专业课程教学，还包括学术英语专业技能培训，
从而帮助学生在成功通过课程进级后在大量广泛的本科学位课程
中进行选择。我们的预科课程每年有两次入学时间，分别在当年
的十月和来年的一月。此外，预科课程中的所有课程的成绩达到
40%，便可进入大一的学习。

持Tier 4签证进入英国的学生必须通过安全英语语言测试（雅思
或圣三一英语综合能力测试）。

可供选择的课程
国际预科课程 一月入学 十月入学

会计学 ü ü
银行业与金融 ü ü
商业管理 ü ü
计算机科学 ü ü
犯罪学 ü ü
戏剧 ü ü
经济学 ü ü
电子学 ü
创业学与商学 ü ü
电影研究 ü ü
金融学 ü ü
历史学 ü ü
国际关系学 ü ü
法学 ü ü
人文学 ü ü
文学 ü	 ü
数学 	 ü
哲学 ü	 ü
政治学 ü	 ü
社会学 ü	 ü
电信工程 ü

Ameera Alahmed, 
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成为国际学院的一员，是入
读埃塞克斯大学本科的最佳
途径。埃塞克斯大学让我有
家的感觉。我认识了来自不
同文化和不同背景的人，并
且学会更好地和他们相处。
国际预科课程中学术技能学
习的课程特别有用。我不仅
提升了英语语言能力，同时
也让我能够在国际关系本科
学位的学习中游刃有余。

在国际学院，最好的体验就
是能够无时无刻得到帮助。
当我需要建议或者遇到难题
的时候，总是能够得到相应
的支持和帮助。”

如果你是一名国际学生或欧盟学生，并且想在入读本
科前，进一步加强高中所学知识，或进一步提升英语
语言技能，那么国际预科课程将是你的最佳选择。

国际预科课程(IFP)



四年本科 1514 国际学院

四年本科(零年级) 我们的四年本科学习不仅让你充分地认识和掌握所选择的专业，同时也为你提供额外的学术技
巧支持。在预科的学习中，所有课程的成绩须达到40%以上均能升读大一。

UCAS 代码 国际预科课程 一月入学 十月入学
N401 会计学学士学位 ü ü
NN43 会计与金融学士学位 ü ü
NN42 会计与管理学士学位 ü ü
N4L1 会计与经济学士学位 ü ü
VT2T 美国历史学学士学位 ü ü
V350 艺术史学士学位 ü ü
N201 商业管理学士学位 ü ü
G403 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 ü ü
GH46 计算机与电子工学学士学位 ü ü
M903 犯罪学学士学位 ü ü
I1GF 数据科学与分析学士学位 ü ü
L102/L103 经济学（文/理）学士学位 ü ü
H61P 电子工程工学学士学位 ü
Q320 英语文学学士学位 ü ü
N301 金融学学士学位 ü ü
L118/L117 金融经济学（文/理）学士学位 ü ü
N341 财务管理学士学位 ü ü
V102 历史学学士学位 ü ü
QV2C 历史与文学学士学位 ü ü
L160/L161 国际经济学（文/理）学士学位 ü ü
L250 国际关系学学士学位 ü ü
M101 法律法学学位 ü ü
LQV0 人文学学士学位 ü ü
QV2H 文学与艺术史学士学位 ü ü
L190/L191 管理经济学（文/理）学士学位 ü ü
P300 媒体、文化与社会学士学位 ü ü
V144 现代历史学学士学位 ü ü
V502 哲学学士学位 ü ü
VV51 哲学与历史学士学位 ü ü
VQ52 哲学与文学学士学位 ü ü
L202 政治学学士学位 ü ü
L304 社会学学士学位 ü ü
LMHX 社会与犯罪学学士学位 ü ü
HP41 电信工程工学学士学位* ü

每一个四年本科学位都有一个特定的UCAS代码。你必须通过UCAS系统才能申请这些课程。 

我们将四年本科中的第一年称为 “零年级（Year 
Zero）”, 这是因为四年本科课程的整合性的学习方式
可以将你在零年级的学习与本科第一年的学习顺畅地
衔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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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本科预科课程和四年本科课程 
直升计算机科学与电子工程学院的国际本科预科课程/四年级本
科零年级课程

计算机与电子

数学与统计	或	纯数学

计算机编程

学术技巧

直升埃塞克斯商学院的国际本科预科课程/四年本科零年级课程
数学与统计

商业管理基础

经济学基础

学术技巧

直升人文与自然科学学位的国际本科预科课程/四年本科零年级
课程
西方哲学：基本问题，主要思想家

英语语言文学主要作家

二十世纪英国历史

政治与社会理论：从柏拉图到今天

学术技巧

直升法学院的国际本科预科课程/四年本科零年级课程
法学基础

英国人权法基础

法律理论

学术技巧

直升数学学院的国际本科预科课程
纯数学

商业管理基础

经济学基础

学术技巧

直升经济学院的国际本科预科课程/四年本科零年级课程
数学与统计

商业管理基础

经济学基础

学术技巧

Saffy Roselan Johar, 
来自马来西亚

“国际学院通常以小组形式上
课，这就使学生有更多的空
间进行交流和提问。

在国际学院，最让我难忘的
经历是学院的讲师和导师通
常都会非常细致地帮助我们
解决问题并且满足我们的需
要。学院的学生支持服务系
统也非常不错，另外通过学
习国际预科课程，我现在成
为了法律和政治专业的三
年级学生。在国际学院的学
习生活使我受益匪浅，所以
我要向大家推荐国际预科课
程！”

课程设置



商学国际一年级 19

如果你在国内已经完成了3年高中学
习或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本科预科
课程的学习，那么我们的商科国际
大一课程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们的商科国际大一课程相当于在埃大商学院本科一年级的学习
课程。学院还额外提供学术技能和就业支持的课程，为你提供所
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语言技能，使你更加自信。若该学年所有课
程的成绩达到40%，便可以进入所选课程的第二年学习。

持Tier 4签证进入英国的学生必须通过安全英语语言测试（雅思
或圣三一英语综合能力测试）。

可升入埃大商学院二年级就读的专业:

n  会计学本科学位
n 会计与经济本科学位
n 会计与金融本科学位
n 会计与管理本科学位
n 银行业与金融本科学位
n 商业管理本科学位
n 金融学本科学位
n 财务管理本科学位
n 管理与市场营销本科学位

商科国际大一教学科目
n 会计学基础
n 管理学与市场营销基础
n 经济学基础
n 定量研究方法与金融数学
n 金融学基础
n 实用商务交流
n 学术写作

埃大商学院本科一年级教学科目
n 会计学基础
n 管理学与市场营销基础
n 商务经济学
n 定量研究方法和金融学
n 职业发展研究与学习技巧

Yuan Quan,
来自中国

“我最喜欢这门课程的课程设
置以及讲师的教学方式。作
为一名埃大学生，我最喜欢
这里的学习环境；我认为这
样的环境非常适合留学生到
此来学习，这里的老师也很
乐意回答你的所有问题。”

18 国际学院

商科国际大一课程 



成功通过硕士预科课程的学生可以保证进级到埃塞克
斯大学相应专业攻读硕士学位。通过预科课程的学
习，你可以掌握攻读硕士学位必需的学术研究技能，
并能提高语言熟练程度。
你可以在感受世界领先的学术氛围的同时，通过本课程培养你的批判性思维、研究能力和对研
究方法的理解力。为专门学科所设计的硕士预科课程，可以帮你在攻读硕士学位之前提高你的
专业知识水平、语言和学术能力。学术英语课程(EAP)都是由国际学院的老师授课，专业课程由
你所选择的学科所在学院的老师讲授，从而帮助你获得更直接的学术体验。

硕士预科课程 预科课程通过后可选择进级的硕士学位课程 
含学术英语课程的会计学 n  会计学硕士学位 n  会计与金融硕士学位

含学术英语课程的应用语言学 n  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 n  英语外语教学/对外英语教学硕士

学位)

含学术英语课程的艺术史 n  艺术史与理论硕士学位

n  当代艺术策划硕士学位

n  画廊研究与辩证策划硕士学位

n  含毕业论文的画廊研究硕士学位

含学术英语课程的计算机科学 n  高级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

n 高级网络工程硕士学位

n 人工智能硕士学位

n 大数据和文本分析硕士学位

n 云计算硕士学位

n 计算机工程学硕士学位

n 嵌入式系统硕士学位

n 智能系统和机器人硕士学位

含学术英语课程的经济学 n  会计与金融经济学硕士学位

n  实用经济学与数据分析硕士学位

n  经济学硕士学位

n  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

n  金融与商务经济学硕士学位

n  金融经济学硕士学位

n  金融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硕士学

位

n  金融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

n  国际经济学硕士学位

n  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

含学术英语课程的电子工程学 n  计算机网络与安全硕士学位

n 电子工程学硕士学位

n 电信与信息系统硕士学位

含学术英语课程的创业学与创新

专业
n  创业学与创新硕士学位

n  国际项目管理硕士学位

n  国际商务与创业学硕士学位

n  国际市场营销与创业学硕士学位

含学术英语课程的欧盟法律专业 n 欧盟法律硕士学位

含学术英语课程的金融学 n  银行业与金融硕士学位 n 金融与投资硕士学位

含学术英语课程的历史学 n  历史学硕士学位

n  历史学（文化与社会历史方向）

硕士学位

n  历史学（本地与地区历史方向）

硕士学位

n  历史学（公共历史方向）硕士学

位

含学术英语课程的国际商业法学 n  国际商业法硕士学位

含学术英语课程的国际贸易法学 n  国际贸易法硕士学位

含学术英语课程的管理学 n  国际管理学硕士学位

n  管理学硕士学位

n  市场营销与品牌管理硕士学位

n  人力资源管理硕士学位

含学术英语课程的哲学 n  哲学硕士学位

含学术英语课程的政治学 n  政治学硕士学位

含学术英语课程的心理学研究 n  心理学硕士学位

硕士预科课程 2120 国际学院

硕士预科 



根据学生不同的英语水平，我们提供不同类型的学前
英语课程。如果你已经获得了埃塞克斯大学有条件录
取通知书，你可以选择学前学术、语言和学习技巧课
程(PALSS)、学前英语语言课程(PEL)，或是指定学科
的学前英语课程；如果你已经获得了无条件录取通知
书，你可以报名埃塞克斯大学学术技巧课程(EASP).

学前学术、语言和学习技巧课程 
(PALSS)
该课程将为学生们提供一整套学术英语和学习技巧的培训。课
程长度为10周，15周和25周不等，分别相当于提升雅思成绩0.5
分，1.0分和1.5分。学前学术、语言和学习技巧课程将帮助你提
高如下技能：
n 阅读–辩证的阅读理解和读书笔记技能
n 写作–学术论文写作和引用技能
n 听力–课程理解和听课笔记技能
n 口语–研讨会讨论、辩论和演讲技能

为期25周的语言课程申请仅向研究生开放，10周、15周的语言
课程向本科生和研究生开放。
 

学前英语语言课程 (PEL)
该课程注重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技巧，包括教授进一步提高语
法和词汇的技巧，以及额外的阅读，写作，听力及口语技巧。
学前英语语言课程通常持续5周或10周，将分别为你提高雅思成
绩0.5或者1.0分。

指定学科的学前英语课程
如果你已经由埃塞克斯商学院或法学院录取，我们可以为你提
供个性化的学前英语课程，将有助于提高与你所学专业相关的
语言技巧，以及提高学术英语语言水平。

埃塞克斯大学学术技巧课程 (EASP)
如果你已经获得埃塞克斯大学的无条件录取通知书，你可以选
择埃塞克斯大学学术技巧课程(EASP)。通过这门课程，你可以
学习到英国大学中普遍使用的学术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能，这有
助于你熟悉学校以及更好地融入学术氛围。这门课程教学质量
高并具有很大价值，有助于你实现学术目标。

学前英语课程 2322 国际学院

Bintu Sarah Sakor,
来自挪威

“通过学前英语课程的老师组
织的各种活动，我有了社交
以及学习技巧方面的收获。
通过多种多样的练习（如论
文写作、文本分析和语法课
程），为我的国际关系学本
科课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简而言之，正是因为这门很
有价值的课程，我的本科一
年级不仅充满着挑战，更有
开心的经历。”

学前英语课程  



非学位课程的学前英语课程
如果你已经被我们所提供的以下任何一种本科预科课程录取，包括国际预科课程，四年本科（零
年级）及商科国际大一课程，但仍未满足英语语言要求，你还是可以参加我们所提供的学前英语
课程。

我们所提供的非学位课程的学前英语课程注重提高学生的语言技巧，包括帮助你提高语法和词汇，
以及额外的阅读，写作，听力及口语技巧。

非学位课程的学前英语语言课程通常持续5周或10周，将分别为你提高雅思成绩0.5分或1分。

非学位课程的学前英语课程入学要求 

非学位课程
最低雅思（IELTS）成绩要求

可选择的学前英语课程
总分 写作成绩 其他各科成绩

国际本科预科

课程国际大一

4.5 4.5 4.5 5周非学位课程的学前英语课程

4.5 4.0 4.0  10周非学位课程的学前英语课程

商科国际大一

课程

5.0 4.5 4.5 5周非学位课程的学前英语课程

4.5 4.0 4.0  10周非学位课程的学前英语课程

本科零年级

课程

5.0 5.0 5.0 5周非学位课程的学前英语课程

4.5 4.5 4.5  10周非学位课程的学前英语课程

日期及学费

学前英语课程 课程周期 2016年开课日期期 申请截止日期 学费

PEL及非学位课程 5周 8月11日 7月21日 1,625英镑

PEL及非学位课程 10周 7月7日 6月16日 3,250英镑

PALSS课程 10周 7月7日 6月16日 3,000英镑

PALSS课程 15周 5月19日 4月28日 4,500英镑

PALSS课程 25周 2月29日 2月8日 7,500英镑

EASP课程 4周 8月22日 8月1日 550英镑

指定学科的学前英 10周 7月7日 6月16日 3,250英镑

请注意所有学前英语课程会在2016年9月22日之前结束。

你应该选择哪种时长的学前语言课程?
本科学位学前课程入学要求 
最低雅思（IELTS）成绩要求

可选择的学前英语课程
总分 写作成绩 其他各科成绩

5.5 5.0 5.0
10周学前学术、语言和学习技巧课程(PALSS)
或者

5周学前英语语言课程(PEL)

5.0 5.0 5.0
15周学前学术、语言和学习技巧课程(PALSS)
或者

10周学前英语语言课程(PEL)

硕士学位学前课程入学要求  
最低雅思（IELTS）成绩要求

可选择的学前英语课程
总分 写作成绩 其他各科成绩

总分

比入学要求

低0.5分(最

低5.0)
5.0

 10周学前学术、语言和学习技巧课程(PALSS)
或者

5周学前英语语言课程(PEL)

比入学要求

低0.5分

比入学要求

低1.0分(最

低5.0)
5.0

15周学前学术、语言和学习技巧课程(PALSS)
或者

10周学前英语语言课程(PEL)

比入学要求

低1.5分

比入学要求

低1.5分(最

低5.0)
5.0 25周学前学术、语言和学习技巧课程(PALSS)

以下埃塞克斯大学商学院硕士学位的学前语言课程要求雅思（IELTS）成绩总分6.0，写作不低于5.5:
人力资源管理硕士学位；市场营销管理硕士学位；管理学硕士学位；国际管理学硕士学位；市场营销与

品牌管理硕士学位。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u www.essex.ac.uk/internationalacademy 了解更多管理学专业的入

学要求。

指定学科的本科学位学前课程入学要求 

最低雅思（IELTS）成绩要求
可选择的学前英语课程

总分 写作成绩 其他各科成绩

5.0 5.0 5.0 10周指定学科的学前英语课程

指定学科的硕士学位学前课程入学要求 

最低雅思（IELTS）成绩要求
可选择的学前英语课程

总分 写作成绩 其他各科成绩

学比入学要求

低1.0分

比入学要求

低1.0分(最低

5.0)
5.0 10周指定学科的学前英语课程

如何申请
若您想要申请我们的学前英语课程，请在线下载并打印申请表格。在你的申请中你需要提供大
学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并一并发送至intacad@essex.ac.uk以完成申请。

非学位课程 2524 国际学院



如果你想在大学校园环境中学习英
语，或是想在埃塞克斯大学继续
深造，埃塞克斯大学英语语言课程
面向所有学生开放。该课程非常灵
活，以便满足你的各种需求。同
时，该课程旨在提高学生日常及学
术英语技巧，包括雅思考前准备。
该课程主要教授参考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CEFR)A2到C1级
别的四门英语语言课程，包括：

n  英语语言基础（CEFR A2）
n  英语语言提高及学术英语基础（CEFR B1）
n  中级英语语言及学术英语（CEFR B2）
n  高级英语语言及学术英语（CEFR C1）

每一门教授的英语语言课程均提供以五周为一个周期最长四十周
的语言学习。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我们的授课每周包括24小时
课堂内教学与辅导，以及课堂外教师辅导的自习。

埃塞克斯大学英语语言课程以五周为一个学期，以下是

2015–2016学年该课程的开学日期： 

2015年10月5日

2015年11月9日

2016年1月11日

2016年2月15日

2016年4月18日

2016年5月23日

2016年7月11日

2016年8月15日

参加了连续10周或10周以上课程的学生可在学课程结束后将有
资格免费参加一次雅思考试。

Shen Yiming,
来自中国

“如果你想提高英语水平，
或是单纯想感受一下英国的
高等教育，我向大家强烈推
荐埃塞克斯大学英语语言课
程。课程本身已经很完美，
但埃塞克斯大学的语言课程
远不止简单地教授语言。

埃塞克斯大学位于威文霍公
园内，校园景色非常优美，
呈现出现代建筑和自然美景
的融合”

埃塞克斯英语语言课程 2726 国际学院

埃塞克斯大学英语语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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