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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朴茨茅斯大学？

96.5%
的毕业生选择就业或 
进一步深造*
* 毕业6个月之内 
2017年高等教育调查之毕业生去向

学生满意度达  

88%
朴茨茅斯大学在学生满意度方面排名前15%。

2017年英国学生满意度调查

排名前 
40
的大学
2018年卫报大学指南

英国毕业生起薪 

第1名
2017年《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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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欢迎来到朴茨茅斯大学！我很高兴我们成立了朴茨茅斯大
学国际学院（ICP）作为朴茨茅斯大学的附属学院，通过这
种伙伴关系，学生得以在ICP开启学业，并开始他们在大学
校园的学习。这扩大了朴茨茅斯大学在全球范围内以及学
术方面的影响力，对于努力上进、但尚未准备好直接攻读
本科或研究生课程的国际学生，我们也可借此向这些学生
授予朴茨茅斯大学学位。

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在ICP获得学业成功，并在朴茨茅斯
体验精彩绝伦的新生活。我期待着你们能顺利攻读你们学
位的好消息，最后，我希望能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庆祝你
的学术成就。

Graham Galbraith教授

朴茨茅斯大学副校长

我很高兴你能选择朴茨茅斯大学和国际学院（ICP）继续你
的学术生涯。

ICP开设了大量桥梁课程，通过学习这些课程，这所世界年
轻百强大学*——朴茨茅斯大学。凭借着卓越的教学质量 

（最近被评为英国TEF教学质量金奖）、超高的学生满意度、
完善的设施以及广泛的学科跨度，朴茨茅斯大学绝对是你
的不二选择。除此之外，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也是朴茨茅
斯大学的排名逐年上升的原因之一。

进入ICP，你就加入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学院。今年是ICP投入
运营以来的第九年，已经有将近2000名和你一样天赋异禀，
雄心勃勃的学生在攻读朴茨茅斯大学的学位课程。我和我
友好的团队，都希望看到我们的学生在这里实现他们的学业
目标和职业抱负。我们已经准备好与你一同面对挑战，并支
持你在确保实现目标的同时，还拥有一段非常棒的经历。

欢迎你来ICP，来朴茨茅斯市，希望不久之后能在这里见到
你！

Peter Venables
国际学院院长

* 2017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年轻大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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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是你获得 
朴茨茅斯大学学位的捷径
朴茨茅斯大学国际学院（ICP）隶属于全球化的纳维集团，纳维集团是国际认可的教育机构，在全球120个学院和大学拥

有优秀的员工和广泛资源。

在ICP，我们将尽力确保你在朴茨茅斯大学获得最高标准的
学习体验，从而帮助你为全球经济环境下的未来职业生涯
做好准备。选择ICP桥梁课程，你将获得学业成功，并拥有
一段难以忘怀的学习经历。

ICP是朴茨茅斯大学的嵌入式学院，旨在为学生提供现代
化的动态教育体验。通过学院的桥梁课程，学生可选择

100多个朴茨茅斯大学本科学位和研究生学位。作为一名
国际学生，你将在ICP获得你所需要的全部支持，这有助
于你成功完成学位学习，并从小班授课和额外的教学研讨
会中受益。作为一名ICP学生，你将有机会使用朴茨茅斯
大学全部的设施，包括图书馆、学生会、体育俱乐部和各
类社团，以及其他学生支持的服务比如数学咖啡馆等。

每年三个
开学时间，
分别为9月、1月和6月

96%

的学生顺利完成预科课程升
入朴茨茅斯大学

ICP桥梁课程提供

超过 
100个

不同的朴茨茅斯大学学位 
课程

整个学习阶段持有  

单一签证 
（涵盖预科

+本科/硕
士）

高中

阶段2
国际大一

阶段3
大二课程

阶段4
大三课程

阶段1 
本科预科

本科桥梁课程

研究生桥梁课程

至少三等学位或
同等级学位

阶段2
硕士学位

阶段1 
硕士预科

阶段2
大一课程

阶段3
大二课程

阶段4
大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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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机会

我们相信，为学生提供机遇，帮助学生积累工作经验对于拓展学生的职业前景和
科研成果至关重要。在朴茨茅斯大学，每一个学院都设有一个专用的实习办公
室，以确保尽可能多的学生能从真实的工作经验中受益。本科学生可在第二年和
第三年之间进行带薪实习。除了向学生提供探索世界的机会外，实习也使得雇主
有机会招聘有活力、有才能、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学生可选择在各类单位实习，
比如波音、飞利浦、亚马逊、IBM、BMW和葛兰素史克等众多公司。

Erasmus+

在学习之余，你将有机会参与Erasmus+项目。Erasmus+是一个由欧盟委员会资助
的项目，该项目旨在促进学生在攻读学位的过程中，前往其他Erasmus参与国学
习和/或工作。你将和全日制英国学生及国际学生一起学习。除了参加讲座之外，
你还可参加小型研讨会和研究班，你将有机会认识攻读相同课程的其他学生，并
与他们密切协作。

兼职工作

许多学生选择在学习之余工作。朴茨茅斯市提供了大量的兼职工作机会。兼职工
作将为你带来宝贵的工作经验，并帮助你在研究生生涯掌握雇主所期待的技能。
但是，我们建议你在安排兼职工作时间之前，合理安排的学习时间。

充满机遇的世界
无论你选择哪个专业，你都会在相关职业中变得更有竞争力。这包括参与真实的项目，使用行业标准的

设备，或在模拟环境下学习。你还有机会参加实习，专业相关的兼职工作或者参加志愿者项目 - 这些都

是日后当你面对职场时，企业来评判你是否具备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实习期间，我在美国打两份工。我的 

第一份工作是在佛罗里达的Country  
Club Jupiter担任餐饮与活动助理， 

在众多活动中，我负责协助举办婚礼和成

人礼。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纽约的Glen 
Arbor高尔夫俱乐部做服务员，最有

趣的工作经历就是曾经为克林顿总统和

Anthony Mackie、Catherine 
Zeta Jones等电影明星服务。”

JULIE KENNEDY
酒店管理与旅游学士 

（荣誉学位）



Natasha Rushesha于2017年毕业，

获得商务与管理学学士学位（荣誉学位）。凭

借对时尚的热爱，她发现了津巴布韦的大尺

码服装市场的空白，并决定创办自己的公司。

她的目标是设计可以在商店或网上购买的时尚

服装，她希望她的服装不仅能满足当地的需

求，还能使她的业务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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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开启成功的职业生涯
自1869年创立以来，朴茨茅斯大学始终致力于促进并保持她的教学和研究卓越

性。通过实践教学以及现代化设施的使用，朴茨茅斯大学帮助学生们为开启未来

职业生涯做好充分准备。我们优异的毕业生就业率证明了这一点。

英国就业服务  

前20
（2017年大学就业服务）

英国毕业生起薪 

第1名
（2017年《经济学人》）

毕业生机遇

职业与就业能力服务中心（Careers and Employability Service）是朴茨茅斯大学所特
有的毕业生校园招聘咨询机构，旨在帮助学生迈出从学生到职业世界的第一步。
该机构为学生和毕业生提供各类支持，比如获得兼职工作、职业生涯规划、工作
经验、志愿活动、实习、创业和毕业生就业等。朴茨茅斯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在
学习期间以及毕业之后的五年内，可以享受该机构的全方位服务。

朴茨茅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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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朴茨茅斯？
距离伦敦市中心仅90分钟火车车程，朴茨茅斯是英国阳光最充足的地区之一，此外，朴茨茅斯还拥有长达4英里的

迷人海岸线

朴茨茅斯是一个充满生机和魅力的城市，悠久的历史与现代生活在这里完美融合。

在我们的城市化校园里学习，意味着你仅需步行即可到达你想去的地方，包括购物中心、餐厅、娱乐场所和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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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朴茨茅斯要做的  

10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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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友
去校内的众多咖啡馆与朋友喝杯
咖啡，或者去市内的餐厅随便吃
点东西。

3. 成为课程大使
或者加入学生会吧！

4. 想去公园野餐，或者去海滩烧烤？
Southsea Common和滨海区是英国阳
光最充足的地区之一。

5. 加入吧！
来加入超过150个协会、俱乐部和体
育联盟吧！详见upsu.net/activities

1. 娱乐
去剧院看看吧，或者去参加当地众多
的音乐节吧，包括Victorious、Isle of  
Wight Festival和Mu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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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观阿联酋大三角帆塔
观赏朴茨茅斯和索伦特海峡的壮丽全
景。大三角帆塔有三个观景台，内设
全地板和天花板玻璃墙。

8. 抽出时间去Gunwharf Quays购物
看电影，打保龄球，为何不在激光之
谜和密室逃脱中大显身手呢？

9. 参观古代造船厂，
更深入地了解朴茨茅斯的丰富历
史遗产吧！

10. 在Solent Forts扬帆起航，
留下一段独一无二的经历。

7. 积极去健身房锻炼
或者参加我们的健身课。若你更喜欢
户外活动，骑车或者沿着海滩跑步也
是强身健体的不错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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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朴茨茅斯是英国唯一的海岛城市，可以方便地前往伦敦市
中心。由于坐落于南海岸，因此朴茨茅斯的降雨量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是英国阳光最充足的城市之一。

在夏季，朴茨茅斯的气温可高达26°C，而最冷的月份通常
是1月，平均最低温度为4°C。

博物馆之城 
参观朴茨茅斯博物馆，更多地了解阿瑟柯南道尔的生活， 
以及他塑造的最著名的角色夏洛克•福尔摩斯。沿着
Millennium Promenade，穿过朴茨茅斯老城，继续前往南
海城堡，在这里，你可以探索亨利八世的城堡、城墙和隧
道。然后，你将抵达诺曼底登陆日博物馆——这家博物馆
专用于展示在法国诺曼底登陆战役的所有故事，全英国仅
此一家。

出行

朴茨茅斯市的布局紧凑、平整——是骑行和徒步的完美地
点——各个区域离的很近，非常适合四处走走。这将大大
减少你的旅行费用，此外，作为ICP学生，你可以凭借校园
卡乘坐朴茨茅斯大学提供的免费公共汽车服务。

16-25岁年龄段的学生可获得火车折扣卡，凭借此卡在全英
境内乘坐火车将享有1/3的火车票价优惠。朴茨茅斯市内有
三个火车站，你可以随时从那里启程探索这个魅力四射的
国家。

若你想去更远的地方探险或旅行，朴茨茅斯是英国最佳的
转乘港口之一。朴茨茅斯开设了定期客轮，可前往怀特
岛、海峡群岛和欧洲大陆，同时，仅据城市20英里外，还
坐落着一座国际机场

朴茨茅斯

•

• 利物浦
• 曼彻斯特

• 伯明翰

卡迪夫 • 布里斯托
• 伦敦

格恩西岛

•
 纽卡斯尔

Jersey

在朴茨茅斯的生活：
在美丽的 
英国南海岸学习



音乐节

对许多学生来说，最精彩的活动就
是在夏季开始的音乐节。朴茨茅斯的
维多利亚音乐节通常在8月举行，但
你可在6月的怀特岛音乐节和9月的
Bestival音乐节上看到世界顶级的艺
术家和DJ。最近参加维多利亚的乐队
括立体音响乐队（Stereophonics）、 
疯狂乐队（Madness）、Elbow乐
队、Dizzee Rascal、Annie Mac和激光
乐队（Razorlight）。

生活费用

朴茨茅斯是英国南部对学生来说最经济的城市之一（2017年NatWest学生生活指
数）。除了学费之外，我们预计学生每年将需要9500英镑生活费，其中包括衣，
食，住，行和休闲活动费用。

宗教设施

朴茨茅斯大学设有自己的礼拜堂，并提供了休息放松、会友及举办宗教活动的场
所。礼拜堂内设有一间伊斯兰祈祷室，提供有关其他支持服务的信息。

此外，朴茨茅斯还有许多其他礼拜场所，从ICP步行即可到达，
其中包括三座寺庙，有罗马天主教和圣公会大教堂。

悠久的历史

作为英国皇家海军的重要港口之一，朴茨茅斯因其悠久的历史而自豪。古代造船
厂制造了世界一流的战舰和名胜，展示了800多年的英国海军历史。抓住机会参
观Nelson的胜利号战舰，在维多利亚时代于1860年下水的勇士号战舰，以及玛丽
罗斯号博物馆吧！

Gunwharf Quays

如果你喜欢购物，朴茨茅斯就是购物者的天堂。朴茨茅斯拥有三个大型购物区
域，其中包括地处Gunwharf Quays、花费2亿英镑打造的沿海综合购物中心，这里
设有超过80家专卖店，30家餐厅和酒吧，一个多屏电影院，以及一个包括保龄球
馆在内的休闲中心。在这里，你可以参观令人印象深刻的阿联酋大三角帆塔，这
是一座170m高的瞭望塔，设有三个观景台，在此可观赏到朴茨茅斯市及远方的壮
丽景色。

这里每年还会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在8月举行的朴茨茅斯国际风筝节，以及在每年
11月举行的维多利亚圣诞活动。

城市化大学
步行即可到达 
你想去的地方

体育运动

朴茨茅斯市是世界级帆船比赛的举办
地，还拥有自己的足球队——朴茨茅斯
FC——球队曾在2008年赢得举世闻名的
足总杯冠军。朴茨茅斯大学还提供了良
好的体育设施；体育联盟设有ICP学生
可以加入的40多个不同俱乐部，活动项
目涵盖了足球、网球、板球到跳伞、滑
雪和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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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ICP？

对所有人来说，离开家并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家都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但是在ICP，我们敬业的学生服务团队

将帮助你在朴茨茅斯度过最美好的时光。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你克服可能遇到的困难，向你提供必要的帮助，促使你

获得学业上的成功。

支持网络

在离家数千英里的异国他乡开启新的学习生活可能是一种
令人生畏的经历。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你共同面对挑战，帮
助你适应英国的生活。学生服务团队的大部分成员均是朴
茨茅斯大学的校友，具有大学生活方面的丰富经验。

他们将从你大学生活的第一天起向你提供支持，在以下重
要活动中向你提供帮助：

• 注册及报名

• 迎新周

• 领取BRP

• 住宿

• 警察局注册

• 向银行出具证明信

• 学生会和课程大使

• 财务

你还将在ICP获得一系列的额外学术辅导：

• 英语语言支持

• 考试技能

• 数学咖啡馆

• 实验室报告

• 学术技能

• 研究和引用

• Turn-it-in

位置

ICP位于朴茨茅斯大学市中心校区的中心地带，仅步行即可
到达海滩以及一切你想去的地方。

灵活性

可在9月、1月和6月入学，因此你可以在最适合于你的时间
开启学业，并通过传统的英国入学系统，先于其他学生就
读你所选的桥梁课程。



充实活动

除了我们的文化意识周之外，我们友善的学生服务团队经常组织其他的充实活
动，这有助于你认识其他学生，甚至在必要时停止学习，休息放松自己。我们的
学生在之前参与的各类活动包括：

•	游戏之夜

•	颁奖晚会

•	激光之谜

•	保龄球

•	电影之夜

•	参观访问其他城市 – 巴斯、剑桥和布莱顿

•	学院比赛

福利周

ICP采取非常认真的态度对待我们学生的福利，并设立了一个涵盖面广的计划，确
保你能够在英国学习和生活期间，获得你所需要的一切信息。相关主题包括计划
你的预算、健康的生活方式、入境英国、药物和酒精认识、吸烟和性健康等。

文化意识周

在ICP，你将体验到的真正激动人心的机遇之一就是与来自各种背景的学生一同学
习。文化意识周是为期一周的由学生主导的活动，在这一周内，学生可以与其他
国际学生分享他们各自的文化元素。这是一个放松并结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的
好机会。

小组学习室

ICP设有两个小组学习室，学生可在此悠闲地看书。在小组学习室，你可以和同学
一起复习，练习演讲或者执行小组项目。

大学准备工作

为帮助你尽可能无缝地实现学习阶段的过渡，我们为将要入学的学生安排了多种
欢迎日、嘉宾座谈、见面会及咨询会。这些会议将简单介绍你将在大学院系内度
过的生活，并协助尽可能顺利地完成过渡。

住宿

ICP提供了多种住宿选择，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建议学生在抵达英国之前，适时
调查并预定住处。

对于在9月和1月入学的学生，ICP将提供面向南海岸滨海区的住宿楼，这里距
离学院仅10-15分钟步行路程。我们的住宿楼设有现代化房间，俯瞰Southsea 
Common，在此可观赏到朴茨茅斯的最壮丽景色。所有房间的设备齐全、安全，
学生可使用现代化厨房设施，在公共区域提供电视和WiFi。

ICP还与许多当地住房供应商合作，为新来的学生提供大量额外的住宿选择，适合
于各种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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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三个开学时间，
分别为9月、1月和6月

ICP设立了各类桥梁课程，通过学习这些
课程，学生可选择

100多个
不同的朴茨茅斯大学学位

ICP拥有

500多
名国际学生

2009年以来， 

已有超过2,100名
学生成功地从ICP升入朴茨茅斯大学

96%

的学完课程的学生成功升入 
朴茨茅斯大学

整个学习阶段持有

单一签证

我们的学生来自

50多个国家

为什么选择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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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茨茅斯大学图书馆

在图书馆，你可阅读超过40万本藏
书、DVD和地图，这有助于你掌握学习
和研究技能。此外，还有超过54.7万本
电子书和2.7万本电子期刊，在这里，
我们友好的工作人员将帮助你找到你
所需要的资料。在学期内，图书馆24
小时全天候开放。

餐饮店

校园内有各种各样的咖啡馆和咖啡
店，你可以在阅览室附近随便吃点什
么，或者与朋友放松一下：

• 学生会大楼内的Café Coco和 
Waterhole

• Dennis Sciama大楼内的The Hub
• Eldon大楼内的The Art Cafe

在图书馆大楼、Park大楼、Portland大
楼、St George’s大楼和Anglesea大楼，
以及ICP所在的St Andrew’s Court内也有
一些咖啡店。

大学附近的所有餐饮区均供应清真食
品。

这将在菜单和食物包装上清楚地标示
出来。如果你希望核实产品的真实
性，所有这些区域都持有清真认证。
若你找不到想要的食物，请务必询问
我们的餐饮服务人员。

音乐与戏剧

在唱诗班里唱歌，学习一样新乐器，
加入乐队，或者来我们的管乐团或大
乐团演出。不论你是音乐新手、经验
丰富的艺术大师或初露头角的音乐
家，朴茨茅斯大学的四个排练室、四
个练习室及一个录音工作室将帮助你
培养自己的音乐天赋，每个排练室和
练习室均配有钢琴、一个配备齐全的
黑色箱形空间、照明设备以及可容纳
60人的座位。我们唱歌和玩耍仅是为
了给他人带去快乐，你无需为了加入
而苦学音乐或戏剧。

体育设施

我们设有三个设施齐全的运动场所，
可供所有学生使用：

St Paul’s健身房

• 最近翻新的健身房，提供一流的
健身器材和多功能运动大厅。

• 最新的现代化心肺训练
及力量训练器械

• 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健康和健身团
队成员，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Langstone运动场

• 人造草坪球场，多用途游戏区域， 
2个橄榄球场，8个足球场，包括全
尺寸球场、9人制球场和7人制球场

• 最近投入100万英镑，确保提供朴茨 
茅斯最好的设施

• 经FIFA和IRB认证的全尺寸3G球场，
经FIH认证的全尺寸、人工草皮沙丘
球场

校内生活
就读朴茨茅斯大学，意味着你可以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校园

内使用各种先进的设施。为向学生提供最为现代化的设施，协

助研究人员在各自的领域作出开创性研究，我们在过去数年内

作出了大量投资。整个校园由40多栋建筑组成，其中散布着

绿地和公共区域。最受我们学生喜爱的空间和活动包括：

来自150个国家的

4000多名 
国际学生和欧盟学生



Spinnaker体育中心

• 两个带空调的健身房和多用途运动大
厅

• 每周超过50节健身课：全方位、 
健身、心肺训练及纤体训练

• 各类运动，包括羽毛球、篮球、乒乓
球、无板篮球、壁球、排球和5人制
足球

• 可方便地使用其他的大学设施

体育联盟是学生会的下属单位，设有
40多个体育俱乐部，涵盖了足球到跳
伞等运动。每周，我们的团队都将参
加比赛和联赛，与其他大学的团队对
抗。

除此之外，你可从50种不同的健身课
中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或者使用朴
茨茅斯极富盛名的水上运动设施。 
更多信息详见 
visit sportportsmouth.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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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的老师们很好，他们帮
助我 获得了成功升入朴茨茅
斯大学所 需的技能和知识，
还帮助我形成 了非常宝贵的
就业力技能。”

PADCHA NGARMLAK,
泰国
商务与管理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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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桥梁课程

会计与金融学 20
建筑、设计与时尚 21
商务与管理 22
计算机 23
工程学 24
酒店管理 25
法律、政治与国际关系 26
数学 27
媒体与游戏技术 28
建筑与测量学 29
科学 30

在你提出申请并获得录取通知书后，将根据条款与条件之2.5条确定你的第一年
课程学费。升学前，我们将每年审核你在后续学年的学费，并且每年的学费涨幅
通常不会超过5%（百分之五）。这类涨幅可能是由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适用
税费变化导致的增长，或监管、专业或学术机构的变化导致的，我们将确保我们
的学费与合作大学的学费处于同等水平。若学费发生变化，学院将发出尽可能多
的通知。对于向第三方支付的费用，学院不具有管理权，亦不承担任何责任，这
包括（但不限于）不是由纳维集团公司提供的住处之住宿费。

升学后，适用于学生的合作大学学费将由合作大学决定，并将公布于合作大学的
网站port.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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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标准

阶段1： 
本科预科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9月、1月或6月

学制 
一学期或两学期

课程 
• 会计

• 商业法

• 商务管理

• 商业研究

• 经济学

• ICT技能

•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1

• 商业数学

课程费用
7600英镑（一学期） 
12400英镑（两学期）

入学标准

阶段2：国际大一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9月或1月

学制
两学期

课程
• 会计与金融

• 商业信息系统

• 商业法

• 经济学

•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4
• 管理会计导论

• 组织行为学

• 金融学概论

• 计量方法

课程费用
12400英镑

阶段3和阶段4： 
大二课程和大三课程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商法学院

课程费用
13200英镑

课程
会计与财务管理（荣誉） 
文学学士课程

金融会计（荣誉）文学学士课程

企业财务管理（荣誉）
文学学士课程

未来就业方向

审计与鉴证、商业银行、公司财务、
财务分析、财务规划，法务会计、 
保险、投资银行、管理会计、 
资金管理、房地产、税务

可选择为期一年的实习

会计与金融学

金融会计（荣誉）文学学士课程 
最多可有

九科 
ACCA免考

会计与金融课程

在英国
名列

第26位
（2018年卫报大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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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标准

阶段1： 
本科预科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9月或1月

学制
两学期

课程
• 企业管理

• 设计理念

• ICT技能

•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3

• 新媒体与数字文化

• 作品开发1
• 研究方法、批判性思维与表达

• 作品开发2

课程费用
12400英镑

阶段2、3、4： 
大一课程、大二课程、 
大三课程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创意与文化产业学院

课程费用
13200英镑

课程
动画（荣誉）文学学士课程

建筑（荣誉）文学学士课程

服装与纺织品设计（荣誉） 
文学学士课程

平面设计（荣誉）文学学士课程

插图（荣誉）文学学士课程

室内建筑与设计（荣誉） 
文学学士课程

未来就业方向

建筑与工程项目管理、建筑实践、 
展览设计、时装设计、自由艺术家、
平面设计、插图、视觉陈列师

建筑、设计与时尚

可选择为期一年的实习
经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认证的建筑（荣誉） 

文学学士课程

不要求提供作品集

平面设计课程

在英国
名列

第6位
（2018年卫报大学指南）

服装与纺织品设计课程

在英国
名列

第8位
（2018年卫报大学指南）

建筑课程在英国名列

在英国
名列

第29位
（2018年卫报大学指南）



入学标准

阶段1： 
本科预科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9月、1月、6月

学制 
一学期或两学期

课程 
• 商业会计

• 商业环境

• 企业管理

• 商业研究

• 经济学

• ICT技能

•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 商业数学

课程费用
7600英镑（一学期） 
12400英镑（两学期）

入学标准

阶段2：国际大一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9月或1月

学制
两学期

课程
• 商业会计

• 商业信息系统

• 商业环境

• 企业经营

• 商业统计学

• 经济学

•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 市场营销

• 组织行为学

课程费用
12400英镑

阶段3、4： 
大二课程、大三课程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商法学院

课程费用
13200英镑

课程
商务与管理（荣誉）文学学士课程

企业管理与创业精神（荣誉） 
文学学士课程

商业与商务沟通（荣誉） 
文学学士课程

商务与人力资源管理（荣誉） 
文学学士课程

经济与管理（荣誉）文学学士课程

市场营销（荣誉）文学学士课程

企业与供应链管理（荣誉） 
理学学士课程

企业与系统管理（荣誉） 
理学学士课程

体育管理与发展（荣誉） 
理学学士课程

商务与管理

22

可选择为期一年的实习

未来就业方向

商务拓展、人力资源与招聘、 
市场调研、广告、销售、新产品开发、
运营与物流、客户管理、产品管理、
电子营销

企业、管理与营销课程

在英国
名列

第30位
（2018年卫报大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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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标准

阶段1： 
本科预科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9月或1月

学制
两学期

课程
• 商业研究

• 工程原理1
• ICT技能

•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 科学与计算数学

• 数值技术2或企业管理（仅设置商业
信息系统（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 编程概念

• 研究方法、批判性思维与表达

课程费用
13400英镑

阶段2：国际大一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程费用
15100英镑

阶段3、4： 
大二课程、大三课程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计算机学院

课程费用
15100英镑

课程
商业（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信息系统

计算机科学（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计算机（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网络安全与法务计算（荣誉） 
理学学士课程

软件工程（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未来就业方向

软件工程师、web开发人员、系统分析
师、在线课程开发人员、项目经理、 
商业分析师、计算机程序员

所有课程均获得英国计算机协会（BCS）的认证，该协会是英国特许的IT研究所，旨在全面遵守特许IT专业人员（CITP）

注册的学术要求。在学习课程的过程中，你可以参观多个行业公司，比如IBM、SAP和亚马逊，向具有丰富经验和强大

公司连接资源的员工学习，你还可以选择在此实习，从而提升你的就业前景，或获得创业支持。

计算机

可选择为期一年的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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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标准

阶段1： 
本科预科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9月或1月

学制 
两学期

课程 
• 化学1（仅设置石油工程课程）

• 设计理念（仅设置土木工程课程

• ICT技能

•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3
• 数值技术1
• 数值技术3
• 工程原理1
• 工程原理2
• 编程概念（非土木工程）

• 研究方法、批判性思维与表达

课程费用

13400英镑

入学标准

阶段2：国际大一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9月

学制
两学期

课程
课程将根据学位发生变化，更多详细信
息请访问port.ac.uk/courses/engineering

课程费用
13400英镑

阶段3、4： 
大二课程、大三课程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技术学院

课程费用
15100英镑

课程
土木工程（荣誉）工程学士课程

计算机网络（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建筑工程管理（荣誉）
工程学士课程

电子工程学（荣誉）工程学士课程

创新工程（荣誉）工程学士课程

机械工程（荣誉）工程学士课程

石油工程（荣誉）工程学士课程

未来就业方向

汽车工程、化工/工艺工程、海岸工
程、通信工程、建筑工程、设计与开
发工程、材料工程、网络管理、石油
与天然气勘探

朴茨茅斯大学的工程课程已获得以
下认证： 
•	土木工程师协会（ICE）
•	工程技术学会（IET）
•	工程设计师学会（IED）

•	机械工程师学会（IMechE）
•	结构工程师学会（IStructE）

工程

“我之所以决定在朴茨茅斯大学
学习，是因为我对石油工程很
感兴趣，但并非所有大学都设
置了这一专业。有一次我听说
了朴茨茅斯大学并查了查，我
就决定要来这里学习。”

ALI OSSEILI，黎巴嫩

2017年毕业于石油工程专业， 

获得一级（荣誉）文学学士学位

可选择为期一年的实习

机械工程课程

在英国
名列

第24位
（2018年卫报大学指南）



入学标准

阶段1： 
本科预科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9月、1月或6月

学制 
一学期或两学期

课程 
• 会计

• 商业法

• 企业管理

• 商业研究

• 经济学

• ICT技能

•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1
• 商业数学

课程费用
7600英镑（一学期） 
12400英镑（二学期）

入学标准

阶段2：国际大一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9月或1月

学制
两学期

课程
• 商业会计

• 商业环境

• 商业信息系统

• 企业经营

•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4
• 市场营销

• 组织行为学

• 酒店运作理论1
• 酒店运作理论2

课程费用
12900英镑

阶段3、4： 
大二课程和大三课程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商法学院

课程费用
13200英镑

课程
酒店管理（荣誉）文学学士课程

酒店管理与旅游（荣誉） 
文学学士课程

未来就业方向

活动管理、酒店管理、娱乐产业、 
市场营销、运营管理、餐厅管理

酒店管理

“开启我的ICP旅程是一段令人惊
喜的经历。学院帮助我安顿下来，
并帮助我适应与不同国籍的学生
一起学习。”

BAKHTAWAR ALI， 

巴基斯坦

毕业于酒店管理与旅游专业， 

获得（荣誉）文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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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提供为期一年的有偿实习

为期一年的实习工作是有偿全职工
作，工作地点位于英国或海外。实
习期间，最多可挣得15000英镑。



入学标准

阶段1： 
本科预科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9月或1月

学制 
两学期

课程 
• 宪法学

• 合同法

• 英国司法制度

• ICT技能

•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 政治与国际关系导论

• 法律职业道德

• 法律技能、分析与论述

• 研究方法、批判性思维与表达

课程费用
12400英镑

阶段2、3、4： 
大一课程、大二课程和大三课程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或朴茨茅斯大学商法学院

课程费用
13200英镑

课程
国际关系（荣誉）文学学士课程

国际关系与政治（荣誉） 
文学学士课程

政治学（荣誉）文学学士课程

法学（荣誉）法学学士课程

法律与商务（荣誉）法学学士课程

法律与犯罪学（荣誉） 
法学学士课程

法律与国际关系（荣誉） 
法学学士课程

未来就业方向

律师、公务员、公司秘书、合同经理、
法庭服务、皇家检察署、人力资源专
业人员、新闻业、法律行政人员、 
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NGO）、 
警务、调查、法务官。

法律、政治与国际关系

可选择为期一年的实习

法律课程已获得以下认证：

• 律师标准委员会

• 法律行政人员特许学会

• 律师监管局

“我从2009年起在ICP学习法
学预科，并成功升入朴茨茅斯大
学。毕业之后不久，我成为了一
名尼日利亚律师，在尼日利亚最
高法院担任事务律师及出庭律
师。感谢ICP和朴茨茅斯大学。”

BEM ORKER，尼日利亚 
（荣誉）法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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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相关课程，你将获得为期一年的有偿全职实习机会，实习单位包括日本富士通、尼桑或当地律师事务所。你还可

以在我们的公益性咨询会工作，或使用我们的模拟法庭，从而进一步深化你的知识与技能。所有法律课程均已获得律师监

管局和律师标准委员会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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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标准

阶段1： 
本科预科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9月或1月

学制 
两学期

课程 
• 工程原理1
• ICT技能

•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3
• 数值技术1
• 数值技术2
• 数值技术3
• 研究方法、批判性思维与表达

• 编程概念

课程费用
12400英镑

阶段2、3、4： 
大一课程、大二课程、大三课程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数学与物理学院

课程费用
14000英镑

课程
数学（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财务与管理数学（荣誉） 
理学学士课程

统计数学（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未来就业方向

会计、银行、物流管理、数学建模、
气象学、风险分析/风险管理、统计、
股票和股份交易

数学

可选择为期一年的实习

已获得数学及应用研究所的认证

通过学习相关课程，你将有机会使用现代化计算机设施以及专业的数学和统计计算软件包。你还可通过为期一年的实习，

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实习单位包括IBM、欧莱雅、葛兰素史克（GSK），你可以在最后一学年选择一个本科大使课程单

元，在当地的学校度过收获满满的时光。

数学课程

在英国
名列

第33位
（2018年卫报大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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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游戏技术

入学标准

阶段1： 
本科预科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9月或1月

学制
两学期

课程
• 商业研究

• 设计理念

• ICT技能

•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3
• 科学与计算数学

• 新媒体与数字文化

• 编程概念

• 研究方法、批判性思维与表达

课程费用
12400英镑

阶段2、3、4： 
大一课程、大二课程、大三课程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创意与文化产业学院

课程费用
13200-14000英镑

课程
电脑动画与视觉效果（荣誉） 
理学学士课程

计算机游戏企业（荣誉） 
理学学士课程

计算机（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游戏技术

数字媒体（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媒体研究（荣誉）文学学士课程

媒体与数字实践（荣誉） 
文学学士课程

电视与广播（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未来就业方向 

动画、电视制作、知识媒体建设与管
理、多媒体制作、产品设计、网页设
计、多媒体传输、虚拟现实、广播和
计算机游戏开发

可选择为期一年的实习

电脑动画与视觉特效（荣誉）理学学士课程的亮点

在本课程中，你将了解VFX和计算机动画产业的实践和理论知识，包括概念图到3D动画，以及基于物理的模拟和合
成。你可以自由地专注于计算机动画和视觉效果的更具艺术性领域，或者专注于更专业的领域，比如脚本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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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标准

阶段1： 
本科预科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9月或1月

学制 
两学期

课程 
• 企业管理

• 设计理念

• 工程原理1
• ICT技能

•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 商业数学

• 英国司法制度

• 研究方法、批判性思维与表达

课程费用
12800英镑

入学标准

阶段2：国际大一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9月

学制
两学期

课程
课程将根据学位发生变化，更多详细
信息请访问port.ac.uk/school-of-civil-
engineering-and-surveying

课程费用
12900英镑

阶段3、4： 
大二课程和大三课程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土木工程与测绘学院

课程费用
15100英镑

课程
建筑勘测（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房地产开发（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工料测量（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未来就业方向 

顾问、项目管理、房地产开发、测绘

建筑与测量学

可选择为期一年的实习

所有课程均已获得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RQS）的认证。课程的其他优点包括，你将有机会参与欧洲游学，或参与在建项

目的的实地考察。

建筑与城镇规划主题领域

在英国
名列

第24位
（2018年卫报排行榜）



入学标准

阶段1： 
本科预科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9月或1月

学制 
两学期  

课程 
• 生物学1
• 生物学2
• 化学1
• 化学2
• ICT技能

•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3
• 科学与计算数学

• 研究方法、批判性思维与表达

课程费用
13400英镑

入学标准

阶段2：国际大一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9月

学制
两学期

课程
课程将根据学位发生变化，更多详细
信息请访问 
port.ac.uk/faculty-of-science/courses

课程费用
13400英镑

阶段3、4： 
大二课程和大三课程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科学院

课程费用
15100-25400英镑*

课程
领先牙科护理（荣誉）
理学学士课程†

生物化学（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生物学（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生物医学（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口腔卫生学（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口腔卫生与牙科治疗（荣誉） 
理学学士课程†

工程地质与岩土工程（荣誉） 
工程学士课程

环境学（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运动与健身管理（荣誉） 
理学学士课程†

司法心理学（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地理学（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地质学（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海洋生物学（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海洋学（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环境科学

药物学（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物理学（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心理学（荣誉）理学学士课程

体育与运动科学（荣誉） 
理学学士课程†

药剂学（荣誉）药学硕士课程†‡

未来就业方向 

生物、临床生物化学、临床心理学、
节能、环境教育、环境管理、司法
心理学、法医学、健康心理学、免疫
学、微生物学、自然保护、职业心理
学、药理学、研究科学、体育与运动
科学、运动教练学/指导学、运动发
展、毒理学，水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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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根据学位而定，更多详细信息见port.ac.uk/courses

†  仅限于大学预科入学标准

‡  该课程是NQF7级的五年制课程，要求的大学入学分数要高于其他学位。

大多数课程均可选择为期一年 
的实习

运动科学课程

在英国
名列

第2位
（2018年卫报大学指南）

药剂学与 
药理学课程

在英国
名列

第13位
（2018年卫报大学指南）

药剂学（荣誉）硕士课程的亮点

就读两学期的预科课程，你将有机会获得药剂学（荣誉）硕士学位。相关课程已获得药学委员会的认证，因此你可
获得真实的临床经验，其中包括我们的社区药房及全库存型药房。你可选择在社区药房和医院药房实习，从而进一
步提升你的技能。



研究生桥梁课程

商务与管理 32
教育学 33
金融学 34
国际关系与刑事司法 35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36
科学与工程学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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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选择在ICP学习，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很棒的海滨
城市，以及纳维作为教育提供者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攻读
学位之余，我还能进行为期一年的实习，实习经历不仅帮
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行业经验，还使我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
我的就业方向，并确定我对这个行业的真正热爱。”

WAI LOK YEUNG，香港

UoP香港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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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与销售

朴茨茅斯大学的课程旨在更新你的知识，增强你对有效市场营销实践的原则和理论的理解，并为你提供最前沿的当代市场

营销技巧。

战略、企业与创新

学习相关课程，你将获得必要的知识，用于开发并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管理小型企业，创造新思路和机遇，并形成全面

的风险基础。

营运与系统管理

获得相关学位有助于加深你对项目管理以及营运、职能和战略管理技术的知识及了解。

阶段1：硕士预科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1月、6月或9月

学制
一学期

课程 
• 研究生学习之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 商务与管理原则

• 研究生学习之研究方法

• 小论文

课程费用
7200英镑

阶段2：硕士学位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商法学院

学制
一年

课程费用
14000英镑

课程
9月入学：

国际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国际商务与管理理学硕士课程

项目管理理学硕士课程

1月及6月入学：

商务与管理理学硕士课程

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课程

国际商务与管理理学硕士课程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课程

创新管理与创业理学硕士课程

市场营销硕士课程

项目管理理学硕士课程

风险、危机与弹性管
理理学硕士课程

体育管理学理学硕士课程

1月、6月及9月入学：

国际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项目管理理学硕士课程

未来就业方向 

企业所有权与管理、营销管理、新产
品开发、运营与物流管理、人事与人
力资源管理、项目管理、质量顾问、
培训与发展

商务与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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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1：硕士预科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6月

学制
一学期

课程 
• 研究生学习之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 社会科学原理

• 研究生学习之研究方法

• 小论文

课程费用
7200英镑

阶段2：硕士学位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

学制
一年

课程费用
13200英镑

课程
教育领导与管理理学硕士课程

教育研究硕士课程（专业审批中）

未来就业方向 

学校辅导员、中层经理、高级教育领
导、经理、大学讲师、教师

教育学
相关课程面向在教育和培训相关的公立机构、私立机构、公共机构、商业机构或志愿机构工作、有意晋升高级管理职位的

老师、培训师、讲师和指导师。这一课程的许多毕业生均在培训或教育机构内获得了更高的职位。



阶段1：硕士预科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1月或6月

学制
一学期

课程 
• 研究生学习之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 商务与管理原理

• 研究生学习之研究方法

• 小论文

课程费用
7200英镑

阶段2：硕士学位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商法学院

学制
一年

课程费用
14000英镑

课程
会计与金融理学硕士课程

经济金融与银行业理学硕士课程 

金融学理学硕士课程

未来就业方向 

会计、审计、银行、财务和管理会
计、财务规划

金融学
有意进入金融领域的毕业生在成功完成金融学硕士课程或金融决策分析硕士课程（已选择相关金融领域）后，将直接成为

特许证券投资研究所（CISI）的副会员。

专业认证与豁免

从该专业硕士毕业的学生在申请加
入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CIMA）时， 
可以无需提交协会要求的五篇学术
级别论文。

朴茨茅斯大学被特许证券投资研究
所（CISI）评为卓越中心。这使得学
习经济学、金融学和银行学理学硕
士课程的学生，以及金融学理学硕
士兼CISI会员课程的学生拥有了大量
的职业网络和职业机遇。成功完成
CISI会员课程后，除学位之外，你还
将获得行业认可的专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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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1：硕士预科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6月

学制
一学期

课程 
• 研究生学习之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 社会科学原理

• 研究生学习之研究方法

• 小论文

课程费用
7200英镑

阶段2：硕士学位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

学制
一年

课程费用
14000英镑

课程
刑事司法理学硕士课程

国际关系文学硕士课程

公共管理文学硕士

未来就业方向 

公务员、欧洲机构、外国服务、法务
部门、地方政府、警务和缓刑服务、
安全和欺诈风险组织、公共管理、 
网络犯罪

国际关系与刑事司法

社会、历史与文学研究学院

在朴茨茅斯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的
研究旨在探索权力的相关知识——谁
拥有权力，以及他们如何将权力应用
于国内和国际舞台。这意味着研究和
调研主题涵盖了全球化到地方治理，
经济一体化到战争和恐怖主义。

刑事司法研究所

刑事司法研究所设立于1992年，自设
立以来，就成为英国的主要研究中心
之一，主要从事犯罪学、刑事司法和
警务研究方面的调查，并设立相关课
程。

研究所拥有50名学术人员和1800多名
学生，是同类部门中规模最大的部门
之一，已成为犯罪和刑事司法程序跨
学科研究的国际知名中心。

研究所汇集了犯罪学分析、应用心理
学、警务治理和管理、受害者研究、
刑罚学、风险、安全以及国际刑事司
法和比较刑事司法领域的专家。

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旨在促进你
开启或提升在中央、地区、地方部门
或政府伙伴组织的职业生涯。

刑事司法硕士学位旨在促进你选择你
的研究单位和主题领域，并促使你在
所选择的领域有所建树，比如：网络
犯罪理学硕士、犯罪学与心理学理学
硕士、反欺诈与反腐败理学硕士、安
全管理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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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1：硕士预科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1月、6月或9月

学制
一学期

课程 
• 研究生学习之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 商务与管理原理

• 研究生学习之研究方法

• 小论文

课程费用
7200英镑

阶段2：硕士学位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数学与物理学院

学制
一年

课程费用
15100英镑

课程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理学硕士课程t

未来就业方向 

航空、设施规划、物流、生产管理、
运输管理、供应链管理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专业认证与豁免

本课程已获得特许物流与运输
学会的认证。若本课程的朴茨
茅斯大学毕业生获得的总体平
均通过分数在50%以上，在积累
必要的经验后，学生将有资格
申请特许会员资格（CMILT）。



阶段1：硕士预科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ICP

开学时间
6月或9月

学制
一学期

课程 
• 研究生学习之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 商务与管理原理

• 研究生学习之研究方法

• 小论文

课程费用
7500英镑

阶段2：硕士学位

地点
朴茨茅斯大学

学制
一年

课程费用
15100英镑

课程
先进制造技术理学硕士课程*
应用水生生物学（BIOL）
理学硕士课程‡

生物技术理学硕士课程

土木工程理学硕士课程

土木工程与环境工程理学硕士课程

岩土工程与土木工程理学硕士课程

土木工程与结构工程理学硕士课程

沿海和海洋资源管理（GEOG） 
理学硕士课程

计算机网络治理与管
理理学硕士课程*
施工项目管理理学硕士课程*
危机与灾害管理（SEES）
理学硕士课程‡

电子工程理学硕士课程*
能源与电力系统管理理学硕士课程

工程地质学理学硕士课程

环境地质与污染（SEES）
理学硕士课程‡

地理信息系统理学硕士课程

地质与环境危害理学硕士课程

医学生物技术理学硕士课程

机械工程理学硕士课程*†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理学硕士课程†

工料测量理学硕士课程

运动表现理学硕士课程

房地产管理理学硕士课程

* 可9月入学

† 需提供ATAS证书

‡ 根据批准而定

未来就业方向 

指导与培训、建筑、设计、健康和健
身、采矿、医药、产品制造、研发、
科学研究、现场工程、结构工程

科学与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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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茨茅斯大学的上述学费适用于在2018/19学年入学的学生，并且费用仅供参考，可能发生变化。更多信息以及最新的费用清单详见port.ac.uk/courses。可能审
查所有的ICP课程费用。现行费用详见port.ac.uk/icp。

“我之所以选在攻读朴茨茅斯大学的硕士学位，

是因为这里的体育与运动科学系在英国拥有很

高的声誉和排名。我的课程包括实习工作在

内，我还参加了当地社区的青年俱乐部。我在

ICP学习了三个月的硕士预科课程，这一阶段

为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得以克服语言和文

化障碍，了解了与中国不同的教育方式。我很

轻松地获得了硕士学位。”

ZENG CHENG，中国

运动管理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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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

本科 研究生

阶段1： 
大学预科*

阶段2：大一学位
商业/ 会计与金融 /  
酒店管理

阶段2：大一学位
工程学 /房产与测绘/  
科学†

阶段1： 
硕士预科

孟加拉 完成高中会考： 
GPA 2.00或C级， 
所有科目分数不低于45%

完成高中会考：GPA 3.00或 
B级，所有科目分数不低于55%

完成高中会考：GPA 3.00或B级，
所有科目分数不低于60%（必要
时，化学、生物和数学的分数
至少达到65%）

获得公共机构颁发的专业性科
目的学士学位 - 至少二级/成立
4年的私立机构颁发的专业性科
目的学士学位 – 至少二级或GPA 
2.25（C级）（机构需列入全国
学术认证信息中心）

文莱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五个科目通过， 
必要时包括数学和英语在内

两个A级科目共48个绩点 在GCE A/AS级考试中获得80-88
个UCAS绩点（必要时，包括化
学、生物和数学在内）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至少是
三级荣誉学位或同等成绩

喀麦隆 成功完成普通中等教育： 
平均分10分或以上

两个A级科目共48个绩点，或
同等成绩

喀麦隆A级：3门科目达到CCD
或以上（符合学科要求）/A
级：80-88个UCAS绩点（必要
时，包括化学、生物和数学
在内）

毕业班学位：平均分10-11分，
满分20分

加拿大 完成11年级学习： 
平均分60%

完成12年级学习：平均分65% /  
安大略省中学文凭 – 高级水平， 
3类12级U类、U/C类或M类课程

在GCE A/AS级考试中获得80-88
个UCAS绩点（必要时，包括化
学、生物和数学在内）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至少是
三级荣誉学位或同等成绩

中国 完成高中2年级学习：
成绩至少70%

完成高中3年级学习：
平均分至少75%

完成高中3年级学习：最低平均 
分80%（必要时，化学、生物 
和数学的最低平均分应为85%）

成功获得经中国教育部认可的
大学颁发的三年制大专毕业证
书 / 成功完成经中国教育部认
证的大学颁发的4年制自考学位

（要求获得毕业证书）

埃及 获得中等教育证书， 
平均分60%

中等教育或技术教育高级证书， 
平均分60%

中等教育或技术教育高级证
书，平均分68%（符合学科要
求）/ 在GCE A/AS级考试中获得
80- 88个UCAS绩点（必要时，
包括化学、生物和数学在内）

成功完成学士学位，至少是
三级荣誉学位或同等学位

加纳 完成SSCE（WAEC）：五门科
目通过，平均成绩在D7以
上，英语语言能力达到C6

SSCE（WAEC）：五门科目通过， 
平均成绩在C4/C5或以上，英语 
语言能力达到C6，或获得国 
家正式毕业证书

获得国家正式毕业证书，最低
GPA 2.4，满分4分（必要时，包
括化学、生物和数学在内）

成功完成学士学位，至少是
三级荣誉学位或同等学位

海湾合作委员
会（GCC）国家
及其他国家（巴
林、科威特、阿
曼、Omar、沙
特、卡塔尔、阿
联酋）

完成Tawjahiya/Thanawiya：
最低平均分60%

– 获得文凭，最低分2.3，满分4
分，获得80- 88个UCAS绩点，通
过公认的预科课程（必要时，
包括化学、生物和数学在内）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GPA
至少2.2，满分4.0

香港 通过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功升
入中六或2222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 至少3门
三级或以上科目，在GCE A/AS
级考试或同类考试中获得120
个UCAS绩点的同等成绩 / 333
或3322级，也考虑招收大专文
凭持有人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 443-542级
的同等成绩 / 获得80-88个UCAS
绩点（必要时，将要求化学、
生物和数学至少达到四级）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至少是
三级荣誉学位或同等学位

ICP入学要求
若你所在的国家未被列出，请访问PORT.AC.UK/ICP，或发送电邮至ADMISSIONS.UK@NAVITAS.COM， 

与ICP招生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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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

本科 研究生

阶段1： 
大学预科*

阶段2：大一学位
商业/ 会计与金融 /  
酒店管理

阶段2：大一学位
工程学 /房产与测绘/  
科学†

阶段1： 
硕士预科

印度 完成所有的印度或州立委
员会SSC（X级）科目，平均
分50%（X级和/或XI级）

完成所有的印度或州立委员会
HSC（XII级）科目，平均分50%

完成所有的印度或州立委员会
HSC（XII级）科目，得分55%或
以上（必要时，要求化学、生
物和数学的最低分为60%）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
最低平均分45%

国际文凭组织 完成中学课程，或获得IB证书 获得IB文凭，或获得IB证书，
得分24分

IB文凭：至少24分（必要时，
包括化学、生物和数学在内）/  
IB证书：至少28分（必要时，
包括化学、生物和数学在内）

约旦 完成Tawjihiyya（中学证书）： 
最低平均分60%

完成Tawjihiyya（中学证书）： 
最低平均分85%

获得文凭，分数至少为2.0/2.3
分，满分4分，获得80-88个
UCAS绩点，或通过公认的预科
课程（必要时，包括化学、 
生物和数学在内）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
最低GPA 2.2

哈萨克斯坦 中等教育结业证书 中等教育结业证书，平均分4.0， 
或获得专业（职业）中等教育
结业证书

中等教育结业证书，平均分4.2
（必要时，包括化学、生物和数
学在内），或获得B级或类似等
级的中职教育证书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至少为
三级荣誉学位或同等学位

肯尼亚及东非 KCSE / CSE：5门科目通过 完成KSCE / CSE：5门科目通
过并达到C级或以上级别

完成COHSC：获得80-88个UCAS
绩点的类似成绩（必要时，包
括化学、生物和数学在内）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至少为
三级荣誉学位或同等学位

黎巴嫩 高中毕业会考： 
11分，满分20分

高中毕业会考：14分，满分
20分

高中毕业会考：获得14分， 
满分20分（必要时，包括化学、 
生物和数学在内）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至少为三
级荣誉学位或同等学位

澳门 阶段1： 
高中2年级：最低分65%

阶段2： 
高中3年级：最低65%

完成高中三年级学习： 
最低平均分为75%/85%（必要
时，要求化学、生物和数学最
低分数为85%）

成功获得经新加坡教育部认证
的大学颁发的三年制文凭

马来西亚 SPM/UEC： 
3个科目通过 – 至少D级

STPM / UEC：2门科目通过， 
至少获得C级，或完成双威学院
预科课程，总分60%或以上

STPM：3门科目通过并达到B级
或以上，UEC：5门科目通过并
达到B6级或以上（必要时，包
括化学、生物和数学在内），
或完成双威学院预科课程，总
分为65%或以上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至少为
三级荣誉学位或同等学位

摩洛哥 中学毕业会考的通过分数为
10-15分，满分20分（或获得
商业预科课程的中等教育证
书）/ 工程学与技术专业桥梁课
程：摩洛哥美国学院，GPA 2.5 
或以上

13分通过中学毕业会考 在GCE A/AS级考试中获得80-88
个UCAS绩点，或以14级通过
DiplSme du Baccalaureat（必要
时，包括化学、生物和数学
在内）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至少为
三级荣誉学位或同等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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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入学要求（续）

国家/地区

本科 研究生

阶段1： 
大学预科*

阶段2：大一学位
商业/ 会计与金融 /  
酒店管理

阶段2：大一学位
工程学 /房产与测绘/  
科学†

阶段1： 
硕士预科

缅甸 完成基础教育高中入学考试：
全部通过（分数在40%以上）

完成副学士学位/文凭全部通过/
分数在40%以上

获得副学士学位/文凭（分数在 
50%以上）（必要时，包括化
学、生物和数学在内）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至少为
三级荣誉学位或同等学位

尼日利亚 SSCE（WAEC/NECO/NABTEB）： 
5门科目通过，并至少达到 
D7级或以上，英语达到C6级

SSCE（WAEC/NECO/NABTEB）： 
5门科目通过，并至少达到C5级
或以上，英语达到C6级，或获
得国家正式毕业证书

获得国家正式毕业证书，GPA最
低2.4，满分4分（必要时，包
括化学、生物和数学在内）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至少为
三级荣誉学位或同等学位

巴基斯坦 完成SSC（X级），平均分50% 完成HSC（XII级），平均分50% / 
对于已获得两年制学士学位的
学生入学要求：完成相关科目
的学习，得分至少50%

完成HSC（XII级）：得分60%或
以上（必要时，包括化学、生
物和数学在内）/对于已获得
两年制学士学位的学生入学要
求：完成相关课程，得分60%
或以上（必要时，包括化学、
生物和数学在内）

4年制荣誉学位： 
平均分为40%或以上

俄罗斯 高中教育证书（Svidetelstvo o 
Srednem Obrazovanii）中等教育

中等教育结业证书，平均分4.0， 
或获得专业（职业）中等教育
结业证书

获得中等教育结业证书，平均
分4.2（必要时，包括化学、生
物和数学在内），或获得中职
教育文凭，并达到B级或获得
同等成绩

新加坡 Sec 4：全部通过 2门科目达到A级/AS级，获得
48个绩点

在GCE A/AS级考试中获得80-88
个UCAS绩点（必要时，包括化
学、生物和数学在内）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至少为
三级荣誉学位或同等学位

南非 成功完成11年级的学习，或获
得国家高级证书，至少4门科目
通过并达到2级

获得国家高级证书，至少4门
科目通过并达到3级，获得48个
UCAS绩点

获得国家高级证书，5门科目整
体平均等级为C级（必要时，包
括化学、生物和数学在内）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至少为
三级荣誉学位或同等学位

坦桑尼亚 IGCSE/CSE：至少5门科目通过，
或获得同等成绩

剑桥海外高等学校证书
（COHSC）/东非高级教育证书
（EAACE）/ 国家第六类考试/高级
中等教育证书（ACSE）： 
DDD级或以上）

获得剑桥海外高等学校证书
(COHSC)/东非高级教育证书 
(EAACE)/ 国家第六类考试/高级
中等教育证书（ACSE）：CCD级
或以上（必要时，包括化学、
生物和数学在内）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至少为二
级或以上的荣誉学位（低级）

泰国 Matayom 5：GPA 3.0 Matayom 6：GPA 2.0 Mayatom 6：GPA 3.0（必要时，
包括化学、生物和数学在内）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最低 
GPA 2.0，满分4.0分

乌干达 乌干达教育证书（UCE）： 
5门科目获得1-6级

UACE：至少2门科目共获得48个 
绩点

UACE：至少三门科目共获得
80-88个绩点（必要时，包括化
学、生物和数学在内）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至少为
三级荣誉学位或同等学位

英国教育体制 GCSE：5门科目通过（包括数
学在内，工程学和科学课程达
到D级）

两门A级科目获得48个UCAS绩
点，或完成认可的预科课程

在GCE A/AS级考试中获得80-88
个UCAS绩点（必要时，包括化
学、生物和数学在内），或成
功完成预科课程，最低平均分
55%（必要时，化学、生物和
数学的最低分应为65%）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

美国 高中文凭：GPA 2.0 高中文凭：GPA 2.5 成功通过跳级安置考试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至少为
三级荣誉学位或同等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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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

本科 研究生

阶段1： 
大学预科*

阶段2：大一学位
商业/ 会计与金融 /  
酒店管理

阶段2：大一学位
工程学 /房产与测绘/  
科学†

阶段1： 
硕士预科

越南 完成11年级的学习：GPA 6.5，
或完成12年级的学习：GPA 4.0

完成12年级的学习：
平均成绩6.5

完成12年级的学习：平均成绩
7.5（必要时，包括化学、生物
和数学在内）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
总分为6分或以上

津巴布韦 Zimsec/GCE O级考试： 
5门科目通过

GCE A级/AS级考试： 
2门科目获得48个绩点

在GCE A/AS级考试中获得80-88
个UCAS绩点（必要时，包括化
学、生物和数学在内）

成功获得学士学位，至少为
三级荣誉学位或同等学位

*  就读科学与工程学预科课程要求至少获得D级/ 数学得分50%。药剂学（荣誉）硕士的入学要求更高，更多信息详见我校网站。

† 科学专业大一学位的入学要求根据你所选择的课程而定。更多信息新详见下表。

若需查看完整的入学要求，请访问icp.navitas.com/admission-requirements。

有关药剂学硕士的入学要求，请访问icp.navitas.com/admission-requirements，或发送邮件至admissions.uk@navitas.com，与ICP招生部门取得联系。

UCAS绩点制度指南

A Level课程 AS Level课程

等级 绩点 等级 绩点 

A* 56

A 48 A 20

B 40 B 16

C 32 C 12

D 24 D 10

E 16 E 6

新的GCSE等级说明

A*
A

9
8
7

B
C

6
5（优秀）
4（合格）

D
E
F
G

3
2
1

U U

“在ICP学习是一段美妙的经历。
所有老师和讲师都非常专业、友
善。如果时光倒流，再次让我选
择在哪里学习，我肯定还会选择
朴茨茅斯大学。”

CHI CHIU YEUNG， 

香港

商务与管理（荣誉）文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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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课程

本科 研究生

阶段1（大学预科） 阶段2（大一学位） 阶段1（硕士预科）

雅思 5.5（单项最低分5.5） 6.0（单项最低分5.5） 6.0（单项最低分5.5）

新托福 72分，各项最低分：
阅读18分
听力17分
口语20分
写作12分

79分，各项最低分：
阅读18分
听力17分
口语20分
写作17分

79分，各项最低分：
阅读18分
听力17分
口语20分
写作17分

培生英语考试（PTE） 51分，每一考试项目的最低分51分 54分，每一考试项目的最低分51分 54分，每一考试项目的最低分51分

IGCSE第一语言英语或第二语言英语 D级或3级 C级或4级 C级或4级

英语语言入学要求及 
学前英语课程
ICP的教学语言是英语。若需就读本科或研究生桥梁课程，你必须能够证明你具有一定的英语能力。 

你可通过下表所示的考试，来证明你的英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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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的英语课程和学术课程均在同一教室教授，因此学习英
语的学生也被视作是ICP的学生，可以使用在学术课程中提
供的大学设施。成功完成英语课程后，你将在ICP参与下一
学术阶段的学习。

在ICP完成英语课程的学习后，你将：

•	增加你对英语的了解

•	提升你的发音、语法技巧和阅读理解能力

•	掌握在学术上有用的广泛词汇

•	提高你参加研讨会并记录有用的课堂笔记的能力

•	提升你的论文、报告和作业的写作技巧

•	使你更加自信地发表演讲和陈述

•	提升研究技能，便于你高效地阅读学术文章、学术期刊
和论文

•	形成在大学环境中获得成功所需的独立学习技能

将在每次入学之前，直接开设学前英语课程。成功学完课
程后，你将就读你所选的桥梁课程。

对于需缴纳额外英语课程学费的学生来说，UoP SLAS学前英
语课程以及ICP隔壁的LSI（国际语言专业大学）开设了雅思
4.0（或同等成绩）或以上的英语短训班。SLAS和LSI开设了
短期拓展学前英语课程，时长为6-25周。在成功学完课程
后，你将被直接保送升入你的ICP桥梁课程。有关课程信息
或申请流程，请联系admissions.uk@navitas.com。

ICP学前英语课程的入学要求

课程 入学要求 学制 课程费用

本科

预科
UKVI雅思5.5分，各单项至少5.0分 6周 2300英镑

UKVI雅思5.0分，各单项至少4.5分 10周 3400英镑

大一学位
UKVI雅思6.0分，各单项至少5.0分 6周 2300英镑

UKVI雅思5.0分，各单项至少4.5分 13周 4600英镑

研究生

硕士预科
UKVI雅思6.0分，各单项至少5.0分 6周 2300英镑

UKVI雅思5.0分，各单项至少4.5分 13周 4600英镑

朴茨茅斯大学学前英语课程入学要求

雅思成绩最低要求 学制 费用 签证类型

雅思成绩：0.5 6周 2070英镑 Tier 4学生签证

雅思成绩：1.0 10周 3450英镑 Tier 4学生签证

雅思成绩：1.5 15周 4500英镑 Tier 4学生签证

雅思成绩：2.0 20周 6000英镑 Tier 4学生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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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楼

在ICP，我们认为保证学生住处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学生住宿
楼将向你证明，你选择了一个安全、干净、有保障的住处，这里满足你作为一个
现代化学生的所有需求。你可根据开学时间来预定我们的住宿楼。

ICP住宿楼

Grosvenor（适用于9月和6月入学的学生）

单人间、双人间 海景房，后向房 私人设施 不包餐 每周142英镑

单人间 海景房 套间 不包餐 每周150英镑

双人间 后向房 套间 不包餐 每周150英镑

双人间 海景房 套间 不包餐 每周155英镑

Sandringham（适用于9月入学的学生）

双人间 共用浴室 不包餐 每周119英镑

单人间 套间 不包餐 每周126英镑

双人间 套间 不包餐 每周134英镑

Osborne（适用于9月入学的学生）

双人间 海景房 共用浴室 不包餐 每周124英镑

双人间 后向房 私人设施 不包餐 每周129英镑

单人间 海景房 私人设施 不包餐 每周134英镑

双人间 后向房 套间 不包餐 每周134英镑

注意事项

ICP所有住宿楼的租金均包括了水电费、无线网络费、洗衣设施使用费、驻楼管
理人员费用、内部自行车停放费和两周一次的清洁费。

住宿楼内的所有房间均配备齐全，仅适合单人居住，适合两人合租的顶层公寓除
外。

床的尺寸：

单人床  91 x 190cm 
双人床  137 x 190cm

根据开学时间的不同，房间在9月-8月、1月-12月的整个学年内出租。 
若你在6月入学，你可根据你的课程时长，预定较短的租期。

住宿
朴茨茅斯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学习的地方。我们提供了各类住宿选择，你可选择住在我们的住宿楼，租一套或一

间公寓，或与你的朋友合租。找到合适的住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敬业的团队将在这一过程中为你提供支持和帮

助。

Grosvenor halls of residence



订房流程

订房时，仅需发送邮件至accommodation@icp.port.ac.uk，说明你的首选住
房，或在icp.navitas.com/accommodation完成在线预订。然后，你需支付押金
确认你的预定情况，ICP住宿楼押金是1000英镑，朴茨茅斯住宿楼押金是250
英镑。

问题咨询

ICP住宿部门将帮助你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住房。若有任何疑问，请立即与我们
联系。

电话： + 44 (0)23 9284 8557 
电子邮箱： accommodation@icp.port.ac.uk 
网址： port.ac.uk/icp

45

ICP还提供朴茨茅斯大学某些住宿楼的一学期或两学期出租服务。

朴茨茅斯大学住宿楼（适用于所有开学时间）

Bateson 单人间 共用浴室 不包餐 每周92英镑

Harry Law Hall 单人间 套间 不包餐 每周128英镑

Rees 单人间 套间 包餐 每周163英镑

私人租房

除住宿楼之外，ICP还仔细甄选了多个当地住宿提供者，他们能够在市内提供优质
安全的住处。

合租房/公寓

通常由3-6名学生合租。每个房间仅适合单人居住，所有学生共用厨房和私人设
施。每周租金预计为80-110英镑。大多数住房不含水电费，预计每月水电费为
40-50英镑。通常签订一整学年的租赁合同。

单间公寓/套间公寓

朴茨茅斯为更向往自由和独立的学生提供了各类单间公寓住房及套间公寓。租金
视房屋条件和地点而定，通常为每周160-300英镑。通常签订一整学年的租赁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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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第一步
在我们的网站完成ICP申请表： 
icp.navitas.com/apply

提交你的证明文件，包括你的学历证明、英语考试成
绩、护照资料页和其他相关文件（必须提交非英语文
件的认证翻译件）。

第五步
安排你的住宿

在ICP，我们提供了多种住宿选择，涵盖了住
宿楼、单间公寓、套间公寓到合租房。有关
空房信息以及预定流程，详见 icp.navitas.com/
accommodation。我们强烈建议你在抵达英国之前
预定好你的住处。

第二步
收到录取通知书

在你提交申请之后，你或者你的中介通常将在
24-48小时内收到录取通知书。你的录取可能是有
条件或无条件的。

有条件录取：
若你获得的是有条件录取，意味着在我们批准你
就读你所选择的课程之前，你需要提供其他文
件或资质证明。请将你的文件电邮给招生部门
admissions.UK@navitas.com，或发送给你的中介。
请确保在邮件中提供了你的ICP学生编号。可在你
的录取通知书首页查看你的编号。

无条件录取：
若你收到的是无条件录取通知书，意味着你已经
符合所有入学要求，并被批准就读你所选择的课
程。恭喜你，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你！

* 非标准申请流程可能耗时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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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
注册与报名

请你务必在注册和报名时段内抵达朴茨茅斯。请确
保向我们发送你的护照入境页复印件，并在确定你
的行程安排后，尽快向我们告知你的抵达日期。

第六步
抵达

在获得签证之后，你需要计划你的行程。ICP可帮
助你安排接机服务，确保你尽可能顺利地抵达英
国并适应英国的生活。更多信息及预定流程， 
详见icp.navitas.com/airport-pickup-options。

第三步
接受录取通知书

在收到无条件录取通知书后，你可向ICP返回一份
填写完成的接受录取表，确认接受录取，并支付
录取通知书规定的学费押金。可通过我们的网站
在线支付，或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请确保在付款
参考信息中提供了你的姓名和学生编号。

第四步
准备你的签证申请

在你发送接受录取表并支付你的学费押金后，我们的
招生部门将与你或你的中介联系，沟通有关签证申请
的准备事宜。你需要提供一些文件，才能获得你的入
学确认函（CAS），并申请你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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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重新注册

（适用于已入学学生）

注册

（适用于新生）

开学日期 学费缴纳截止 
日期

（下一学期学费）

考试时间 学期结束日期

2018年夏季

本科 5月16日 5月17日-5月18日 5月21日 7月20日 8月13日- 
8月17日

8月17日

研究生 6月20日 6月21日-6月22日 6月25日 7月20日 9月3 -9月4日 9月4日

本科预科语言课 6月28日-6月29日 7月2日 7月20日 9月7日

国际大一语言课 6月7日 
6月8日

6月11日 7月20日 9月7日

2018年秋季

本科 9月26日 9月27日-9月28日 10月10日 11月23日 12月17日 -  
12月21日

12月21日

研究生 2018年9月26日 9月27日-9月28日 10月10日 11月23日 12月10日 -  
12月14日

12月14日

国际大一课程（综合） 9月12日 9月13日-9月14日 2018年9月17日 11月23日 12月14日

本科预科语言课 10月11日-10月12日 10月15日 11月23日 2019年1月4日

国际大一语言课 9月20日-9月21日 9月24日 11月23日 2019年1月4日

硕士预科语言课 9月20日-9月21日 9月24日 11月23日 2019年1月4日

2019年春季

本科 1月23日 1月24日-1月25日 1月28日 3月29日 4月22日 -  
4月26日

4月26日

研究生 1月30日 1月31日-2月1日 2月4日 3月29日 4月22日 -  
4月26日

4月26日

本科预科语言课 2月21日-2月22日 2月25日 3月29日 5月3日

硕士预科语言课 3月7日-3月8日 3月11日 3月29日 6月7日

2019年夏季

本科 5月15日 5月16日-5月17日 5月20日 7月19日 8月12日 -  
8月16日

8月16日

研究生 6月19日 6月20日-6月21日 6月24日 7月19日 9月2日 -  
9月3日

9月3日

本科预科语言课 6月27日-6月28日 7月1日 7月19日 9月6日

国际大一语言课 6月6日-6月7日 6月10日 7月19日 9月6日

2018/19学年校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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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ia公园

Ravelin公园

从朴茨茅斯和Southsea车站 
前往Gunwharf Quays购物 
中心，阿联酋大三角帆塔， 
Hard Coach车站，朴茨茅斯
Harbour车站和海滨。 

（16分钟步行距离）

从M275进入
市区

从朴茨茅斯大学
及Southsea站到海
洋科学研究所及
Langstone运动设施

（两英里）

从朴茨茅斯大学及
Southsea站到朴茨茅斯
古代造船厂 

（16分钟步行路程）

0 200 m

从朴茨茅斯大学
及Southsea站到滨
海区（22分钟步
行路程）

大学建筑  

1 Lion Gate大楼
2 Portland大楼
3 未来技术中心
4 Buckingham大楼
5 Burnaby大楼
6 Richmond大楼
7 Anglesea大楼
8 水闸
9 Dennis Sciama大楼
10 Burnaby Terrace 
11 Park大楼
12  King Henry大楼
13 St Michael’s大楼
14 White Swan大楼
15  James Watson West
16 职业与就业能力服务处
17 St Andrew’s法院
18 Spinnaker大楼
19  Nuffield中心
20  Mercantile House
21 校园之家
22 Spinnaker体育中心
23 St Paul’s体育中心
24 Halpern House
25 Union大楼
26 6 -8 Hampshire Terrace
27 大学图书馆
28 牙科学院
29 St George’s大楼

30 Ravelin House
31 Eldon大楼
 
大学及合作伙伴住宿楼  

32 Catherine House
33 Margaret Rule大厅
34 Greetham街头大厅
35 Bateson大厅
36 Harry法务大厅
37 James Watson大厅
38 Trafalgar大厅
39 Rees大厅
40 Burrell House
 
城市建筑  

A 圣约翰天主教堂大教堂
B 邮局
C 朴茨茅斯大学及

Southsea站
D 民务办公室
E 市政厅
F 中央图书馆
G 法院
H 警察局
I 城市博物馆
J 新皇家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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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维助学金及奖学金

纳维家庭助学金

纳维以家庭助学金的形式提供财务资助。助学金适用于在
纳维成员机构学习、来自同一个家庭的两个或多个学生。*

助学金金额是学费的10%，仅适用于一个课程内的最多8个
学习单元。†

纳维学业优秀奖学金

纳维承诺向杰出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从而帮助学生实现职
业目标。

在冬季学期和秋季学期，纳维学院*向两名学生授予了学业
优秀奖学金。

若需获得更多信息，请咨询你所在的学院的顾问，了解有
关学业优秀奖学金的申请流程，或访问各个学院的网站，
并搜索“奖学金与助学金”。

*  仅限于ACBT、BCUIC、科廷学院、科廷大学新加坡分校、CRIC、迪肯学院、迪肯

学院印度尼西亚分销、埃迪斯科文学院、EIC、安斯伯利学院、FIC、格里菲斯

学院、HIC、ICM、ICP、ICRGU、ICWS、拉筹伯大学墨尔本校区、拉筹伯大学悉

尼校区、LBIC、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纳维教育、麻省大学波斯顿分校纳维教

育、麻省大学达特茅斯分校纳维教育、麻省大学罗威尔分校纳维教育、新罕布

什尔大学、NIC、普利茅斯大学国际学院、南澳国立大学、麦考瑞大学纳维教

育、堪培拉大学学院、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西悉尼大学国际学院、西悉尼

大学悉尼市中心校区。

†  学历证书课程也可称为或注册为预科学习或大学转学分课程第一阶段。文凭课

程也可称为或注册为本科桥梁课程、大学转学分课程（UTP）、大学转学分课

程第二阶段、大学桥梁课程计划。

‡  纳维助学金不适用于由纳维成员机构设立的英语课程或英语课程的任何部分。

§  所需的证明文件将根据学生报名所在的国家确定。

**  纳维学业优秀奖学金仅适用于在英国

CRIC、EIC、HIC、ICP、ICRGU、ICWS、LBIC、PUIC 和BCUIC学习的学生。截至

印制时，本条信息准确无误，但可能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进行变更，或由

纳维成员机构或纳维公司予以变更。

50



51

Education for your world
纳维教育致力于通过提供您所需的教育服务帮助
您实现人生理想，我们的学院分布在全球28个国
家，课程涵盖从大学入学英语辅导到就业培训的完
整阶段，为您前进中的每一步精心护航。

纳维教育和旗下的SAE在全球拥有120多所学院，同
时向八万多名学生授课，这使我们十分了解不同人
群对教育的具体需求。

纳维教育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专业人士和移民
提供以下的服务：

・・英语语言培训
・・高中课程
・・大学预科课程及学位课程
・・媒体及创意产业高等教育
・・职业发展课程
・・招生服务
・・实习项目
・・新移民适应性培训

我们还为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岗位培训，为澳大利
亚政府提供一系列的培训和安置服务。无论您身在
何处或计划前往何方，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专业员工
都能助您马到成功。

非洲

・・南非SAE学院

亚洲

・・ACBT —・艾迪斯科文大学・斯里兰卡校区
・・科廷大学・新加坡校区
・・SAE学院 —・印尼、马来西亚、泰国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应用心理学学院（ACAP）
・・・南澳大学英语语言中心(CELUSA)
・・科廷学院・—・佩斯・科廷大学
・・Deakin College —・墨尔本・迪肯大学
・・ECC - 佩斯・艾迪斯科文大学
・・安斯伯力学院 —・阿德莱德大学和南澳大学
(Eynesbury）
・・格里菲斯学院 —・布里斯班/黄金海岸・格里菲斯
大学
・・墨尔本霍桑语言中心（Hawthorne-Melbourne）
・・拉筹伯大学墨尔本（La Trobe Melbourne）
・・拉筹伯大学悉尼校区
・・纳维英语学院
・・纳维澳大利亚健康技能学院（HSA）
・・纳维公共安全学院（NCPS）
・・Navitas Professional・就业服务
・・NIC- 纽卡索大学
・・SAE学院・-・阿德莱德，布里斯班，拜伦湾，墨尔
本，佩斯，悉尼
・・SAIBT —・阿德莱德・南澳大学
・・SIBT，悉尼
・・西悉尼大学悉尼市中心校区・(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Sydney City Campus)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西悉尼大学学院・
・・堪培拉学院・堪培拉大学

加拿大

・・FIC —・温哥华・西门菲莎大学
・・ICM —・温尼伯・曼尼托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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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地区

・・SAE学院 —・约旦、沙特阿拉伯, 科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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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
・・HIC —・赫特福德大学
・・ICP —・朴茨茅斯大学
・・ICRGU —・罗伯特高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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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斯旺西大学
・・UNIC —・北安普顿大学

美国

・・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
国际学生本硕学分课程
・・威廉玛丽学院旗下理查德*布兰德学院・
国际学生本科学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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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达荷大学・
国际学生本硕学分课程
・・麻省大学波士顿・
国际学生本硕学分课程
・・麻省大学达特茅斯・
国际学生本硕学分课程
・・麻省大学罗威尔・
国际学生本硕学分课程
・・新罕布什尔大学・
国际学生本硕学分课程

澳大利亚商业科技学院（ACBT）为纳维教育附属机构，不属于纳维教育集团所有。纳维教育美国：这些是在美国联邦法律登记授权下允许招收非移民目的的国际学生的学校。
Australian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ACBT) are affiliated organisations and are not owned by Navitas Limited. NAVITAS USA: These schools are authorized under federal law to enrol non-immigrant alien students. Registered Company names 
and CRICOS provider codes: SAE Institute Pty Ltd 00312F; Navitas Bundoora Pty Ltd trading as La Trobe Melbourne 03312D; La Trobe University 00115M (VIC), Australian Campus Network Pty Limited; La Trobe University 00115M (NSW); Colleges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WA) Pty Ltd;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RICOS Provider Code 00301J, Curtin University is a trademark of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ducational Enterprises Australia Pty Ltd trading as Eynesbury 00561M;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00123M; Melbourne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Pty Ltd 01590J; Deakin University 00113B; Perth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Pty Ltd 01312J; Edith Cowan University 00279B; Queensland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Pty Ltd 01737F; Griffith University 00233E; South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Pty Ltd 02193C;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00121B; Sydney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Pty Ltd 01576G; IBT Sydney Pty Ltd 
trading as Macquarie City Campus; Newcastle International College 03293B;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00109J;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00917K; UWSCollege 02851G; University of Canberra / University of Canberra College 00212K. Navitas 
English: Courses are delivered by Navitas English Services Pty Ltd (ACN 002 069 730), CRICOS Provider 00289M; The Certificate IV in TESOL is delivered by Navitas English Pty Ltd (ACN 003 916 701), CRICOS Provider 00031D. Centre for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02193C; Hawthorn-Melbourne (Hawthorn Learning Pty Ltd, ACN 124 204 171) CRICOS provider code: 02931G; Navitas Professional Institute Pty Ltd trading as Australian College of Applied Psychology 
National CRICOS Provider Code: 01328A. UCIC NZQA Provider Number 7177. ICM CRA BN: 81210 5146; FIC CRA BN: 81210 5146. Company Numbers: Birmingham C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Ltd trading as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BCUIC) 07445570; CRIC 06407773; EIC 06822392; ICP 06770123; HIBT Ltd trading as HIC 5163612; London IBT Ltd. trading as London Brunel International College (LBIC) 5171106; Plymouth Devon International College Ltd trading as Plymouth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PUIC) 06822402; ICRGU 07154254; SwaN Global Education LLP trading as The College, Swansea University OC418307. Navitas Limited ABN 69 109 613 309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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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隶属于纳维集团。

朴茨茅斯国际学院

port.ac.uk/icp
navitas.com

      icpuk
      @ICPstudents
      @icp_students 

St Andrew’s Court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St Michael’s Road 
Portsmouth P01 2PR 
Hampshire United Kingdom
电话： +44 (0)2392 848540  
电子邮箱： info@icp.port.ac.uk

公司编号：6770123;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注册

本学生指南所含信息在出版时准确无误，
但朴茨茅斯国际学院（ICP）保留随时更
改、修订或删除相关细节的权利，恕不另
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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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Matt Sills Photography.  
Copyright ©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Copyright © Sefan Venter.

其他图片由Berkeley Group友情提供。

本学生指南免费提供。

2018年5月刊印。 
ICP180522-1524 0618_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