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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院校学生）





† 由HESA于2018年6月在2016/17学年高等教育毕业生目的地发布

很高兴你选择了赫尔大学，

也期待着你在9月加入我们。

你与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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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星辰大海

我们非常自豪地欢迎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学生来到我们的大学 

-这里文化多元，每个人都有归属感。学生喜欢我们的校园以

及这里的一切。大家都喜欢用“友好”来描述我们，我百分百同

意这个说法。因为这是一个充满了团体感与荣耀感的校园。

我们斥资3亿英镑为学生打造了随处可见的优良设施，为你们

提供最好的教学与研究服务，让你们有最好的学习体验。学生

服务与IT基础设施都得到了提升，你们可以入住崭新的学生公

寓，享受由女王陛下揭幕的新型健康校园。我们还有音乐厅与

表演厅，以及投资1600万英镑所建成的全新运动设施。

我们很自豪始终把学生放在第一位。为你们提供丰富多彩的平台来展示自己，也大力支持你们取得

成果实现梦想。得到学生们的高度赞誉，同时看到学生们成绩显著，我们感到非常荣耀。

不论在人文、商业、政治、法律、教育、医疗保健还是科学工程领域，我们的国际学生都在改变生

活并且积极影响着社会。这证明了他们的辛勤工作与奉献精神，也证明了我的同事们陪伴他们成长

的努力。97%的国际学生在完成学业后的六个月内都进入工作领域或进一步求学深造。†

祝你旅途平安，我期待着在九月欢迎你来到我们美丽的校园。

Susan Lea教授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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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萌

国际商务专业

赫尔大学的校园设施非常齐全。

Brynmor Jones图书馆全英前三，

资源丰富。

学生宿舍的质量很高，例如我住

的Westfield 拥有宽敞明亮的厨

房，里面设施齐全。我愿意为所

有即将来英国的学弟妹们推荐赫

尔，在这里你能收获最美好的留

学生活。”



为了帮助你做好准备，我们为你准备了通往赫尔8步走！

你准备好了吗？

补充材料（offer中要求的所有材料）

完成宿舍预订

支付学费、住宿费并准备生活费

预订机票和学校免费接机服务

申请学生证并开启你的IT帐户

抵达赫尔，开始你的赫尔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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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并接受赫尔大学offer

申请语言课程（建议最晚于开课6周前提交）

接收并检查Draft CAS，然后接收最终CAS

申请签证



如何接受

我是一名研究生，
如何接受我的录取通知书？

我什么时候能收到CAS？

你的offer
此时此刻，你应该已经收到赫尔大学的offer了，

我们很高兴你选择来到赫尔学习。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接受offer动作，

这将是你接下来需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事之一。

我是一名本科生，
如何接受我的录取通知书？

通过邮件内链接激活个人账户后，你可以登入

Student Portal系统查看你的有条件offer，你需

要在确保信息无误的情况下完成接受offer动作。

请添加官方微信号UoHChinaoffice获取“接受

offer指南”。

请发送邮件至pgadmissions@hull.ac.uk接受你

的offer。或者你可以登录MyAdmin帐户在线接

受offer。

如果你是一名本科生，在你完成接受offer之后，

请尽快提交offer中提到的所有文件材料。

在收到你的完整材料之后，我们将为你发放draft 

CAS（请登入Portal系统查看）并确认个人信

息准确无误。我们收到你的确认后，会发放final 

CAS，可用于办理签证。

如果你是一名研究生，一旦你接受了无条件offer，

你将会收到CAS，可用于办理签证。

请注意：CAS签发不早于开课前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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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保你有足够的时间拿到签证，并在课程开始

日期前做好必要的行程安排。



2020语言班课程

国内语言班课程——上海和北京

雅思成绩 课程时长 课程日期 住宿费

4.5 单项不低于4.5 12周 2020.6.8至
2020.8.28 4,200镑 待定

5.5 单项不低于5.0 8周 2020.7.6至
2020.8.28 2,800镑

5.0 2020.6.11至
2020.9.4

5.5  单项不低于5.0 2020.7.9至
2020.9.4  

5.5

6.0 单项不低于4.5 2020.6.11至
2020.9.4

6.0 单项不低于5.0 2020.7.9至
20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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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 

雅思成绩 课程时长 课程日期

4,200镑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2,800镑

2020.8.13至
2020.9.4 1,400镑

学费 
住宿费

单项不低于5.5，并在
过去两年中通过全日制
英文教学和评估

8周

12周

8周

12周

4,200镑

2,800镑

温馨提示：

以下院校课程不符合全日制英文教学条件，雅思5.5（单项不低于5.5）需要申请8周语言课程：

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广州商学院、外交学院、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上海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苏州百年职业学院、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及所有硕士预科项目院校和其他有

可能不符合条件的院校

待定

（含早晚餐）

单项不低于4.5
（阅读和写作不低于5.0）

1.不论语言课周数长短，其中4周语言课费用1,400镑将于正课注册入学直接抵扣学费

2.此表格仅适用于雅思入学要求6.0（单项不低于5.5)的专业，其他情况请登入www.hull.ac.uk/efl了解更多信息

4周
（可选）

赫尔语言班课程



学费
从2020年开始，国际学生的标准学费如下：

*注意：

助学金无需另外申请，将直接从学费中扣除，只需缴纳扣除后的金额。

奖学金（2020）

本科生 学费 助学金 实际缴纳费用

文科（含商科） 14,500镑 2,000镑 12,500镑

理科 17,200镑 2,500镑 14,700镑

学费、助学金
和奖学金

当初就被赫尔久负盛名的商学院所吸引，

来到赫尔之后才知道赫尔的教学质量名

副其实。大学的社团十分丰富，你想要

的应有尽有，我在社团中结识到了来自

世界各地的朋友。在这样学术和娱乐两

不误的多元化环境下，短短一年的时间

里，我的各方面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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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提供12个5,000磅奖学金；

申请条件：雅思6.5（单项不低于5.5），GU全A或平均分GPA3.0（80%）。

*注意

1. 申请表下载请登陆www.hullchina.ac.uk

2. 所有奖学金申请材料发送至chinaoffice@hull.ac.uk

3. 所获奖学金将于9月开学注册时减免

4. 奖学金助学金不可重复发放

刘朕硕

国际商务专业



我可以将药物带到英国吗？

你需要许可才能将药物带到英国，有些药物

可能包含在英国被归类为“管制药物”的物质。

检查你的药物是否包含以下这些物质，请访

问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

controlled-drugs-list--2/list-of-most_c

ommonly-encountered-drugs-currently-

controlled-under-the-misuse-of-drugs-

legislation如果你在英国停留的时间少于三个

月，则携带药物到英国时必须带上医生的相关

证明。 如果你的逗留时间超过三个月，必须申

请许可证才能随身携带药物。该申请表可从以

下网站获得：www.gov.uk/guidance/contro

lled-personal-licences

• 护照（在签证申请和前往英国时必须有效）

• CAS

• 英文学术成绩单（在你的CAS中提到）

•

•

• 其他相关文件（取决于你的具体情况）

你必须在提交申请当天支付签证申请费。你

还须按照UKVI的指示提交所有相关文件，并

在签证申请中心预约期间提供你的生物特征

采集的详细信息。

申请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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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学校或顾问老师将协助你办理
签证申请程序并及时准备所有这些
原始文件：

符合UKVI要求的财务证明

结核病证明（如果需要）（请访问

www.gov.uk/tb-test-visa）

请注意，含有管制的药物无法在此附上，你应

尽早申请许可证。签发许可证通常至少需要1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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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卡付款

如果你是一名本科生并且想通过银行卡付款，

则可以通过访问myHull网站（my.hull.ac.uk）

登录你的个人账号，在线进行付款。 

如果你是一名研究生，并且想通过银行卡付

款，则在抵达之前，访问https://epay.hull.

ac.uk以支付费用。到达赫尔后，你可以通过

my.hull.ac.uk访问MyHull网站进行付款。你

可以在www.hull.ac.uk/money上找到我们

的在线付款条款和条件。

付款收据

付款后，可以登录MyHull网站查看和下载收据。 

如果你有相关问题，可以通过邮件发送到

studentfinance@hull.ac.uk，并提供以下信息：

1. 你的姓名、offer上的学号（Applicant ID）

2. 付款日期

3. 付款方式

4. Sort Code和付款银行帐号（如果适用）

5. 你可能拥有的任何其他参考

请记住，根据你使用的付款方式，大学最多需要

10个工作日才能收到你的付款*。

如何支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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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支付
赫尔大学不接受现金支付学费和住宿费。

被担保学生
如果你是被担保的学生，则在完成在线注册后，

需要提供担保的书面确认，需要上传担保人的

信/财务担保信以供审核。 请确认需要在担保

人信中包含哪些详细信息，或者如果你有任何

疑问，请通过sfssponsor@hull.ac.uk与我们联

系。

*大学不再给予以前支付全额学费享有的2%的折扣



学生和家长请注意，以下为常见支付骗局：

• 通过微信支付费用，特别是有人提供学费折扣，均非官

方收取

• 通过在中国的联系人支付费用

• 泄露MyHull网站个人登录的详细信息给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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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很有意义–这对你的未来来说是一笔了不起的投资。

如果选择“赫尔”，那就更有意义了，详见以下四个原因……

在赫尔 资助你的学业

加入我们的团队

经验薪酬双丰收

我们的许多学生对大学感到

非常自豪，以至于他们想通

过签约成为学生大使来向世

界介绍这个大学。他们可以

鼓励未来的学生，积极展现

校园并分享他们关于赫尔学

习生活的故事。在学习期间

有了工作经验，也获得了相

应的薪酬，并且在简历上也

很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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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Numbeo欧洲生活成本指数

¥高等教育毕业生2016/17学年的地点，由HESA于2018年6月出版

†所有数据来源于2019年11月24日的Numbeo.com

让你的钱在这里更有价值

数千个工作和有薪实习机会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完善的实习计划，你可

以在学习过程中灵活选择。我们每年招聘

数千个职位，并且可以为你提供成功申请

和面试所需的所有帮助。

我们将带你迈向成功之路

¥

提供奖学金
赫尔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许多奖学金，详情

请参考临行册第9月。了解更多信息，请咨

询官方微信号UoHChinaoffice。

2

1

3

4

赫尔 vs 伦敦
商品平均价格†

餐厅用餐

赫尔9.50英镑 | 伦敦15英镑

电影院观看

赫尔5英镑 | 伦敦12.75英镑

每月健身会员

赫尔23.77英镑

伦敦38.49英镑

（月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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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是英国最物有所值的城市之一。实际

上，我们是欧洲生活最平价的英国城市*。

因此，你会发现在这里花的钱比其他大学

花的钱少。

在赫尔，在完成学业的六个月内，我们有

97.9％的国际毕业生正在工作或继续深造。

市中心单床房

赫尔496.67英镑

伦敦1,699.17英镑



你的学生宿舍
自理或包餐、标准或豪华     日夜都安全的地方

单人房到一居室

独立卫浴或共享浴室

游戏室

大屏幕房间

音乐室

洗衣房

户外空间

免费高速WiFi

Westfield Court

130-210镑/周*

容纳1462名学生

可签41、43和51周
合同

 餐饮自理 独立卫浴WiFi 轮椅通道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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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tyard是标准间和豪华间的组合，

还有迷人的屋顶公寓。Westfield Court拥有

一系列高质量的宿舍，可为1462名学生提供

住宿。 Taylor Court是我们友好的小型学生

社区，在我们校园的中心，提供标准的单人

套房。 WiFi、水电费和保险费都包含在房租

中，因此每月只需支付一张简单的账单即可。

无论你的需求是什么，在这都将找到最适合

你的居住地。

你的安全和保障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除了闭路

电视、宿舍管理员、家庭教师和一名全职的校内警

官，我们还提供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安保服务。

我们的住宿保证

如果你是全日制，无人陪伴的学生，并且你在2020

年10月1日之前提出申请，我们保证你一定能住上学

生宿舍。

第一年以后你依然可以住在学生宿舍。如果你想在第

二年和第三年与朋友住在一起，我们有公寓可供团体

预订。如果你喜欢自己住，我们也有安静的街区可选

择。如果你在10月1日截止日期后申请，或对我们的

住宿选择有任何疑问，请通过rooms@hull.ac.uk联

系我们的校内住宿团队。

顶级设施与时尚风格

包括所有账单和个人财

产保险

可选自理型和包餐型

共用厨房

选择最适合

餐饮或自炊式、标准或豪华、 舒适或宽敞， 

我们拥有2,300多个校内宿舍可满足每个人

的需求。我们向所有赫尔学生开放-无论你

是第一年申请独立宿舍的学生，还是希望与

你的朋友一起住在我们公寓的第二年和第三

年的学生。



带独立卫浴卧室：

标准间和豪华间

屋顶露台独立卧室:

户外活动空间+一览城市风景

可选择自理型或包餐型

共用厨房

可预订的主厨式厨房

公共休息室

游戏室

自行车存放处

包括所有账单和个人财

产保险

免费高速WiFi

洗衣房

The Courtyard

147-210镑/周*

容纳562名学生

可签41、43和51周
合同

125 –135镑/周*

容纳288名学生

可签43周和51周
合同

虚拟参观我们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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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明亮、中心位置

Taylor Court
小巧、友好、便捷

12个独立楼区

带独立卫浴卧室

自助餐饮：
共用厨房/餐饮区

僻静的公共庭院

包括所有账单和基本个
人财产保险

免费高速Wifi

登录hull.ac.uk/virtualtour了解更多信息，
然后360度浏览你的住所。

请注意：所示价格为2020学年的价格。

有关最新价格和信息，请访问www.hull.ac.uk/accommodation。



语言课宿舍位于校内，方便大家的上课出

行。

正课宿舍

• 预订宿舍无需缴纳定金；

• 你需要签订合同才能最终确认你的住宿。一

旦签署了合同，你将不能违背合同；

•

 

如果你想与你的朋友同住，请在申请住宿时勾

选“friendship group”框。你需要能够列出希

望与之同住朋友的名字以及Applicant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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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我们为同学们提供形式多样、价格优惠、数量充足的学生宿舍。

语言课宿舍

申请住宿

如果你已经获得赫尔大学的offer并在系统内接受

offer，你将收到学校的宿舍预订邮件，请通过邮

件链接进入预定界面。

请添加官方微信号UoHChinaoffice获得宿舍申请

指南。

接受语言课offer后，你将会收到一封来自

学校的邮件，邀请你通过学校住宿网站预

订语言课宿舍。即使语言课程申请成功后，

语言课宿舍仍需要单独申请。

我们建议你在出发前付款，这样更方便

和安全；

如果你有家人或朋友陪伴并需要为他们

安排住宿，请发邮件至accomm@hull.a

c.uk，以获取建议；

其他特殊事宜请发送邮件至rooms@hull.

ac.uk咨询。

*注意：

1.

2.

3.

• 选择房型后，如果你还没签署合同，所预定房

间将为你保留15天，往后自行关闭订单；

*注意：

1. 合同一旦签署，将无法违背。后续我们接受换

    到校内其他宿舍，但无法取消；

2. 违背合同将有可能影响毕业后学位获取。



赫尔大学的学费和城市的生活费用

都是合理的。 与其他同类大学相比，

赫尔大学提供更多的学科和模块供

大家选择。 我的会计学位使我免于

参加9门ACCA考试，这是非常理想

的。在全球5%精英商学院学习，专

业度和含金量都是毋庸置疑的。”

赵浚淇

会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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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材料

•

•

•

•

•

•

•

UKVI

PASSPORT

旅行标签
在行李上贴上标

签，以便你轻松

识别-别忘了检

查行李限额。

你的行李箱我们建议你携带...

•

•

•

•

住宿

住宿相关文件，

包括你签署的租约合同。

旅途必备

• 基本的洗护用品和药物

•

笔记本电脑/计算机
笔记本电脑/计算机和充电器–你可以将英语设置为主要语

言选择（这将帮助你提高英语水平，并提前应对英国的日

常生活）

*注意

确保随身携带常用药品，

重要文件和贵重物品。

物品准备清单

20 |  hull.ac.uk

护照和签证

UKVI decision letter

CAS和递交的雅思原件

学费和生活费的资金证明，包括担保人信（如果你是被资助的学生）

录取通知书

四张护照大小的照片

管制药物的医疗许可证（如有）

舒适的衣服

学习用品-国内购买价格更优

手机和充电器

英标转换插头-240v带三针的

插头

（请向你的航空公司确认允许携带的物品）

现金，用于抵英后前几周的生活开支
（我们建议你不要携带大量现金）

赫尔（Hull）拥有各式各样

的商店-因此你将能够购买

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如果

你有想要携带到赫尔的个人

物品例如衣服、配件和书籍，

都可以放在行李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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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学们提前计划，

以确保你前往英国和赫尔的旅程更顺畅。

预订你的航班和机场接机服务。

签证完成后，就可以预订前往英国的航班。

届时你会收到我们的接机预订邮件，请根

据邮件上的提示预订学校的免费接机服务。

学校的员工和学生大使将会在机场等候你

的到来。

如果你选择自行从机场前往赫尔

准备来到赫尔

你必须在出发日提前10天预订此服务。 如

果你的预订晚于这个时间，我们将不能保证

及时接到你。你预订后，将会收到确认邮件。

我们还会在接近你的到达时间之前向你发送

一封包含更多详细信息的邮件。如果你的任

何详细信息发生更改，或者你因为其他原因

不能够使用接送服务，请通过airportarrivals

@hull.ac.uk与我们联系。

如果你在曼彻斯特机场的机场接机服务时间

以外到达，则可以直接乘火车前往赫尔。平

均而言，这趟旅程的费用约为50英镑。

如果你到达亨伯赛德机场或赫尔渡轮码头，

请联系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and Co

mpliance Team，我们将为你安排可靠的出

租车（自费）。如果你到达伦敦，则可以乘

坐火车从London King’s Cross车站直接前

往赫尔。

时间和价格因你到达哪个机场而异。你可以

在www.nationalrail.co.uk上找到时刻表和票

价。

开始注册并申请学生证

你将到校注册时亲自提取学生证。

我们会在你注册日期之前通过邮件发送你的

信息通讯详细信息，你很有可能在出发之前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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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学们提前计划，
以确保你前往英国和赫尔的旅程行程更顺畅。

预订你的航班和机场接机服务。

签证完成后，就可以预订前往英国的航班。

你可以使用我们的在线抵达前表格https://

uohss.formstack.com/forms/airport_pic

kup预订免费接送服务，机场接机服务为我

们抵达英国的国际学生提供欢迎的服务。我

们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大使将在机场等候你，

以帮助你完成旅程。

如果你选择自行从机场前往赫尔

准备来到赫尔

你必须在出发日提前10天预订此服务。 如果

你的预订晚于这个时间，我们将不能保证及

时接到你。你预订后，将会收到确认邮件。

我们还会在接近你的到达时间之前向你发送

一封包含更多详细信息的邮件。如果你的任

何详细信息发生更改，或者你因为其他原因

不能够使用接送服务，请通过airportarrivals

@hull.ac.uk与我们联系。

如果你在曼彻斯特机场的机场接机服务时间

以外到达，则可以直接乘火车前往赫尔。平

均而言，这趟旅程的费用约为50英镑。

如果你到达亨伯赛德机场或赫尔渡轮码头，

请联系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and Co

mpliance Team，我们将为你安排可靠的出

租车（自费）。如果你到达伦敦，则可以乘

坐火车从伦敦国王十字车站直接前往赫尔。

时间和价格因你到达哪个机场而异。你可以

在www.nationalrail.co.uk上找到时刻表和票

价。

开始注册并申请学生证

你将到校注册时亲自提取学生证。

我们会在你注册日期之前通过邮件发送你的I

CT详细信息，你很有可能在出发之前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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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Hull Paragon换乘站位于市中心，在同一

站点可轻松搭乘火车，长途汽车和本地巴

士。校园距离火车站和汽车站4公里。
www.thetrainline.com

公共汽车/大巴
可以通过国家快运公司（National Expre

ss）提供前往赫尔（Hull）的公共汽车，

并与其他国家和欧洲的服务转接站点。前

往伦敦的巴士在维多利亚车站下车。
www.nationalexpress.com

渡轮
赫尔通过海陆空与欧洲相连，P＆O渡轮每

天提供从赫尔到鹿特丹和泽布鲁日的全天

24小时服务，轮渡码头距离市中心约5.5公

里。www.poferries.com

亨伯赛德机场：距校园约40分钟路程，荷

航（KLM）每天有三班发往阿姆斯特丹史

基浦机场（Amsterdam Schiphol Airport）

的航班，使你可以直达全球800个目的地。

FRANCE

BELGIUM

NETHERLANDS

GERMANY

DENMARK

SCHIPHOL

MANCHESTER

HULL

EDINBURGH

LEEDS

LONDON
CARDIFF

利兹布拉德福德国际机场：距校园约1小时

30分钟。

曼彻斯特机场：距校园约2小时车程。

www.humbersideairport.com

www.leedsbradfordairport.co.uk

www.manchesterairport.co.uk

伦敦希思罗机场：乘火车到校园大约需要4

个小时。www.heathrow.com

赫尔大学临行指南 | 23

火车
Hull Paragon换乘站位于市中心，在同一

站点可轻松搭乘火车，长途汽车和本地巴

士。校园距离火车站和汽车站4公里。

www.thetrainline.com

公共汽车/大巴
赫尔的公路四通八达，甚至能带你前往欧

洲大陆。伦敦的维多利亚车站（Victoria 

Station）为你提供往返于赫尔的大巴。

www.nationalexpress.com

渡轮
赫尔通过海陆空与欧洲相连，P＆O渡轮每

天提供从赫尔到鹿特丹和泽布鲁日的全天

24小时服务，轮渡码头距离市中心约5.5公

里。 www.poferries.com

飞机

亨伯赛德机场：距校园约40分钟车程，荷

航（KLM）每天有三班发往阿姆斯特丹史

基浦机场（Amsterdam Schiphol Airport）

的航班，使你可以直达全球800个目的地。

FRANCE

BELGIUM

NETHERLANDS

GERMANY

DENMARK

SCHIPHOL

DUBLIN

BELFAST

MANCHESTER

HULL

EDINBURGH

LEEDS

LONDON
CARDIFF

利兹布拉德福德国际机场：距校园约1小时

30分钟车程。

曼彻斯特机场：距校园约2小时车程。

www.humbersideairport.com

www.leedsbradfordairport.co.uk

www.manchesterairport.co.uk

伦敦希思罗机场：乘火车到校园大约需要4

个小时。 www.heathr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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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英国后，你需要做以下七件事：

你到达时

打电话回家报平安

获取BRP卡

亲自参加入学注册

完成警察局注册登记

参加欢迎周和开学仪式

开设英国银行帐户

完成医院账户注册

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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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英国后，你需要做以下七件事：

你到达时

完成警察局注册登记

领取BRP卡（学校ACL Code：2HE437）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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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英国银行帐户

打电话回家报平安

亲自参加入学注册

参加欢迎周和开学仪式

完成医院账户注册



学生支持

我们知道，在陌生的环境中开始新

生活并远离朋友和家人，是一件不

容易，并且需要勇气的事。

不管你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我

们校内经验丰富的团队会为你提供

支持。

如果你需要与专业老师谈谈你的心

理健康方面，可以发送电子邮件至

studentwellbeing@hull.ac.uk，或

者致电01482 462 222（转接5）

进行预约，亦或者访问Central Hu

b团队，位置在学生中心一楼。

你还可以从www.hull.ac.uk/supp

ort获得我们其他支持服务的详细

信息-从财务建议到学习帮助。

我们鼓励你参加学校的开学典礼和

各类讲座，其中说明了所提供服务

的详细信息以及如何使用它们。

学生支持

我们知道，在陌生的环境中开始新

生活并远离朋友和家人，是一件不

容易，并且需要勇气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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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我

们校内经验丰富的团队会为你提供

支持。

如果你需要与专业老师谈谈你的心

理健康方面，可以发送电子邮件至

studentwellbeing@hull.ac.uk，或

者致电01482 462 222（转接5）

进行预约，或者访问Central Hub

团队，位置在学生中心一楼。

你还可以从www.hull.ac.uk/supp

ort获得我们其他支持服务的详细

信息-从财务建议到学习帮助。

我们鼓励你参加学校的开学典礼和

各类讲座，活动中提到了很多学校

各部门提供的服务等详细信息以及

如何使用它们。



Our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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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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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项 说明

到达 新生抵达赫尔并入住学生宿舍。

新生大会

学校简报和集中指导-包括福利、
签证和移民、HUU、校园体育、
国际办公室以及消防与健康安全。

新生注册 学生前往学校注册。

语言课程开始日期

你将在被分配的日期注册 学位课程注册

9月到达的学生将被分配一个入学
名额来注册你的学位课程，语言课
学生通过考试后同样会被分配一个
入学名额注册学位课程。

9月21日 适应周

9月28日 第一学期开始

为了帮助你计划到达赫尔的行程，请参照以下开学周活动和时间表，

新生必须参加以下所有活动安排。

此表有可能会有更新，请访问www.hull.ac.uk以获取最新信息。

收集你的BRP卡
你的UKVI签证申请决定信将说明你需要
去领取BRP的地点和领取日期。

前往学校报名
注册是确认你是赫尔大学学生的必经过程。
只有在你注册完成的情况下，才能参加课
程并获得你的分数。

到校前线上完成预注册，你可以检查大学掌握的有
关你的个人信息是否正确，还可以上传将用于学生
证的照片。
我们将在你到达之前与你联系，以告知你注册时间
和入学活动。你应该尽快完成注册过程，CAS上会
说明你可以注册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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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周行程安排

6月11日 、7月9日 
8月6日、9月18日

6月12日、7月10日
8月7日、9月19日

6月12日、7月10日
8月7日

6月11日、7月9日
8月13日

我们将向你的个人邮箱发送一封邮件，以告知你在
到达之前完成注册流程所需采取的措施。在此过程
中，你将能激活你的大学IT帐户。 



向警察注册

开设英国银行帐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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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将在抵达英国后的7天内向当地警察注册。
注册后不久，我们将通过邮件向你发送更多信息。
警察注册会议将在大学举行，因此无需前往你当
地的警察局。

我们建议你在头两个星期内开设银行帐户。如果
你还没有决定，赫尔有几个不同的银行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以下其中一个银行。
赫尔可用的银行有：

• 
•  

•  

•  

•  

• 
 

• 
 

Barclays
Natwest
TSB
Lloyds
HSBC
Yorkshire
Santander

如果你只学习六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则开立银行
帐户可能会更加困难。但是，有些银行可能会为
学生提供基本或储蓄帐户。

要在英国开设银行帐户，通常需要提供：

身份证明-通常是你的护照

你在本国的永久居住地址的证明
-可以在你的录取通知书上注明

你可以从学生中心一楼的Central Hub
获得银行信件

在英国开设银行帐户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因此
带上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前几周的开支很重要。

你在赫尔（Hull）的住所证明
-这可能是你的住宿合同复印件

• 

我们建议你携带300英镑左右。
出于安全原因，不建议携带大量现金。

社区医院注册

在英国留学后，你可以免费获得国家卫生服务
（NHS）的医疗保健服务，并向NHS医生注册
-在英国被称为全科医生（GP）。

抵达英国后，你应该立即进行GP注册-不要等
到你感到不适后，因为你可能无法及时获得所
需的医疗保健。要在你居住的地方附近找到医
生，请访问NHS服务www.nhs.uk，然后在搜
索框中输入邮政编码（你也可以寻找牙医和医
院）。请注意，处方、牙科治疗、特定疫苗接
种和眼科检查/护理都要收费。

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以下网址：
www.ukcisa.org.uk/Information--Advice/S
tudying--living-in-the-UK/Health-and-he
althcare

你是否有接种脑膜炎ACWY疫苗？
作为新生，你属于高危人群，特别是在学期的
前几周。如果你未满25岁，则需要在到达之前
接种，如果没有，请在到达后尽快接种。

你是否进行过麻疹，腮腺炎和风疹（MMR）
疫苗接种？

麻疹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的严重疾病。今年，在英
国未接种疫苗的人中有几起麻疹暴发。为了防止
麻疹和其他疾病（包括腮腺炎和风疹），你需要
接种两剂MMR疫苗。请在抵达之前接种或抵达
时尽快接种这些疫苗。



学术支持

学术技能团队

研究生支持
作为国际研究生，你已经具备一些学习和研究
技能-因此我们的支持将帮助你管理时间并有效
地工作。

我们在以下方面提供支持：

•

•

•

•

•

•

•

•

•

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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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们的新国际学生之一，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英国的学术系统。

我们提供许多服务，使你的学习变得更轻松。

如果你对学习有任何疑问，请询问，我们将很乐意为你提供帮助。

在我们的授课课程中，你将与学术老师在讲座和
研讨会上有直接沟通，随时欢迎你提出问题。在
我们的授课和研究课程中，全程都有指导课，还
有学术支持导师可以一对一进行辅导。

你的学习拥有导师指导，基于他分享的学习经验
使你获得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还将为你
提供有关进度和特定工作的宝贵反馈。他们可以
为你推荐适合的学生咨询服务，以获取你需要的
其他任何支持。

首先，在新环境学习是一个挑战，更不用说在新
国家学习。在赫尔，我们了解这些挑战并为你提
供更多支持。

技能团队位于图书馆中，为学习和研究技能提供
了广泛的帮助。

它包括自助在线资源，专业研究生研讨会，甚至
是个人预约。我们通过邮件，Skype，电话或亲
自提供学术写作、批判性思维和参考等方面的支
持。

你可能还需要帮助来学习新的研究方法，使用
研究工具并了解如何有效地管理，分析和报告
数据。

制定搜索策略

查找优质期刊文章

管理参考文献

快速阅读

如何批判性地写作

有效的数字研究

时间管理

数据分析工具

准备论文

技能团队会提供保密和友好的帮助，以支持你
的学术学习技能需求的各个方面。 我们为所有
学科的所有研究生提供支持-因此，当你需要计
划、分析和报告学习方面的帮助时，请咨询我
们。



语言支持
由英语为母语的老师和同学举办英语速成班。
你可在Shoosmith语言学习中心轻松获得这
些英语学习课程，非常欢迎学生与我们的学
习志愿者一起练习英语。

职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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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需要在开始学期之前提高英语技能，
我们提供一系列适合你需要的课程-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见
www.hull.ac.uk/englishlanguagesupport。

职业团队将帮助你发展所需的技能，经验和
信心，从而为你的职业生涯提供先机。 我们
将帮助你探索各种选择，找到适合你的地方，
并迈向你所热爱的职业。你可以向专家学习
如何申请工作，准备面试并给未来的雇主留
下深刻印象。

国际学生大使计划
国际办公室招收学生，以帮助招收国际和欧盟
学生进入大学。这些职位是兼职形式，职责可
能包括打电话或发送邮件给申请人和询问者；
参与申请人和询问者的在线聊天；帮助校园活
动；帮助迎宾/到达活动；办公室管理; 并支持
任何其他国际招聘活动。在这些角色中，学生
可以发展其文化意识、沟通、人际关系、客户
服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了解有关该计划的更多信息，请发送邮件至
international@hull.ac.uk。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你的社团
社团里有和你共同兴趣的学生们，它为你提供
了结交新朋友的机会，并且能更好的发掘你的
激情和才华。社团的选择有很多，例如最受欢
迎的辩论协会或表演艺术社团。但也有一些别
的社团，例如《神奇宝贝》社团、动漫社团、
《神秘博士》和《权力游戏》社团等等。

•

•

•

•

•

•

•

•

•

•

•

•

•

体育活动

你可以参与各种活动-从社团和体育活动到志愿服务和媒体活动，一应俱全。

学校会定期举办展览会，所有活动团体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作品。

这是一个分享感受和心得的好时机，你也将会结识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社团与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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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有许多国际主题社团，包括:

非洲加勒比海学生社团

亚洲社团

中国学生学者社团

印度教社团

香港社团

伊斯兰社团

日本社团

韩国文化社团

科威特学生社团

马来西亚学生社团

沙特社团

泰米尔社团

越南学生社团

阿拉姆体育中心是我们校园新的体育中心，拥有
全新的设备，是赫尔体育的所在地。斥资1600万
英镑的重建工程于2019年4月完工，体育中心包
含12个体育馆、120间健身室、舞蹈和健身室、
力量和空调配件以及配备带球场侧更衣室的泛光
3G球场。我们拥有50多个运动联盟俱乐部，将提
供美式足球、轮椅篮球等各种服务。

我们的俱乐部每星期三都参加英国大学体育学院
（BUCS）联赛。因此，如果你喜欢比赛，那就在
场上一展风采。我们的许多非BUCS团队也可参加
当地联赛或其他级别的比赛，所以无论你是经验丰
富的竞争对手还是只是初学者，我们都为你提供了
一个理想的选择。

我们所有的俱乐部都很友好，并且一年四季都开放
给任何人参加。他们在运动的同时组织社交活动，
包括参加我们每周的俱乐部之夜-塔楼。不仅如此，
我们还提供许多校内联赛（与赫尔大学内的其他团
队竞赛）。

其他活动

除了运动队和社团之外，还有许多其它类型的活动。
你可以通过学生领导的赫尔大学社会服务组织成为
当地社区志愿者，你可以为Hullfire报纸、广播和电
视做出贡献，这些活动也是由学生主导的，并提供
在媒体环境中实践的绝好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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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weather pitches



†欧洲2019年生活成本指数

*www.gq-magazine.co.uk/article/hull-city-guide

赫尔已经成为英国最受关注的
目的地之一，而原因很简单。 
比大城市更友好、更实惠，能
看能做的又很多，会让每个人
都有家的感觉并做自己喜欢的
事。

城市风光
Queen Victoria Square

赫尔是性价比最高
的英国城市#1
“赫尔是英国最幸福
的城市之一。”（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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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ll fair

1



 The Deep

 Humber Street Sesh

充满生机、色彩和文化

喜欢美食？
你会爱上赫尔的

还有更多要看的地方
和要做的事情

Humber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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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口味，Thai 
House, Marrakech 和 The Greek都在
附近的王子大道上。在市中心，您会发
现1884 Tapas，Tapasya和Kardoma
h94。

位于旧城区的Hitchcock's 和纽兰大道
的ZooCafé是素食主义者的最爱。 对于
汉堡爱好者来说，一定要去KerbEdge、
Head of Steam、Dope Burger和Shoo
t The Bull。 正如Bob Carver有着著名
的炸鱼和薯条一样。

期待大量的艺术，电影，喜剧，摄影，科学，
文学，音乐等等。

充满气氛的老城区提供温馨的咖啡厅，传统
酒吧和屡获殊荣的博物馆区，而海滨水果市
场区则是充满活力的精品市场，音乐场所和
美术馆的文化枢纽。

靠近校园的学生区是时尚的人行道咖啡馆，
有趣的餐厅，波西米亚风的商店和现场音乐
表演场所的生动结合。

另外，赫尔每年都会举办诸如Freedom Fes
tival、Humber Street Sesh和Pride之类的大
型活动。

位于市中心的圣史蒂芬（St Stephen）耗资2
亿英镑的开发项目是购物者的天堂，而萨维尔
街（Savile Street）和赫普沃斯（Hepworth）
的商场（Arcade）拥有名牌服装和一次性精品
店。

赫尔还拥有The Deep，世界上唯一的潜艇海洋
馆，四个综合电影院，全新的音乐会场馆，举
世闻名的赫尔卡车剧院，赫尔城的冠军足球赛，
两个橄榄球联赛俱乐部，蹦床公园，冰上竞技
场等等 。



 Beverley Minster

 Scarborough

 Hull Ma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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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verley Minster

 Scarborough

 Hull Ma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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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到乡村

绿色的乡村，美丽的村庄，美丽的海滩，宏
伟的豪宅和迷人的集镇：东约克郡都拥有一
切景色。

附近的贝弗利（Beverley）拥有宏伟的哥特
式大教堂，鹅卵石铺成的街道，古怪的独立
商店和时尚的餐厅。

我们屡获殊荣的海滨度假胜地-Bridlington，
Hornsea和Withernsea-全都有沙滩和宜人
的海滨长廊。

我们拥有开阔的草原，狂野的海岸线，平缓
的丘陵和迷人的山谷，这是英国最美丽的地
区。

 The Humber Bridge

 Spurn Point

赫尔（Hull）拥有高效的交通网
络，可轻松抵达约克、利兹和曼
彻斯特等城市，并且是探索英国
其他地区和欧洲大陆的理想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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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学生铁路卡探索约克郡，
享受火车票价的1/3折扣www.
16-25railcard.co.uk

远离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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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brochure is provided 
by the University of Hull, and is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We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keep the 
information up to date and correct. But we 
make no representations o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ed or implied. Whether about the 
completeness, accuracy, reliability, suitability 
or availability with respect to the publication 
or the information, products, services or 
related graphics contained in the publication 
for any purpose. Any reliance you place on 
this information is strictly at your own risk.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introduce changes 
to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our publications. 
As well as adding, withdrawing, relocating or 
restructuring courses. 

In no event will we be liable for any loss or 
damage.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loss or damage. Or any loss 
or damage whatsoever from loss of data or 
profits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use of this publication.

For the latest on our programmes, please 
go to the referenced course pages on our 
website. 

We use role models, not models

You will find no models in this publication. 
The people you see on these pages are our 
students, and we are proud of them. 

Tell us what you think 

Please write to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s, University of Hull, 
Cottingham Road, Hull, 

 
HU6 7RX, UK. 

英国国际学生事务理事会（UKCISA）

英国国家卫生局（NHS）
www.nhs.uk

学生中心
www.hull.ac.uk/centralhub
support@hull.ac.uk
+44（0）1482 462222

学生财务
www.hull.ac.uk/money
hefunding@hull.ac.uk

签证团队
immigration@hull.ac.uk

住宿部门
www.hull.ac.uk/accomm
rooms@hull.ac.uk

各部门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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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联邦办公室（FCO）
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
/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ukcisa.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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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Hull
Cottingham Road
Hull, HU6 7RX
United Kingdom

网站：

电话：021-52342851

邮箱：chinaoffice@hull.ac.uk

微信：UoHChinaoffice

www.hull.ac.uk(英文)
www.hullchina.com（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