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想要在世界一流大学学习的
雄心勃勃的学生

可以去哪些大学学习?

成功完成此资格认证将使您能够升读领先的NCUK大学。以下排
名前 200 的大学都是可能的升学机会。

NCUK 大学 QS2022 
排名 国家

曼切斯特大学 27 英国

新南威尔士大学 43 澳大利亚

布里斯托大学 62 英国

马来西亚南安普顿大学 77 马来西亚

杜伦大学 82 英国

奥克兰大学 85 新西兰

伯明翰大学 90 英国

利兹大学 92 英国

西澳大学 93 澳大利亚

谢菲尔德大学 95 英国

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 117 英国

艾伯塔大学 126 加拿大

兰卡斯特大学 132 英国

埃克塞特大学 149 英国

卡迪夫大学 151 英国

奥塔哥大学 195 新西兰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197 澳大利亚

你想在世界上
最好的大学
学习吗？

我们的世界 200 强大学衔接课程为旨在进入全
球顶尖大学的学生提供商业和管理课程模块。 

这是一个有实力和强劲的资格证，旨在支持学
生的学术发展和进步。

学生将获得额外的学费的时间和支持，他们将获得批判性思维、
论文写作和高级语言使用方面的专家建议。 您还将有机会参加大
学品尝日和强化的大学申请支持。

在成功完成国际预科课程、参加所有必修课程、所有支持教程并
遵循所有申请建议的情况下。 如果学生未能进入 QS2022 全球 
200 强大学，我们将提供 3000 英镑的奖学金，帮助他们升读另一
所 NCUK 大学

课程特色：

•  额外的上课时间、自学时间和支持

•  小班制

• 大学申请支持进入QS2022全球前200名大学

•  90% 的 NCUK 学生进入他们的首选大学

• 80% 的 NCUK 学生在大学获得一等或二等学位

• 为未能进入 QS2022 全球 200 强大学的任何学生提供 3,000 英
镑的奖学金*

时间表
案例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Period 1 商业研究 数学 个人教学 数学 经济学

Period 2 商业研究 EAP 数学 经济学

Period 3 数学 商业研究 EAP 经济学 数学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Period 4 EAP 商业研究 经济学 经济学 商业研究

Period 5 EAP EAP 经济学 EAP EAP

Period 6 学习技巧 学习技巧 学习技巧 学习技巧 EAP

Period 7 批判性思维 论文写作 高级语言技能 200强大学研究/准备 自学 

Period 8 自学 自学 自学 自学 自学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国际预科学年
世界大学200强

数学/全球研究

NCUK 大学 课程名字 基本入学要求 基本英语要求

曼切斯特大学 BSc 管理学 AAA A

布里斯托大学 BSc 经济与管理 AAA B

马来西亚
南安普顿大学

BSc 会计与金融 AAB B

奥克兰大学 BCom 管理学 BCC C

伯明翰大学 BSc 国际商务 AAB B

西澳大学 BCom 管理学 BBC B

伦敦大学
玛丽皇后学院 BSc 经济与国际 AAA A

兰卡斯特大学 BSc 商业分析 ABB B

卡迪夫大学 BSc 商业经济学 AAB B

奥塔哥大学 BCom 管理学 CCC C

热门课程选择

以下是一些受欢迎的课程选择和常见的入学要求：

有关升学选择和入学要求的完整列表，请访问“NCUK 大学课
程查找器”：
www.ncuk.ac.uk/ncuk-qualifications/ncuk-entry-directory

关键信息 
课程名字： 商业和管理国际预科课程

课程费用： £17,950

开始时间： 19/09/2022

课程模块：  商业研究 
经济学
商业数学 
学术英语 (EAP)

最低入学年龄： 17岁

入学要求： 请在我们的网站上查看国家
入境要求的完整列表。

*条款和条件：
如果学生未能进入 QS2022 全球 200 强大学，我们将提供 3000 英镑
的奖学金，帮助他们升读另一所 NCUK 大学。 要申请此资格，学生
的出勤率必须至少达到 90%，并已遵循所有马尔文国际大学申请建
议。
通过课程的申请人有资格获得 NCUK 保证 - www.ncuk.ac.uk/
guarantee/

信息在印刷时是正确的，请参阅网站以获取更新。 Malvern 
International 保留修改、添加或删除本宣传单中列出的任何计划
和/或服务和/或我们计划的时间表、交付、内容大纲和评估的权
利。
所有应用程序和程序均受以下链接中的条款和条件的约束：https://
malvernhouse.com/our-policies/

我们的中心位于伦敦市中心，交通便利。 
我们提供出色的学术和学生支持。我们的学
生和他们的体验是我们所做一切的核心。

    马里波恩

克勒肯维尔

霍克斯顿

伦敦城

摄政公园

海德公园

马尔文伦敦

白金汉宫

大本钟

  碎片大厦

国王十字

尤斯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