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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0
名在校生
英国最适合学习
的城市之一

在过去九年中，纽卡斯尔六次被评为
最适合学习的城市*

132
个国家

MSN 旅游指南评选，
2014 年 Whatuni 学生评选和 2016/17 学年 Which?
A Unique
Student Experience
2*2009/10/11
University 评估

荣获 2018 Whatuni
学生评选的国际留
学目的地第三名
2018 年评选为 No.1
最佳旅游目的地*

International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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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索
新
城
市

1. 格雷纪念碑及格雷大道
(Grey’
s Monument
and Grey Street)
英国最受欢迎的标志性
建筑之一
2. 咖啡馆
聚会休闲的最佳场所
3. 中央拱廊
(Central Arcade)
位于市中心的一个美轮美
奂的三拱形拱廊，其历史
可以追溯到 1837 年
4.	Intu 埃尔顿广场购物中心
(Eldon Square)
位于市中心的购物天堂
5. 格兰杰市场
(Grainger Market)
琳琅满目的市集

纽卡斯尔连年被评为全英生
活成本最低且最适合学生生
活居住的城市之一。

“我最爱纽卡斯尔的地方是
码头区和市中心。这里有最
棒的咖啡馆和餐厅，还有酒
吧夜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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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rina Koleva,
营销管理学士学位，来自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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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著名的地标到美丽的风
景和世界一流的文化，在
这里永远不会无事可做。

“纽卡斯尔对于学生而言，是个既
经济实惠又美丽的城市。
”
Dheeraj Akella,
工程管理硕士，来自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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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杰斯蒙溪谷
(Jesmond Dene)
市中心的美丽公园
2. 乌斯本山谷
(Ouseburn Valley)
学生们欣赏码头区的景色
3. 圣盖茨黑德音乐厅
(Sage Gateshead)
标志性的现场音乐会和音乐厅

4. 唐人街
欢庆的人们迎接中国新年
5. 纽卡斯尔码头区
(Quayside)
泰恩河河畔繁忙的一天
6. 波罗的海当代艺术中心
(BALTIC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rt)
举世闻名的文化中心之一
国际学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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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卡斯尔拥有自己的国
际机场和便利的铁路网，
方便畅游欧洲和英国的
其他地区。

爱丁堡
纽卡斯尔
约克

曼彻斯特

伦敦

英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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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步行 10 分钟

伦敦
3小时

爱丁堡
1小时30分钟

约克
1小时

阿姆斯特丹
1小时20分钟

巴塞罗那
2小时35分钟

柏林
2小时10分钟

布鲁塞尔
1小时25分钟

哥本哈根
1小时35分钟

都柏林
1小时10分钟

日内瓦
2小时5分钟

巴黎
1小时50分钟

罗马
3小时5分钟

欧洲

国际学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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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泰恩茅斯城堡和修道院
(Tynemouth Castle
and Priory)
这座拥有两千年历史
的遗址有着壮丽的
景色，俯瞰着北海和
泰恩河
2.卡
 勒海湾
(Cullercoats Bay)
美丽的海景距离市中心
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3.泰
 恩茅斯
(Tynemouth)
沿着码头漫步
4.圣玛丽灯塔

(St. Mary’s
Lighthouse)
登上 137 级台阶，欣赏
东北海岸最壮观的景色

从学习与城市生活中解放出来，美丽的海岸和
乡村与你咫尺之遥！

“我周末最喜欢做的
事情是去泰恩茅斯海
边吃炸鱼薯条。
”

Veronica de Gongora ,
时装设计与市场营销（荣誉）学士学位，来
自西班牙

1

2
10

3
独一无二的学生体验

4
国际学生指南

11

1

2

从世界遗产地到雄伟的城堡，
这里的风景绝对让你惊叹。
1. 哈德良长城
(Hadrian’s Wall)
诺森伯兰郡国家公园世界遗产遗址
的一部分
2. 达勒姆大教堂
(Durham Cathedral)
保留了千年历史的世界遗产遗址
3. 北方天使
(Angel of the North)
世界著名雕像家安东尼·葛姆雷的
作品
4. 阿尼克城堡
(Alnwick Castle)
这里是世袭诺森伯兰公爵的家，以哈
利波特电影系列中“霍格沃茨”的拍
摄场景而闻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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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年度大学评选
2017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奖

科研能力排名全英前 50
2014 年研究卓越框架

“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
教学设施，诺森比亚大
学一直致力于为学生投
资未来。
”
Timothy Tan,
国际管理硕士，来自马来西亚

教学卓越银奖
2017 年教学卓越框架

毕业生创业率两年蝉联
全英第一
根据预估的营业额排名
（HEBCIS 2015-16 年度和 2016-17 年度）

校园设施全英排名前 10
2016-17 年度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学生体验调查

诺森比亚大学在 QS 星级
院校排行榜（QS Stars
University）获得综合评分
四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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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校
园

现代化的校园和一流的设施使我们成
为英国最大、
最先进和最令人激动的
大学之一。

1

诺森比亚大学主校区位
于纽卡斯尔市中心。

诺森比亚大学投资了 5200 万
英镑将为计算机和信息科学、
建筑学和建筑环境学生建造两
栋最先进的教学大楼。

“一流的校园设施。大
学为不同学习方式的
学生提供 7 天 24 小时
开放的图书馆和安静
舒适的学习区域。
”

了解更多信息
northumbria.ac.uk/virtualtour

1. 学生中心
2. 建
 筑学院
新建筑的艺术家视野（2018 年正式开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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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曲兰校区 (Coach Lane Campus)
诺森比亚大学的科曲兰校区（Coach Lane
Campus）距离市中心校区仅需搭乘免费巴
士15分钟一小段巴士。
教育、护理、医疗和社
会工作相关的课程都在这个校区授课。该校
区拥有临床技能中心、咖啡馆和体育设施，两
校区之间有免费的巴士供学生乘坐。

Rafael Antonio David,
国际体育管理硕士，来自菲律宾

国际学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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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姆
斯
特
丹
校
区

诺森比亚大学与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
（AUAS）的合作进一步提升了大学在国际
上的知名度。

伦
敦
校
区

学生在英国首都伦敦校区就读的同时，也能
共享其卓越的教学资源。

阿姆斯特丹是欧洲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其轻
松的氛围和丰富的历史是游览和学习的最佳
选择。
世界级的博物馆、
剧院、
现场音乐会、
酒吧和餐
馆总会让你有新的发现。

同时，阿姆斯特丹也是商业国际中心，许多全球
性国际组织都在这座城市开展其欧洲业务。
诺森比亚大学与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联合
为学生创造了珍贵的机会在这个梦幻般的城市
就读英国认可的硕士课程。
本科学生也将有机会到阿姆斯特丹参与部分
的课程，并在荷兰深入学习他们的商业和文化
知识。
northumbria.ac.uk/ams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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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些课程不适用于需要签证才能在阿姆斯特丹学习
的国际学生。国际学生可以选择在纽卡斯尔和/或伦敦的校
区就读。
该课程目前仅适用于在阿姆斯特丹学习无需签证
的国际学生。

诺森比亚大学伦敦校区提供一系列商业、计算机、网络
安全和项目管理等相关领域的课程。
伦敦校区地理位置
优越，距利物浦街车站仅数分钟路程，为学生提供了一
个在世界顶级商业金融中心进行学习的绝佳机会，包括
工作经验和实习交流机会。
london.northumbria.ac.uk

国际学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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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交
生
活

屡获殊荣的学生、现场音乐会及众多餐饮
机构，一切尽在诺森比亚大学。

荣获全英学生联合会-学生
机会奖冠军
2016 年全英学生联合会奖项

“我参加了许多志愿活动，
比如 RAG（筹集善款）。
，让
我感受到乐于助人的益处。
参加这些活动不仅开拓视
野、
结交朋友，更是人生中
非常宝贵的经历。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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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
 比塔
(Habita)
校园内众多社交场
所之一
2. 学
 生会
现场音乐会聚集地
3. 长
 沙海滩
(Longsands Beach)
在海滩上尽情享受阳
光灿烂的日子
4. 泰
 恩茅斯村
(Tynemouth
village)
在校园里、在市中心或
是郊外，都有许多可以
参观游览的地方。

3

4

Sandean Fernandes,
机械工程学士，来自印度

了解更多信息
mynsu.co.uk
国际学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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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无论你拥有怎样的运动细胞，都能在
这里找到属于你的体育运动项目。

2016 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学生体验调查

耗资 3000 万英镑的体育中
心设施

连续四年蝉联英国高校体育
联盟排行榜前十名

“我享受在这里的每一刻，不
论是效力于诺森比亚队、
担任
志愿者或是实习生，利用暑期
到赞比亚担任教练，还是担任
学生体育主席期间带领大家赢
得斯坦卡尔弗特杯。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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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专业排名全英第四

独一无二的学生体验

Brogan O’Connor,
应用运动和运动科学理学士（荣誉）
，英国

1. 斯
 坦卡尔弗特杯冠军
诺森比亚队在斯坦卡尔弗特
比赛中大获全胜
2. 游
 泳池
主校区体育中心的室内25
米游泳池
3. 两
 队并列争球
诺森比亚大学和纽卡斯尔
大学在英式橄榄球比赛中
针锋相对
4. 国
 际篮球赛事
诺大体育中心举办过许多大
型体育活动赛事

3

4

了解更多信息
northumbriasport.com

Northumbria
University Sport

@northumbriasport

northumbriaunisport
国际学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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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

全英校园宽带网速第一名
2016 年全英校园公寓奖项

2

4

学生公寓和最佳入住体验
全英排名前三

7

1

2016 年全英校园公寓奖项

11

3

9

最佳校园生活质量
全英排名第八名
2015 年劳埃德银行学生生活调查

我们确保每一位新生都能申请
到大学公寓

10
6
5

1

比例

10 minute walk

8

步行 10 分钟

学生公寓房型任选，
20分钟内步行即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Camden Court
Claude Gibb Hall
Glenamara House
Lovaine Hall & Flats
Liberty Quay
New Bridge Street Residence
Bryson & Marshall
Trinity Square
Liberty Central
Winn Studios
Rosedale Court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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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时校园安保服务

1

“住在学生公寓最棒的事情无
外乎结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
新朋友。
”
1. 公共休闲区
校园一隅
2. 学生卧室
单人宿舍图示
3. 学生厨房
学生公寓内的共
享厨房

Kong Lim,
律师职业培训课程（BPTC）
，马来西亚

了解更多信息
northumbria.ac.uk/accommodation
国际学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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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nique Student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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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成
本

纽卡斯尔是学生生活成
本最便宜的英国城市之
一。
快速浏览生活指南能帮
助你更有效地做好留学
规划。

住宿费用
每周 £70 – £130

诺森比亚大学拥有全英国最为经济实惠的学
生公寓，房租包含高速无线网络以及水电煤气
等费用。

电影票
£6 – £11

电影票的价格从6英镑到11英
镑不等，学生享有许多优惠。

餐饮

校园和学生宿舍附近有许多廉价
超市。
位于市中心的格兰杰市场
(Grainger Market)可以买到许多物美
价廉的新鲜农产品。
甚至可以在琳琅
满目的中超买到家乡的食材。

经验分享：
与朋友和室友一起做饭，
分担成本的同时还可以互
相交流学习。
诺森比亚大学体育中心
每月 £24

体育中心耗资 3000 万英镑的先进体
育设施是学生健身、运动休闲的好去
处。
无论你是具有天赋的运动员还是
积极的初学者，诺森比亚大学体育中
心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学生可以参
加俱乐部和联赛的体育运动，并通过
我们的志愿服务和实习计划获得宝
贵的经验。

交通工具
搭乘巴士 £1.50 – £3
搭乘地铁 £2 – £4
搭乘火车 £6 起

市中心大多数的地方都可以步行前往，探索更多郊外
的景点，可选择多种经济实惠的交通工具。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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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美容
每月 £30 – £60

在外就餐		
£7 – £11

手机话费
每月 £10 – £45

在纽卡斯尔有许多价格亲民的餐厅。
在平价的餐厅里享用一餐的费用通
常在 7 英镑到 11 英镑之间。

手机话费套餐每个月花费从 10 英镑
到 45 英镑不等，如果选择 Sim Only
的套餐，每月费用约为10英镑。
建议买
之前多比较几家运营商，可以找到更
优惠的价格！

电视资费
每月 £13 – £25

如果你有台电视，依法需要先获得电
视许可证。
如果是第一次支付，需要
以每月 25.10 英镑的价格在 6 个月
内付清。
在此之后，只需要以每月大
约 12.56 英镑的价格，支付完 12 个
月的分期付款。

饮料		
非酒精饮料 £1.50
酒 £2.50 – £5.00
啤酒 £2.50 – £4.00

购物

纽卡斯尔拥有许多购物商店，可以
满足各种预算下的需求。
从物美价
廉的市场到购物街上的商店，从高
端百货到设计师品牌专卖店，以及
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

经验分享：
只需花 13 英镑购买英国
学生联合会 NUS 学生卡，
在很多商店里购物都可以
凭借此卡享受 10%-20%
的学生折扣。
国际学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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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现
无
限
潜
力

在学习期间获得专业的工作经验来提
升你的就业能力。

1.	诺森比亚大学毕业
典礼
所有的努力均将得
到回报，庆祝学业
成就的重要时刻
2. 商业咨询服务
商学院的学生有机
会在市中心最顶尖
的办公楼，进入“咨
询公司”参与项目，
为真正的客户提供
咨询。

纽卡斯尔商学院是欧洲第一
所获得 AACSB 双重认证的
大学
国际商管学院促进协会

诺大蝉联两年毕业生自主创
业排行榜全英第一（根据营
业额参评）
2015-16 学年和 2016-17 学年高等教育商业和社区
互动调查（HEBCIS）

50 多个专业机构认可我们
的课程
560 多名雇主赞助我们的
学生

1

如何帮助你的未来：
•海量实践和实习机会
•职业行会认证和企业联盟
•与客户和顾客间的实践项目
•专业的职业与就业服务指导
•学生和毕业生自主创业项目

众多英国当地和国际型的企业为学生提供实践
和实习的机会：

“我在纽卡斯尔生命中心的遗
传医学研究所进行了为期三个
月的暑期社会实践。
我充分运
用到在诺大所学的分子生物学
理论与技术，获得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体验对我未来的职
业生涯中非常有用！
”
Leonardo Amorim,
法医学学士，巴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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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友

Jonathan Ive 爵士，
英国爵级司令勋章
工业设计（荣誉）学士学位

美国苹果公司首席设计官，负责整个苹果
公司的工业设计团队，并管理与指导人机
界面软件团队。
他参与研发的产品包括
MacBook Pro、iMac、MacBook Air、Mac
mini、iPod、iPod Touch、iPhone、iPad、
iPad Mini、Apple Watch 和 iOS 7 等，当之
无愧成为杰出的产品设计师。2012 年，鉴
于其对设计和企业的贡献，被授予英国爵
级司令勋章。

Neil Marshall

Tim Brown

媒体文化与社会学（荣誉）学士学位

工业设计（荣誉）学士学位

导演/编剧/剪辑/演员/制片人，以“权
力的游戏”的作品而闻名，也因此以
剧情类最佳杰出导演获得黄金时段
艾美奖的提名。

Jules Quinn
时尚营销（荣誉）学士学位

入选《福布斯》杂志评选的 30 位 30
岁以下欧洲零售和商业领域排行
榜，其公司 The*Teashed 自 2011
年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
她的产
品可轻松通过线上线下购买，如芬
威克 (Fenwick) 和约翰•刘易斯
(John Lewis) 等购买，她的新产品
Popaball 在芬威克 (Fenwick)、莱
克兰 (Lakeland) 和塞尔弗里奇
(Selfridges) 等商店都有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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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 的 CEO 兼总裁，世界领先的设计咨询公
司之一。Tim 获得了众多设计奖项，并在东京
的轴心画廊、伦敦的设计博物馆和纽约的现代
艺术博物馆展出作品。
他还为全球财富 100
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提供咨询建
议，并为“哈佛商业评论”撰稿。
他经常就“设计
思维和创新如何给全球商业人士和设计师创
造价值”主题发表演讲。

Victoria Pendleton 英国
二等勋位爵士
体育与运动科学 理学学士学位

英国最出色的场地自行车女车手，多次获得世界冠
军。
曾获泰晤士报年度最佳女运动员、英国体育记者
协会 2007 年年度最佳女运动员等称号，2009 年荣获
英国 5 级员佐勋章 (Member)，因其在自行车运动领
域的卓越成就，于 2013 年再获英国司令勋章（CBE）。

Tshering Lama 博士
健康发展研究，公共卫生文学硕士和远程医
疗博士

Tshering Lama 博士于 2002 年来到诺森比亚
大学，是尼泊尔 Hyolmo 族群中第一位前往英
国大学就读的学生。
他在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
了公共卫生硕士学位，然后获得远程医疗博士
学位，致力于改善其祖国偏远地区的医疗保
健。
Lama 博士现在是独立儿童权利组织
Childreach Nepal 的总监。

国际学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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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往
全
球
医
学
之
路

诺森比亚大学和圣乔治大学医学院（SGU）
格林纳达于 2007 年共同创建了Keith B
Taylor 全球学者计划。
超过 1,700 名学生在诺森
比亚大学就读医学专业，并
从圣乔治大学毕业，获得医
学博士学位。

“我特别喜欢诺森比亚大学
的一点是小班化的教学，这意
味着你有足够的机会跟你的
讲师接触交流。
如此多元化
的大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
点。
”
Deborah Tyokighir,
SGU 医学院学生，尼日利亚

圣乔治大学, 格林纳达

• 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学习，获得珍贵的国
际体验。
•圣乔治大学医学院成立于 40 年前，至今
已有超过 16,000 名毕业医师投身于全球
医疗保健系统事业。
•SGU 毕业生已在包括美国、英国和加拿
大在内的 70 多个国家/地区的医疗许可
机构获得注册许可。

•SGU 为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高达学费 40
％的奖学金。
•SGU 毕业生在 2016 年美国医师执照考
试 USMLE 第1步的首次通过率为 96％ 。
美国海外医生最大来源地，为美国输入
了最多的海外医学院毕业的医生，比世
界上任何其他美国以外的医学院都多

诺森比亚大学（英国）医学预科 1 年级

6 年衔接课程

医学 1 年级：
诺森比亚大学（英国）或圣乔
治大学（格林纳达）的基础科学

4 年衔接课程
学士学位的切入点

诺森比亚大学（英国）医学预科 2 年级

医学 2 年级：
圣乔治大学（格林纳达）基
础科学

5 年衔接课程
A级 / 国际化的切入点
学士学位/印度标准XII

医学 4 年级：
通过圣乔治大学附属医院
在美国、
英国、
加拿大或格林纳达进行
临床轮换

了解更多信息

northumbria.ac.uk/medicine OR sg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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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在诺森比亚大学学习的
其中一个体验，就是有机
会可以到其他国家学习
交流，例如去西班牙、
韩
国、
加拿大或中国等国
家，在那里度过整个学期
甚至整个学年。

“幸福至极！
”

Amber Turley 在佐治亚州立大学学习英语
语言研究

目前有 4,500 名
学生在海外进行
交换学习

“如果你不去探索，又怎
能发现世界的迷人之处。
”
Daniel Siddle 在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学习商业
管理

“不要害怕挑战自我极
限！
”

Victoria Sanson 在美国新泽西学院学习国际
商务管理

“记得去探索这个只是暂居一两
个学期的国家，这些都是留学经
历的一部分。
”

“我马上就回来。
我要去韩国了。
”

Millie Price 在澳大利亚珀斯爱迪考文大学学习食品科学与
营养

“在一生中难得一次的经
历中反思自我。
”

“在国外学习和工作
的经历是无价的。
我极
力推荐。
”

Norbert Durko 在法国 Kedge 商学院学习营
销管理

Dexter Mudondo 在韩国大学学习国际商务管理

“纽约的蓝天。
”

Laura Whittle 在美国新泽西学院学
习国际商务管理

“迎接新的一年。
”

Marius Nazare，
国际商务管理（荣誉）文学士，英国

Matt Wheeler 在芬兰 Metropolia
Ammattikorkeakoulu 学习商务
（国际管理）

“去旅行，并且享
受美味佳肴。
”

Ben Walker在法国克洛德·贝尔纳
里昂大学学习营销管理

nustudents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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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语
语
言
课
程
和
暑
期
夏
令
营

学前英语课程
可选 6 周或 11 周的语言课程来提高你的英语水平。

学期英语课程
开学后，学校会有专职导师提供额外英语辅导课程来帮助
你加强学术语言技能。
UniLang 语言学习社区
其他语言课程，如果你打算在欧洲度过暑假或把你的课程
中包含去其他国家的交换学习，那么这些课程将对你十分
有帮助。
语言课程包括：
•法语
•德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日语
•中文（普通话）

诺森比亚大学国际暑期夏令营
诺森比亚大学国际暑期夏令营向欧盟及其他国家的本科
学生开放。

为期三周的夏令营课程包括实地考察和附近地区的文化参
观之旅，亲身体验这里惊艳的文化和遗产。

我们的英语和学习技巧课程可以帮助你在主课开始之前提
高你的英语语言水平和学术技能。
学生可以选择在 9 月、1
月或 6 月入学，每个学期为 11 周。
我们还在 7 月份开设了为
期 6 周的课程。
学校会根据你当前的雅思水平和将要就读的
学术课程的雅思要求，来判断你需要就读的语言课周数。

本
科
预
科
和
硕
士
预
科

我们有一系列的本科预科和硕士预科衔接
课程，旨在弥合你当前的学术和英语水平与
你即将入读的主课要求的差距 。

本科阶段

研究生阶段

国际预科课程
如果你是非欧盟国家的国际学生，没有达到本科学位的学
术或英语入学要求，那么这为期两个学期的预科课程可以
帮助你。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升读诺森比亚大学
的本科课程。

硕士预科-商科方向（三个月）
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获取硕士学习所需的相应技能、知
识和信心。
学生成功完成该课程的学习，将顺利升读到诺
森比亚大学的硕士课程。

大学本科预科课程
如果你是欧盟学生并且符合我们的英语语言要求，但无法
满足直接入学的学术要求，我们提供一系列适合你的预科
课程。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你可以选择下面其中一个预科方向课程：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艺术、设计和媒体 (Art, Design and Media)
•商务 (Business)
•工程 (Engineering)

硕士预科-商科方向（六个月）
顺利完成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升入到硕士课程的商
科专业继续就读。
该课程包括商业领域中的英语应用，
该课程设置旨在帮助学生对商业运作具备充分的了解
与认知。

核心模块课程有：
•全球研究和语法 (Global Studies and Grammar)
•阅读和批判性分析 (Reading and Critical Analysis)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论文和报告写作 (Essay and Report Writiing)

了解更多信息
pathway.northumbria.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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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科学 (Applied Sciences)
•应用科学（预科课程）(Applied Sciences (Foundation
Year))
•生物学 (Biology)
•生物学（生物技术）(Biology (Biotechnology))
•生物学（神经生物学）(Biology (Neurobiology))
•生物医学科学 (Biomedical Science)
•化学(Chemistry)
•犯罪学和法医学 (Criminology and Forensic Science)
•食品科学与营养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食品科学与营养（人类营养）(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Human Nutrition))
•法医学 (Forensic Science)
•国际医学衔接课程 (International Medicine Pathway)

•国际银行与金融（专升本课程）(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e (Top-up course))
•国际商务管理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国际商务管理与法语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with French)
•国际商务管理与西班牙语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with Spanish)
•国际酒店与旅游管理（专升本课程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Top-up course))
•领导与管理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专升本课程）(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op-up course))
•市场营销管理 (Marketing Management)
•旅游和会展管理 (Tourism and Events Management)

建筑与建筑环境 (Architecture and Built Environment)
•建筑 (Architecture)
•建筑测量 (Building Surveying)
•建筑和自然环境（预科课程）(Buil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Foundation Year))
•室内建筑 (Interior Architecture)
•数量测量 (Quantity Surveying)
•房地产 (Real Estate)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计算机应用（专升本课程）(Applied Computing
(Top-up course))
•计算机与数字取证 BSc/MComp (Computer and Digital
Forensics BSc/MComp)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预科课程）(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undation Year))
•计算机网络与网络安全 BSc/MComp (Computer
Networks and Cyber Security BSc/MComp)
•计算机科学 BSc/MComp (Computer Science BSc/
MComp)
•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BSc/MComp (Computer Science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Sc/MComp)
•计算机科学（游戏开发）BSc/MComp (Computer Science
with Games Development BSc/MComp)
•计算机科学（网页开发）BSc/MComp (Computer Science
with Web Development BSc/MComp)
•商业信息技术管理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for Business)

艺术 (Arts)
•动画 (Animation)
•戏剧 (Drama)
•戏剧（应用剧场）(Drama (Applied Theatre))
•戏剧（剧本创作）(Drama (Scriptwriting))
•戏剧（表演）(Drama (Acting and Performance))
•电影和电视制作 (Film and TV Production)
•电影和电视研究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es)
•美术 (Fine Art)
商科 (Business)
•会计 (Accounting)
•会计与金融（专升本课程）(Accounting and Finance
(Top-up course))
•商务（专升本课程）(Business (Top-up course))
•商务法律（专升本课程）(Business with Law
(Top-up course))
•商务与金融（专升本 课程）(Business and
Finance (Top-up course))
•商务与国际管理（专升本课程）(Business
and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Top-up course))
•商务与市场营销（专升本课程）(Business
and Marketing (Top-up course))
•商务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商务与会计 (Business with Accounting)
•商务与经济 (Business with Economics)
•商务与创业 (Business with Entrepreneurship)
•商务与金融管理 (Business with Financial Management)
•商务与人力资源管理 (Business with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商务与国际管理 (Business with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商务与物流和供应链管理 (Business with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商务与管理 (Business with Management)
•商务与市场营销管理 (Business with Marketing
Management)
•商务与旅游管理 (Business with Tourism Management)
•创业企业管理（WBL*）(Entrepreneurial Business
Management (WBL*))
•金融与投资管理 (Finance 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40

独一无二的学生体验

设计 (Design)
•3D设计 (3D Design)
•工业设计 (Design for Industry)
•时装设计 (Fashion)
•时尚传媒 (Fashion Communication)
•时装设计与市场营销 (Fashion Design and Marketing)
•平面设计 (Graphic Design)
•交互设计 (Interaction Design)
•室内设计 (Interior Design)
预科和英语语言课程 (Foundation and English
Language Courses)
•预科课程 (Foundation Year Programmes)
•硕士预科（三个月）(Graduate Certificate)
•硕士预科（六个月）(Graduate Diploma)
•国际本科预科课程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Programme)
•课前语言课程 (Pre-sessional courses)
•暑期夏令营学前英语课程 (Summer school
pre-sessional courses)
地理 (Geography)
•环境地理 (Environmental Geography)
•环境科学 (Environmental Science)
•地理学文学学士（荣誉）(Geography BA (Hons))
•地理学理学学士（荣誉）(Geography BSc (Hons))
•自然地理学 BSc（荣誉）(Physical Geography BSc (Hons))
•人文地理学 MGeog (Human Geography MGeog)
•自然地理 MGeog (Physical Geography MGeog)

医疗保健，公共卫生和福利 (Healthcare,
Public Health and Wellbeing)
•助产学（预注册）(Midwifery Studies (pre-registration))
•护理学（专升本课程）(Nursing Science (Top-up course))
•职业治疗 (Occupational Therapy)
•物理治疗 (Physiotherapy)
人文 (Humanities)
•美国研究 (American Studies)
•英语语言研究 (English Language Studies)
•英语语言与文学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英国文学 (English Literature)
•英国文学与创意写作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reative
Writing)
•英国文学与历史 (English Literature and History)
•历史 (History)
•历史与政治 (History and Politics)
•人文学科（预科课程）(Humanities (Foundation Year))
法学 (Law)
•普通专业考试 GDL/CPE (Common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 GDL/CPE)
•法学研究生文凭 (Graduate Diploma in Law)
•法学学士（荣誉）法学 (LLB (Hons) Law)
•法学学士（荣誉）法学（预科课程）(LLB (Hons) Law
(Foundation Year))
•法学学士（荣誉）法律与商务 (LLB (Hons) Law with
Business)
•法学学士（荣誉）法律与国际商务 (LLB (Hons) Law wi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法律豁免 (M Law Exempting)
数学 (Mathematics)
•数学 BSc/MMath (Mathematics BSc/MMath)

机械与建筑工程 (Mechanica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汽车工程 BEng/MEng (Automotive Engineering BEng/
MEng)
•土木工程 BEng/MEng (Civil Engineering BEng/MEng)
•建筑工程管理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工程（预科课程）(Engineering (Foundation Year))
•机械和汽车工程 BEng/MEng (Mechanical and
Automotive Engineering BEng/MEng)
•机械设计与工程（专升本课程）(Mechanical Design and
Engineering (Top-up course))
•机械工程 BEng/ME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BEng/
MEng)
护理，助产和健康 (Nursing, Midwifery and Health
•助产士 (Midwifery)
•护理学/注册护士（成人）(Nursing Studies /Registered
Nurse (Adult))
•护理学/注册护士（儿童）(Nursing Studies/Registered
Nurse (Child))
•护理学/注册护士（学习障碍）(Nursing Studies/
Registered Nurse (Learning Disabilities))
•护理学/注册护士（心理健康）(Nursing Studies/
Registered Nurse (Mental Health))
•职业治疗 (Occupational Therapy)
•观摩实习 (Operating Department Practice)

物理与电气工程 (Physics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气和电子工程 BEng/MEng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BEng/MEng)
•电子设计工程（专升本课程）(Electronic Design
Engineering (Top-up course))
•移动通信工程（专升本课程）(Mobile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Top-up course))
•物理学 BSc/MPhys (Physics BSc/MPhys)
•物理学（天体物理）BSc/MPhys (Physics with
Astrophysics BSc/MPhys)

*职业教育。
不适合需
要申请 Tier 4 签证的
学生

所有的课程信息在本
手册印刷时均为正
确。
请查看网站获取
最新信息。

心理学 (Psychology)
•心理学 (Psychology)
•心理学（商业）(Psychology (Business))
•心理学（临床）(Psychology (Clinical))
•心理学（实验）(Psychology (Experimental))
•心理学（法医学）(Psychology (Forensic))
•心理学（健康）(Psychology (Health))
•犯罪心理学 (Psychology with Criminology)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犯罪学 (Criminology)
•犯罪学和社会学 (Criminology and Sociology)
•国际关系与政治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s)
•新闻与英国文学 (Journalism and English Literature)
•大众传媒 (Mass Communication)
•大众传媒和广告学 (Mass Communication and
Advertising)
•大众传媒（商业）(Mass Communication with Business)
•大众传媒（公共关系）(Mass Communication with
Public Relations)
•媒体与新闻 (Media and Journalism)
•社会学 (Sociology)
社会工作，教育和社区福利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Wellbeing)
•幼教与早期教育 (Childhood and Early Years Studies)
•指导和咨询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综合健康和社会关怀 (Integrated Health and
Social Care)
•小学教育 (Primary Education)
•社会工作 (Social Work)
Sport, Exercise and Rehabilitation
•应用体育与运动科学 (Applied Sport and Exercise
Science)
•应用体育科学与教练 (Applied Sport Science with
Coaching)
•物理治疗 (Physiotherapy)
•体育教练 (Sport Coaching)
•体育发展 (Sport Development)
•体育，运动和营养 (Sport, Exercise and Nutrition)
•体育管理 (Sport Management)

了解更多信息
northumbria.ac.uk/cours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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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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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科学 (Applied Sciences)
•生物技术 (Biotechnology)
•法医学 (Forensic Science)
•国际医学衔接课程 (International Medicine Pathway)
•微生物学 (Microbiology)
•营养科学 (Nutritional Science)
建筑与建筑环境 (Architecture and Built
Environment)
•建筑 (Architecture)
•未来城市 (Future Cities)
•室内建筑学 (Interior Architecture)
•房地产 (Real Estate)
•房地产（国际）(Real Estate (International))
建筑与建筑环境（远程学习) (Architecture and Built
Environment)
•测量（数量测量）(Surveying (Quantity Surveying))
•测量（建筑测量）(Surveying (Building Surveying))
•测量（房地产）(Surveying (Real Estate))
•测量（住房）(Surveying (Housing))
艺术 (Arts)
•动画 (Animation)
•艺术 (Art)
•美术品保护 (Conservation of Fine Art)
•当代艺术与教育 (Contemporary Arts and Education)
•创意与文化产业管理 (Creative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Management)
•美术 (Fine Art)
•预防性保护* (Preventive Conservation*)
•戏剧与表演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商业 (Business)
•商务与商业分析^ ** (Business with Business
Analytics^ **)
•商务与创业^ ** (Business with Entrepreneurship^ **)
•商务与财务管理^ ** (Business with Financial
Management^ **)
•商务与酒店与旅游管理^ ** (Business with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
•商务与人力资源管理^ ** (Business with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商务与国际管理^ ** (Business with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
•商务国际管理和金融 (Business with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and Finance)
•商务与国际管理和市场营销 (Business with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商务与物流和供应链管理^ (Business with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商务与管理^ (Business with Management^)
•商务与管理和金融 (Business with Management and
Finance)
•商务与管理和营销 (Business with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商务与市场营销管理^ ** (Business with Marketing
Management^ **)
•客卿 MA/PG 文凭/ PG 证书 (Coaching MA/PG Diploma/
PG Cert)
•数字营销** (Digital Marketing**)
•创业学 (Entrepreneurship)
•法务会计 (Forensic Accounting)

•全球物流，运营与供应链管理^ (Global Logistics,
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管理与发展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国际商务管理^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国际金融与投资^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Investment^)
•国际财务管理^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领导与管理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MBA* (MBA*)
计算机科学与数字技术 (Computer Science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计算机网络技术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
•高级计算机科学 (Advanced Computer Science)
•网络安全** (Cyber Security**)
设计 (Design)
•设计* (Design*)
•设计管理* ** (Design Management* **)
•多学科创新 (Multidisciplinary Innovation)
地理 (Geography)
•灾害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环境健康 (Environmental Health)
•安全，健康与环境管理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人文 (Humanities)
•应用语言学- TESOL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TESOL)
•创意写作 (Creative Writing)
•英语文学 (English Literature)
•历史* (History*)
•TESOL* (TESOL*)
信息科学 (Information Sciences)
•信息科学* (Information Science*)
•信息科学（数据分析）(Information Science
(Data Analytics))
•信息科学（数据管理）(Information Science
(Records Management))
•信息科学（图书馆管理）(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Management))
法律 (Law)
•高级法律实践* (Advanced Legal Practice*)
•律师职业实践 (Bar Practice)
•律师从业技能培训（BPTC）(Bar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urse (BPTC))
•商务法* (Business Law*)
•商业法* (Commercial Law*)
•数据保护法与信息管理* (Data Protection Law and
Information Governance*)
•劳动法实践* (Employment Law in Practice*)
•法学研究生文凭（GDL）* (Graduate Diploma in Law
(GDL)*)
•信息产权法和实践* (Information Rights Law and
Practice*)

•国际商法*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国际贸易法*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法律实践课程（LPC）(Legal Practice Course (LPC))
•法律硕士* (Master of Laws*)
•医疗法* (Medical Law*)
•心理健康法* (Mental Health Law*)
•法律专业实践（精神卫生法）(Professional Practice in
Law (Mental Health Law))
机械制造与工程 (Mechanical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
•BIM 建筑项目管理*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with BIM*)
•工程管理 (Engineering Management)
•机械工程 (Mechanical Engineering)
•项目管理* ^ ** (Project Management*^ **)
•可再生与可持续能源技术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护理，助产和健康课程 (Nursing, Midwifery and
Health Courses)
•护理 (Nursing)
•护理领导者精神 (Nursing Leadership)
物理与电气工程 (Physics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力工程 (Electrical Power Engineering)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 (Microelectronic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心理学 (Psychology)
•心理学 (Psychology)
•健康心理学 (Health Psychology)
•职业与组织心理学 (Occupational and Organisational
Psychology)
•体育与运动心理学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国际发展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大众传媒管理** (Mass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可通过远程教育学
习获得学位

2 年制硕士

我们提供两年制的硕士课程，比一般传统一年制的硕士课
程要多一年，你可以选择在第二年进行深入实践或到海外
学习。

^深入实践或海外学
习选项

**也可在伦敦校园就
读

深入实践选项

课程信息在手册印刷
时均为正确。
请查看
网站以获取最新信
息。

实习：我们与众多的公司和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会为
我们的学生提供三个月全职实习的工作机会。

商业咨询处（商务课程）：学生也可在我们商学院内的商业
咨询处工作，并获得为当地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经验。

科研（工程，环境，计算机课程）：学生可与学院内的研究小
组一起做研究。
你也许有机会作为科研团队的一分子为将来
可能发表的学术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将成为你以后科研
生涯的良好开端。
出国留学：你可以选择在我们的众多合作院校中进行一个
学期的学习，我们与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签订了学生交换协
议，合作和伙伴遍布欧洲、亚洲、南美洲和大洋洲。
你可以在 www.northumbria.ac.uk/coursesearch 网
站上了解更多信息，同时查找到 2 年制硕士课程的完整课
程列表
研究型硕士

研究型硕士在读生是我校研究领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
部分，有超过 500 名学生在诺森比亚大学攻读研究型学位（
硕士学位（MPhil）、研究型硕士（MRes）、博士（PhD）、专业博
士 (Professional Doctorate)）。
我们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群体，拥有着最先进最齐全
的研究设备，并全年提供一系列的博士/硕士生项目、研究
项目和奖学金。

通过 www.northumbria.ac.uk/research 了解当前的研
究型课程，并选择相应课程入读。

社会工作，教育和社区福利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Wellbeing)
•教育 (Education)
•医疗健康管理 (Healthcare Management)
•公共卫生硕士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职业治疗 (Occupational Therapy)
•初等教育（PGCE）(Primary Education (PGCE))
•艺术，工艺与设计（PGCE）(Secondary Art, Craft
and Design (PGCE))
•社会工作 (Social Work)
体育，运动和康复 (Sport, Exercise and Rehabilitation)
•临床运动生理学 (Clinical Exercise Physiology)
•运动科学 (Exercise Science)
•国际体育管理 (International Sport Management)
•物理治疗 (Physiotherapy)
•肌力与体能训练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了解更多信息
northumbria.ac.uk/cours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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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orthumbria.ac.uk/internationaldiscounts 可在线查
询任一课程学费

国际学生
为留校就读研究生的校友，提供
20% 学费优惠
一系列奖学金和助学金
提前支付学费可享优惠

了解更多信息
northumbria.ac.uk/internationaldiscounts

为优秀的学生运动员
提供丰厚的奖学金

欧盟学生
英国退出欧盟的决定可能会影响欧洲学生的学费贷款
申请。
我们希望欧洲学生能够像前几年一样，可以继续
获得学生助学贷款。
然而，在 2018 年 6 月出版此手册
时，对在英国退欧之后（2019 年 3 月）入读大学的欧洲
学生的贷款方案尚未得到确认。
如果你是欧盟公民并且
考虑在英国学习，我们建议你先提交申请，一旦贷款安
排确认了，大学会确保尽快向所有欧盟申请人发送确认
信息。

独一无二的学生体验

我们设施先进的学生服务中心就
在校园中心处

诺森比亚大学是全英国最受欧洲学生欢迎的大学之一，
我们将继续欢迎所有欧盟国家的公民入读我们的纽卡
斯尔、伦敦和阿姆斯特丹校区。
如果你对贷款申请有任
何疑问，请联系
eurecruitment@northumbria.ac.uk

了解更多信息
northumbria.ac.uk/UGscholarshipsEU
northumbria.ac.uk/PGscholarshipsEU

即便你不是就读体育专业的学生，也能成为学生运动员。
我们的体育奖学金项目通过全英领先的运动员支持服务，和
部分学费减免的措施，来帮助最有才华的学生运动员实现其
学术和运动方面的抱负。

了解更多信息
northumbrias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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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中心

服务包括：
金融
福利
健康
签证和移民
残障和阅读障碍
免费接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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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申请过程从这里开始

这里是我们本科招生流程的指南，为你列出了
申请过程中的主要步骤。
请记住留出足够的时
间来提交申请并注意我们的申请截止日期。
通过网站上的单个课程列表中的在线申请功
能，可以提交大多数课程的申请。

1. 研究

访问
northumbria.ac.uk/international
了解有关如何申请，课程信息以及大
学和地区办公室提供的信息。

7. 押金

大多数的申请人需要支付押金
以确认课程位置。

申请人还可以通过 UCAS 申请本科课程。

除了在英国本土的团队外，我们还在中国、马来
西亚、印度和泰国设有办公室，并在西非设有常
驻代表处。
国际研究生申请人
通过我们的网站 northumbria.ac.uk 在线申
请*

8. 签证

完成上述所有步骤后，如果你需
要申请签证的话，大学会出具
CAS，收到后，便可以准备递交签
证申请。
提早递交签证申请能确
保你可以按时入学，因此请务必
及早准备。

2. 申请

如果你申请本科课程，你可以通
过我们的课程搜索工具或是通过
UCAS在线申请我们的课程。

6. 满足入学条件

5. 住宿

如果你的成绩不符合录取通知
上的条件，请不要担心，我们也
有可能为你提供备选课程，因此
请务必把你的最终成绩尽早发
给我们。

我们保证所有国际新生都能申请到
学校宿舍，你可以在预订时选择自
己的房间。

如果你的录取通知是有条件的，
请务必尽快向我们提供你的最
终成绩。

9. 预定接机服务

我们热情的团队会在纽卡斯尔
国际机场迎接你并帮助你在宿
舍安顿下来。
这是一项免费服
务，但你必须提前预订。

一旦你收到诺森比亚大学的录取
通知，那么接着你将会收到有关如
何通过邮件在线申请住宿的详细
信息。

10. 自助注册

在你到达之前，你应该在线完成自
助注册。

3. 选择

诺森比亚大学会仔细考虑你的申
请，并作出是否录取你的决定。
我
们可能会要求你提供更多信息，
例如作品集，或邀请你来参加面
试，可以是Skype形式或者面对面
地进行。

4. 决定

一旦我们考虑了你的申请，我们将通
过电子邮件告知你结果。
录取通知有
可能是无条件的或有条件的，具体取
决于你是否已经完全满足入学要求。

欢迎来到诺森比
亚大学！

到达大学后，你需要到校进行
注册报到。
我们的迎新活动将
帮助你获取在诺森比亚生活的
更多信息，并结交来自世界各
地的新朋友。

*例外情况包括 PGCE 和法律专业课程，
你可以直接向专业机构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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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申请过程从这
里开始

1. 研究

访问
www.northumbria.ac.uk/study
开始你的课程选择，或在你所在国家的
教育展览会上，与大学的欧盟招生老师
会面。

2. 申请

通过UCAS申请提交申请。
记住关键的截止
日期。

3. 选择

6. 住宿

5. 做出你的确认选择和
保底选择

4. 决定

8. 我满足了我的条件 - 下
一步是什么？

若未满足录取条件？

如果你接受大学的录取通知，你将
收到有关如何通过邮件预订住宿的
信息。

这里是我们本科招生流程的指南，为你列出
了申请过程中的主要步骤。
请记住留出足够
的时间来提交申请并注意我们的申请截止
日期。
所有本科课程的申请请通过 UCAS 进行
提交。
诺森比亚大学的 UCAS 机构代码是
NORTH N77 。

申请在 ucas.com 上进行，请使用安全的基
于 Web 的应用程序系统

你最多可以申请五门课程。
每门课程可以
在不同的大学，或者在同一所大学申请多门
课程。

所有的申请都是一视同仁，招生官无法查看
你申请的其他大学，因此你在申请时不应表
达有任何优先顺序。
欧盟研究生申请人
通过我们的网站 northumbria.ac.uk 在线
申请*

7. 满足你的入学条件

如果你是有条件的录取，你需要在入读之
前满足该录取条件。

一旦你收到所有大学的录取决定，请使用 UCAS
Track 选择你的第一志愿（确认选择）和第二志愿
（保底选择）。

我们需要看到证据来证明你符合条件。
你可以使用申请
系统上传考试证书和考试成绩等文件。
你也可以通过电
子邮件发送文件到
bc.applicantservices@northumbria.ac.uk.
如果你的文件不是英文的话，你需要提供英文翻译件。

每所大学都会考虑你的申请并决定是否向你发放
录取通知。
你可能会被要求提供更多的信息，提交
作品集或参加面试。

定期到 UCAS Track 查看每所大学的录取结果。
无条件
录取意味着你已经符合入读课程的所有要求。
有条件
录取意味着你需要满足条件（例如，在期末考试中达到
什么样的成绩）才能入读你选择的课程。

请尽快联系我们招生团队

(bc.applicantservices@northumbria.ac.uk)

获取帮助

9. 在线注册

在你抵达纽卡斯尔之前，你将收到有关如何进行
课程注册更多信息。

10. 接机服务

我们热情的团队会在纽卡斯尔国际机场迎接你并帮
助你在宿舍安顿下来这是一项免费服务，但你必须
提前预订。

欢迎来到诺森比亚大学！
我们的迎新活动将帮助你了解在诺森比亚
大学生活的更多信息，并结交来自世界各地
的新朋友。

*例外情况包括 PGCE 和法律专业课程，
你可以直接向专业机构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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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咨询
(+44) 191 227 4274
bc.applicantservices@northumbria.ac.uk
国际学生录取办公室
(+44) 191 243 7906
bc.applicantservices@northumbria.ac.uk
欧盟学生咨询
eurecruitment@northumbria.ac.uk

欧盟学生招生处
bc.applicantservices@northumbria.ac.uk

伦敦校区

Northumbria University
110 Middlesex Street
London
E1 7HT

学生综合咨询
london.enquiries@northumbria.ac.uk
招生专线
电话: +44 (0)20 8003 0673

www.northumbria.ac.uk/london

海外办事处

泰国
Northumbria University
Thailand Office, 283/46,
Unit 1001-1, 10th Floor,
Home Place Building,
Sukhumvit 55 (Thonglor 13),
Bangkok 10110, Thailand

电话：(+66) 2044 6430
thaioffice@northumbria.ac.uk

印度
Northumbria University
India Liaison Office, 1606 Spaces,
Level 16, Building 9A,
Cyber City DLF Phase-2,
Gurugram Haryana 122002,
India

电话：(+91) 124 402 0550
er.indiaoffice@northumbria.ac.uk

中国
诺森比亚大学
中国办公室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1号温特
莱中心B座 1610 室
电话：(+86) 10 6538 8135
传真：(+86) 10 6538 8136
chinaoffice@northumbria.ac.uk
马来西亚
Northumbria University
Malaysia Office,
Unit A-8-3, 8th Floor, Block A,
Northpoint Building @
Midvalley City,
1 Jalan Syed Putra Utara,
59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287 8080
malaysiaoffice@northumbria.ac.uk
尼日利亚
Northumbria University
6A Adeola Odeku Street,
Victoria Island, Lagos, Nigeria
Doyin Oladiran
Nigeria Country Officer

电话：(+234) 8188 157535
nigeriaoffice@northumbria.ac.uk

联系我们º
@NorthumbriaUni
NorthumbriaUni
NorthumbriaUni
50

独一无二的学生体验

www.northumbria.ac.uk
电话 ：(+86) 10 6538 8135 (China)
电话 ：(+44) 191 227 4274 (UK)
联系我们
@Northumbria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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