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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兰卡斯特大学
全球学生大家庭
—

作为一所10强大学，兰卡斯特大学一方面秉承“
高标准”的治学原则，另一方面向所有人敞开认
知世界的大门。我们不断挑战，助力学生迈向全
新的高度。同时，我们还为学生学习、探索及职
业规划提供帮助和支持。来兰卡斯特大学莱比
锡校区学习，你将加入一个全球大家庭，这个大
家庭力争树立全球影响力，提高生活质量，改善
周边环境。

兰卡斯特大学被《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
报》联合发布的“2020年优秀大学指南”评为“
年度国际大学”。这彰显了我们向全世界输出英
国高等教育的卓越成绩及提供全球学习体验的
满腔热情。

兰卡斯特大学与世界各地的机构建立了合作伙
伴关系，确保我们的教育教学引领学生站在知
识的最前沿，并培养在全球就业市场上极具竞
争力的毕业生。

兰卡斯特大学有四大合作校区，均可授予兰卡
斯特大学学位。这四大合作伙伴位于中国、加
纳、马来西亚以及最近成立的兰卡斯特大学莱
比锡校区。

兰卡斯特大学莱比锡校区生机勃勃，为学生提
供各种机会。学位课程面向德国、欧盟和国际学
生开放，我们在开放包容且经济繁荣的德国城
市营造真真切切的全球氛围。

加入我们这个令人兴奋的国际大家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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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0

第128位
世界排名第128位**

全球5个校区

与60个国家的合作伙伴研究

英国大学 
排名前十*

*《泰晤士报》、《卫报》和《2020年完全大学指南》
**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
†《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2020年优秀大学指南”
††2019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HE）欧洲教学排名

10

兰卡斯特大学

年度国际大学†

教学质量欧洲排名††

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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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pzig
60万人口

37,000

4 4个机场， 
2小时可达

莱比锡有3.7万名学生

莱比锡有

德国甲级 
联赛足球队

1

莱比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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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pzig莱比锡 50
70

1,200多

120公顷

莱比锡有50个博物馆和
美术馆

乘火车到柏林
仅需70分钟

家餐厅和咖啡馆

的林地和公园、高尔夫球
场、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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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
英国学位
—
新校园令人兴奋，她将带你进入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

！这是一所顶尖的英国大学，坐落于德国莱比锡，这里

热情包容、充满活力、丰富多元。

在德国学习可谓“机遇满满”，毕业后可额外居
住18个月。学生可利用这段时间在德国找到一
份永久性工作。此外，莱比锡有绝佳的铁路网和
四个较近的机场，是理想的旅游出发地，从这里
探索欧洲其他地区轻松便捷。

兰卡斯特大学是英国顶尖大学，在三大全英联
盟排名中均排名前十，并在2020年QS世界大学
排名中位列第128名。然而，兰卡斯特大学给予
你的不仅仅是排名；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指导
和积累的经验同样重要。

兰卡斯特大学是一所真正的国际化大学，在英
国、加纳以及德国设有校区，并在马来西亚和中
国与院校合作，共同授予学位。

学生顺利毕业后将会被授予兰卡斯特大学学位
证书，并终生作为兰卡斯特大学全球大家庭的
一份子。

为什么选择兰卡斯特大学莱比锡校区？ 

1. 名列前茅的英国大学在欧洲大陆。

2. 蓬勃发展的德国经济有助于学生毕业后的
发展。

3. 莱比锡是一座吸引人的学生友好型城市，生
活费用不高。

4. 在学习英语的同时获得德语指导。

5. 通过陆路、铁路和空路多种交通方式环游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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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艺术、文化、创造力和人口多元化，

莱比锡常被称为德国首都柏林的微缩版。

莱比锡并不大，学生可轻松地在城市中步行、骑自行车或
跳上一辆大型电车，电车每隔几分钟发一趟。

莱比锡Auenwalk是一个面积广阔的公园，从北到南贯穿
整个城市，是休闲娱乐的好地方。莱比锡的水路网交织在
一起，通往城市南部的人工湖。Cospudener湖是莱比锡
最受欢迎的一个游泳胜地。

喜欢购物吗？这里有大型的步行街区，众多商店和店铺供
你选择。餐馆延伸至户外用餐空间，营造出绝佳的社交氛
围，与朋友一起放松身心。菜肴多种多样，满足每个人的
味蕾。

莱比锡特别适合年轻人。外来人口发现，无论在生活、工
作还是学习方面，莱比锡都是一座有吸引力的城市。兰
卡斯特大学莱比锡校区让学生有机会在这座城市安个新
家。

在“迷你柏林”
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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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柏林

莱比锡



在“迷你柏林”
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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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工业中心
—
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仅次

于美国、中国和日本。

萨克森硅谷（Silicon Saxony）
是欧洲规模最大、全球第五大的

微电子产业集群，而莱比锡正好

位于萨克森州。

大众、安联、西门子、宝马和

E.ON均为德国品牌，拥有数十万
名员工。

失业率仅5.7％

机械、车辆和家用设备主

要出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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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的
工作机会
—
在德国学习的学生，可在毕业后

申请为期18个月的毕业生居留许

可。 

学生可申请居留许可，并花些时间来寻找与所学
专业相关的工作。期末考试结束后可立即申请该
居留许可。
在这18个月里，你可以从事不同形式的工作，以
维持生活并为求职提供资金支持。如果在18个
月后未找到工作，则须返回祖国。如果顺利找到
工作，则可申请长期居留许可。

申请兰卡斯特大学 
莱比锡校区

在兰卡斯特大学 
莱比锡校区攻读学位

毕业时授予相应的 
兰卡斯特大学学位

毕业后，立即申请为期
18个月的居留许可

在德国开启 
职业生涯

3

5

1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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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技能——
拓宽机会
—

通常，掌握第二语言或第三语言有助于拓宽就

业机会并提高收入。

兰卡斯特大学莱比锡校区帮学生树立全球影响
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向所有学生开设会话
型德语课程。

学生用英语学习，并使用英语与同学和专家学
者交流，但我们希望学生融入在莱比锡的氛围
中；学语言是融入城市的一个好办法。

9500万人口以德语为母语，德语因此成为欧
洲第二大最流行的语言，仅次于英语。在全世
界，1000-1500万人口以德语为第二语言。

想象一下，未来在你的简历上注明母语、英语水
平以及德语会话能力，这将使你在求职道路上
极具吸引力。

我们的学术团队竭诚为你服务，确保你在求学
期间在专业学术和语言技能两方面均取得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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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en Morgen早上好

Guten Tag美好的一天

Vielen Dank非常感谢

Nein否

Hallo你好

谢谢 Danke

Bitte请

Ja是

一些帮你入门的
基本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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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详情

学位： 理学学士（荣誉）

学制： 三年（部分地区的学生
需额外学习一年本科预
科课程）

校区： 莱比锡

语言： 英语

英语要求： 本科一年级 – 商科方
向：雅思6.5分（单项不
低于5.5分）

本科一年级 – 计算机方
向：雅思6.0分（单项不
低于5.5分）

本科预科课程：雅思5.5
分（单项不低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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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卡斯特大学莱
比锡校区攻读学位
 —
学位课程有两种入学途径：本科直录和本科预科课程。

理学学士 
（荣誉）
会计与金融

理学学士 
（荣誉）
计算机科学

本科预科课程
商业

本科预科课程
计算机科学

一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三年级

理学学士 
（荣誉）
商业管理

理学学士 
（荣誉）
软件工程

两种入学途径

两种入学途径

会计与金融 / 商业管理

计算机科学 / 软件工程



会计与金融专业在英国

排名第八

《泰晤士报》和《星期天泰晤士
报》“2020年优秀大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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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日期

2021年1月
仅本科预科课程

2020年9月
本科直录一年级
本科预科课程

学费（每年）

本科直录一年级
本科预科课程

国际学生：15,000欧元

欧盟学生：9,000欧元

为什么选择在德国学习商学或会计？

德国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商业中心之一。完善

的基础设施和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有助于确保可

持续的商业成就。德国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全

国约有8万家外国企业。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

会计与金融 
—
如果你喜欢数字，并渴望学习扎实的知识获得强大的技
能，以便了解商业世界，那么会计与金融专业是你的理想
选择。可依托于企业的真实数据进行研究，并了解有关通
货膨胀、成本和定价等经济问题的更多信息。

会计与金融专业为你提供商业领域最令人兴奋且待遇丰
厚的职业机会。因此，该领域的学位课程吸引很多才华横
溢且雄心壮志的学生。该学位经英国会计机构认可，毕业
生可免考很多重要的职业考试。

课程包括：
• 会计与金融概论
• 经济学原理
• 会计信息系统与审计
• 金融学原理

 在线获取完整的课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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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学士（荣誉）商业管理
—
兰卡斯特大学的多学科商业管理专业让学生有机会探讨
商业和管理的不同领域，帮学生全面且深刻地了解企业和
管理者的运作方式。

学生将学习当代管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并培养相关技能、
强化意识，以便成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 

课程包括：
• 数据分析
• 商业分析
• 市场营销
• 会计与金融
• 战略管理
• 领导力
• 人力资源管理
• 创业
 
 在线获取完整的课程指南

开学日期

2021年1月
仅本科预科课程

2020年9月
本科直录一年级
本科预科课程

学费（每年）

本科直录一年级
本科预科课程

国际学生：15,000欧元

欧盟学生：9,00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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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在德国学习计算机技术？

毫无疑问，德国ICT市场在欧洲规模最大。德国既
是创新推动者，也拥有计算机、通信和安全领域非

常广泛的客户群。“德国制造”是品牌的象征，在全

球市场上意味着质量过硬、创新和专业技术。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 

理学学士（荣誉）计算机科学
—
计算机科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应用范围广，职业路
径多。本课程旨在探索创新实验型计算机科学的相关理论
和实践，培养学生获得全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课程包括：
• 数字系统
• 软件开发
• 计算机科学基础
• 信息系统
• 高级编程
• 计算机网络
• 人工智能
• 人机交互
 
 在线获取完整的课程指南

开学日期

2021年1月
仅本科预科课程

2020年9月
本科直录一年级
本科预科课程

学费（每年）

本科直录一年级
本科预科课程

国际学生：15,000欧元

欧盟学生：9,00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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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学士（荣誉）软件工程
—
软件工程师是编程架构师，运用计算机科学、工程和数学
分析来设计和开发复杂且关键的大型软件系统。

本课程培养学生夯实计算机科学的专业知识，并培养软件
工程和设计行业所需的专业技能。

课程包括：
• 数字系统
• 软件开发
• 计算机科学基础
• 信息系统
• 高级编程
• 计算机网络
• 软件设计
• 人机交互

 在线获取完整的课程指南

开学日期

2021年1月
仅本科预科课程

2020年9月
本科直录一年级
本科预科课程

学费（每年）

本科直录一年级
本科预科课程

国际学生：15,000欧元

欧盟学生：9,000欧元

毕业生前景在英
国位列第三名
《卫报》2020年大学指南



兰卡斯特大学莱比锡校区  |  23 



24  |  兰卡斯特大学莱比锡校区



开学日期

2020年9月

2021年1月 (只有2学期课程)

2021年6月 (只有3学期课程)

 
学费（每年）

2学期课程 
国际学生：15,000欧元 
欧盟学生：9,000欧元

3学期课程
国际学生：18,500欧元 
欧盟学生：12,500欧元

 
英语语言要求：

2学期课程 
雅思总分5.5（单项不低于5.5分）
或同等的托福、PTE、IB等成绩

3学期课程
雅思总分5.0（单项不低于4.5分）
或同等的托福、PTE、IB等成绩

 
衔接的本科学位

理学学士（荣誉）会计与金融
理学学士（荣誉）商业管理
理学学士（荣誉）计算机科学
理学学士（荣誉）软件工程

2学期的课程选项

本科预科课程： 
商业管理 / 会计与金融
• 学术英语和技能
• 会计与金融原理概论
• 经济学概论
• 商业量化方法概论
• 管理学概论
• 市场营销概论

本科预科课程： 
计算机科学 / 软件工程
• 学术英语和技能
• 计算机技术与编程概论
• 应用开发
• 计算机技术与通信的发展
• 面向计算机科学的数学

3学期的课程选项

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可以申请入读我们3学期的本科预
科课程。
   

其他入学路径—— 
本科预科课程
—
本科预科课程专门针对需要额外学习一年方可满足本科课
程学术或英语入学要求的学生，旨在传授学术知识和沟通
技巧，帮学生为攻读心仪的学位课程做好准备。

读本科预科课程的确会增加学习时间，但在莱比锡的这段
时光会让学生在学术上收获颇丰，树立自信心，了解这座城
市，与导师建立联系，最终达到攻读学位课程的各项标准。
这是一个额外的入学路径，帮学生踏上攻读高质量的兰卡
斯特大学学位之路。

一年两次入学时间，开设四个学位课程。课程内容由兰卡
斯特大学负责设计，由社会公认且备受信赖的教育机构纳
维负责授课，学生在兰卡斯特大学莱比锡校区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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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是学生面临的一项重要决策；在新家

感到幸福与安全至关重要。不仅要有一个

住所，重要的是沉浸在安全、利好、优质

的环境氛围中，就像“远方的家”。

莱比锡提供公共住宿和私人住宿。住所遍布整个城市，我
们可向学生推荐最适合的住宿方案；这里有很适合你的
房间！

刚来莱比锡的学生，我们推荐非常炫酷、丰富多彩且热情
包容的莱比锡BaseCamp。莱比锡BaseCamp需要你多
走几步路上学，但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提供24小时服务，
健身房设施完善，并在住宿期间分配一辆自行车。

注意：BaseCamp是私人住宿供应商，选择预订后，直接
与BaseCamp联系合同事宜，但我们全程提供帮助。

指示性费用

单间公寓，无厨房（19-23平方
米）
450欧元/月/单间公寓，全包

单间公寓，带厨房（18-23平方
米）
495欧元/月/单间公寓，全包

单间公寓（大），无厨房（27平方
米）
565欧元/月/单间公寓，全包

让莱比锡成为
你的新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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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和 
签证流程
—
满足录取通知书列明的
所有要求，并收到无条
件录取通知书。

可领取德国留学签证时，系
统会通知你。拿到签证后，
请立即检查所有详细信息是
否正确。拿到签证后，请及
时通知我们。

仔细阅读无条件录取通知书，
并参考网上的条款与条件或录
取通知书所附内容。

准备签证面试所需的所有资
料，并多次检查无误！

将填写完整的接受表格
发送至admissions@
lancasterleipzig.de。缴纳
课程押金。

在规定的日期和时间参加签证
面试。确保随身携带所有相关
资料。

1

2

3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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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你最近的德国大使馆进行
签证面试。确定日期可能需要
一段时间，请尽早申请。

收集并检查所有签证申请文
件。访问德国联邦外交部网站，
了解最新信息。

为出发做准备，准备迎接在兰卡斯
特大学莱比锡校区激动人心的新
生活！

仔细检查与签证申请有关的
财务要求。需要证明在安全的
银行帐户中留有足够的资金。
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详细信
息。

4

5

6

!

10

抵达莱比锡，完成入学注册，参加新生培
训活动。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开始
学习之旅，朝着名校学位奋斗！

获得德国留学签证需要三个月的

时间，请尽早准备并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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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 中国

—
大陆地区高中毕业证和高考成绩不足以申请直录本科大一；

申请人需要获得额外的文凭，如成功完成本科预科课程。

对于申请入读本科预科课程，我们要求申请人：

• 成功完成高二并获得至少均分75分的成绩（申请商科专业方向要求均分80
分），其中，数学科目至少均分70分；或

• 成功完成高三并获得至少均分70分的成绩（申请商科专业方向要求均分75
分），其中，数学科目至少均分70分。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

签证申请与德国驻华使馆文
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 
(简称审核部APS）

—
审核部APS是由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简称DAAD）在北京
共同合作成立的服务机构。审核部APS是中国学生前往德国留学的大门。当申请
人通过了材料审核，并参加面谈后便可以获得审核证书，该证书是德国高校录取
中国学生的前提条件之一。拥有证书即表明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是真实的，
并且在中国取得了足够的学习成绩用以申请德国大学。但是，如果您想在兰卡斯
特大学莱比锡校区学习的话您将不必提供审核部APS证书申请入读。兰卡斯特
大学是英国大学，按英国的法规办学。

您将使用兰卡斯特大学莱比锡校区的正式录取通知书到德国大使馆申请德国D类
长期签证。我们很乐意指导您并回答您任何签证问题直到您成功完成签证申请并
获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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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lancasterleipzig.de， 
了解更多信息并在线提交申请
 
邮箱：info@lancasterleipzig.de

Lancaster University Leipzig,
Die Post, Augustusplatz 1-4,
04109 Leipzig, Germa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