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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选择英国诺丁汉中央学院! 

 首先衷心地感谢你选择英国诺丁汉中央学院！此行前说明包含了起飞英国前、抵达英国以及

到达英国后的注意事项，让你对于留学英国有个充分的心里准备。另外此说明书还介绍了相关的

英国文化，让你对于中英文化的差异有更深入的了解。 

 

 请仔细阅读本册并随身携带。 

 

 更多关于学校、课程和学校相关服务等信息会在报道注册的介绍会上跟你一 一说明。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招生:  

 
Mrs Ha Nguyen 

电话： +44 115 884 2489 

邮箱： ha.nguyen@centralnottingham.ac.uk 

 
Mr Paul Klotschkow 

电话：+44 (0)115 884 2804 

邮箱：paul.klotschkow@centralnottingham.ac.uk 

 
 

住宿和学生福利:  

 
Ms Marlys Murray 

电话： + 44 (0)115 8842536 

邮箱：marlys.murray@centralnottingham.ac.uk 

 
 

学校官方QQ、微博和脸书 Facebook 

 

QQ： 2560866036 

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CentralCollegeNottinghamInternational?fref=ts 

微博账号：Central College Nott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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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清单 

必需随身携带的材料 
 

 有效护照 

 有效签证 

 机票   

课程/录取通知书 

 

 学校录取通知书 

 CAS （学校录取确认函）  

 申请签证时递交的学术成绩单和雅思成绩单原件 

资金证明 
 

 银行存款单（证明你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你在英国期间的学习和生活） 

钱 
 

 英镑 （开当地银行账户需要时间，所以请随身携带一小部分英镑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银行卡/ 国际信用卡 

住宿 
 

 住宿预定确认信（如果你已经向学校预定了住宿） 

接机 
 

 接机确认单 （如果已经向学校预定了接机服务） 

保险和紧急求救电话 
 

 请确认已经购买旅游和医疗保险，并且随身携带以备英国边境局检查 

个人物品 

 

 英国相对来说天气比较干燥和寒冷尤其是冬天，所以请带好保暖衣服 

 转换器 

 手机 

 药 （如果你目前正在接受药物治疗请带上药品包装盒，以免在出关通道被检查） 

 请认真核对此清单，确保起飞英国前没有任何遗漏。 

 注意: 起飞前请仔细检查并随身携带以下所有文件，因为入境时可能需要出示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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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录取学校会通过邮件形式发送给你学校录取确认函（CAS)， 参加签证面试的时候请务必带上

CAS。 同时学校也会邮件给你 “国际留学生行前说明2015-16”。 

关于申请Tier 4 (General)学生签证 

学校录取确认函(CAS)  

 关于什么时候开始申请签证的问题，答案是当你拿到CAS的那刻起就可以准备签证申请了。在申请签

证之前，请务必认真阅读Tier 4 Policy Guidance(学生签证说明),具体详情请查看官方网站： 

https://www.gov.uk/tier-4-general-visa 

 

 由于7、8月是签证高峰期，请你合理安排自己的签证时间。 

 

 申请签证的时候，请注意以下几点： 

 

 签证表格上填写30天旅行计划的时候， 请注意所你所填写的到达英国的日期必需是在CAS上所列出的

最早抵达英国日期和最晚到校注册报道日期之间。如果你抵达英国的日期是CAS上给的最早到达英国

日期前，那么这会导致你需要自己安排住宿；如果你在CAS上给出的最晚注册报道日期之后到达，那

么学校会通知英国签证移民局，这会对你的签证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请你合理安排好抵达英国的

时间。   

 英国签证规定，学生入境英国后需要去邮局领取签证卡Biometric Residence Permit (BRP) 。签证

卡领取的邮局距离学校只要需步行5分钟，地址如下：Beeston Post Office - Post Code: NG9 1AA  

 

 申请签证时必需携带： 

 

 学校录取通知书 

 学校录取确认函（CAS)  

 CAS上列出的所有学术成绩单原件和翻译件，以及雅思成绩单原件。 

申请Tier 4 (General) 学生签证 

移民医疗附加费 Immigration Health Surcharge (IHS) 

 凡申请学生签证的学生和眷属按照签证时间给的不同需要支付每一年£150的移民医疗附加费，从而在

入境英国后可享受免费医疗服务。具体详情请查看网站： 

https://www.gov.uk/healthcare-immigration-application/overview 

肺结核检测 Tuberculosis (TB) Screening 

 所有到英国留学读书超过6个月的学生都要求进行肺结核检查， 中国地区的检查中心名单请查看下面

网站地址：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10072/
Panel_Clinic_List_for_Chin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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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签证被拒 

  一旦签证被拒，请及时通知学校并且提供拒签信，学校会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再担保你。 

收到 Tier 4 (General)学生签证 

  一旦签证申请成功，你会收到贴有30天限期入境的护照以及一封说明信。该说明信写有你在英国的

具体签证有效时间以及英国领取签证卡Biometric Residence Permit (BRP) 的详细地址。 

 请检查你的签证信息是否正确无误，如果有任何信息错误请及时与签证处联系 

 请把贴有30天有效入境的护照页以及说明信扫描后发给学校 

 你必需在规定的30天内到达英国并在到达英国后的10天内去指定邮局领取签证卡Biometric 

Residence Permit (BRP)  

 注意：没有签证卡无法注册入学 

 银行对账单：账单上必需显示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你在英国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英国签证移民局规定

伦敦以外的城市需要提供£1015/月的生活费, 学习期长达9个月或9个月以上的银行账单上必需有

£9135的存款并且规定该存款必需存满28天。 

 18周岁以下的申请人需要提供未随行父母/法定监护人出具的旅行同意书以及在英国期间允许学校安

排其住宿和照顾的父母同意函 

 住宿预定确认信（如果已经预定） 

签证面试 

 英国所有T4学生签证申请人均增加面试环节 。递交申请材料后，请及时查收面试通知邮件。 

 

 面试的时候面试官会问你关于T4学生签证方面的任何相关问题，但是大部分的问题还是会围绕你申请

的课程。比如为什么申请该课程，去哪个城市读书，课程结束后的计划等等。面试的目的除了是签证官对你

英语语言能力做一个考核之外最关键的是审核你到英国读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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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英国前注意事项 

 学校承诺18周岁以下或18周岁以上且学时长达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学生，学校提供免费接机服务。 

 

 如果需要学校提供接机服务，请填写 “Transfer Request Form” 并且至少提前两周递交给你的

中介或者至少提前一周发送给学校(该表格可以在学校官方网站：http://www.centralnottingham.ac.uk/

international-students/student-support/useful-documents.aspx 下载，或咨询你的中介） 

 

注意：起飞英国前如果没有按照要求提前一周递交接机申请表格的，学校则无法保证提供接机服务。  

 

预定接机服务 

预定住宿 

 学校提供以下住宿申请服务，如果你需要预定住宿请填写住宿申请表格（该表格可以在学校官方网

站：http://www.centralnottingham.ac.uk/international-students/student-support/useful-documents.aspx 下

载，或咨询你的中介） 
 

学生宿舍 （18周岁以上学生）：所有申请学生宿舍的学生必需年满18周岁，学校总共有4个合作的

学生宿舍可供选择。以下每种宿舍都是公用厨房型:  

Flewitt House    该学生宿舍共有35间自带浴室的房间，距离学校大概步行15-20分钟。 

Comery House     该学生宿舍共有8间自带浴室的房间和2间不带浴室的房间，位于火车站附近且

     距离学校大概步行20分钟。 

Mooregate House  该学生宿舍距离学校大概步行15分钟，所有的房间都是自带浴室型。 

UPP Broadgate Park  该学生宿舍是诺丁汉大学的学生宿舍，房型均为小型套房即自带开放式厨房和

       浴室。距离学校步行大概20分钟。 

  

 学校同时还有合作的不在Beeston 校区的房源可供选择。比如：  
 

Riverside Point    该学生宿舍位于Beeston校区和诺丁汉市区之间，相对靠近市区。房型均为自带

      浴室型，厨房公用。距离学校坐公车大概20分钟的时间，距离市中心大概坐公

      车5分钟。 

Nottingham One    该学生宿舍房型分为自带浴室型和小型套房，距离学校坐公车大概20分钟。 

 

抵英日期和机票预定 

 预定机票时请注意CAS上说明的最早达到日期和最晚报道注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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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stay寄宿家庭（18周岁以下） 如果你想更多地体验和了解英国文化和生活，寄宿家庭是个不错的

选择。由于房源有限，寄宿家庭优先提供给18周岁以下的学生。所有的寄宿家庭成员都通过英国犯罪

记录背景调查，并且学校每一年都会对寄宿家庭的住宿环境进行检查和审核。 

 

 如果你想租房请与学校国际办公室负责学生宿舍的Marlys老师联系，老师会给你相关的指导包括如何

找房，询价和签协议。 

  

 请注意：租房仅限于年满18周岁以上的学生申请。学校无法帮助学生代签租房合同，但是可以指导学

生如何租房。 

 

 如果有家人陪同来英国注册报道的请及时与学校联系，学校可以负责帮你安排住宿。 

 

 请注意：在起飞英国前请确认你是否已经收到学校住宿确认信（如果已申请宿舍） 

 

 宿舍申请表格可以在学校官方网站：http://www.centralnottingham.ac.uk/international-students/student-

support/useful-documents.aspx 下载或咨询你的中介。 申请表格必需在起飞英国前提前两周交给你的中介或

者发给学校Marlys Murray老师， 老师的邮箱是：marlys.murray@centralnottingham.ac.uk  

 

 请注意： 为保证未成年学生的人生安全和实现平安留学，凡是18周岁以下的学生必需在提交完住宿

申请后学校才会发放 CAS （学校录取确认函）以确保每一位18周岁以下的学生有寄宿家庭的名额。所有18

周岁以上的学生，必需在起飞英国前提前2周把住宿申请表格递交给你的中介或者提前一周发给学校负责住

宿申请的Marlys 老师。 

 

 当学校收到你的住宿申请表格后会邮件给你住宿确认函。如果在递交住宿申请表格后的3天还没有收

到学校回复的请直接与学校联系。 

 

 

其它注意事项 

 起飞英国之前请确认你已经将以下表格填写完成并已交给中介或学校： 

 

 参加学校活动/旅游的信息表格（18周岁以下学生） 

 医疗信息表格（所有学生） 

 

 以上所有表格有未递交的，请咨询你的中介或者联系国际办公室 

Marlys 老师 

邮箱：marlys.murray@centralnottingham.ac.uk  

电话： +44 (0)115 884 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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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英国注意事项 

 下飞机后在出关前需要进行入境检查，每年的9月和1月是高峰期。在排

队等待的时候请准备好以下材料随时准备接受检查： 

 护照 

 签证信息 

 学校录取通知书/ CAS 

 银行对账单 

 健康检查证 

 

入境检查时，检查官可能会问以下问题: 

 为什么申请该课程 

 你的语言等级 

 有没有家人在英国 

 学业完成后的计划 

 住宿问题（特别是有家长陪同的情况下） 

 

 请认真回答每一个问题，并且做到清楚、诚实和有礼貌。如果在入境检查时遇到麻烦，请及时与学

校国际办公室联系。国际办公室电话：0115 884 2218 (工作时间：8.30am— 4.30pm)，学校正常办公时

间以外请拨打学校24小时紧急联系电话： 07843 340105 

入境检查 

行李提取 

 顺利通过入境检查后，接下来就是领取行李。根据电子显示屏上的航班号

码，你的行李会在相应的传送带上(这些程序和国内的航班一样)。如果发现行

李不齐，请立即与你所搭乘的航空公司在机场的办事处联系。  

 

通关 

 领取行李后就是通关了，如果没有任何物品需要申报请走绿色通道。如果有物品需要申报的，请走

红色通道。  

 

 请注意入境英国时随身现金最多可携带1万欧元也就相当于7840英镑。如果随身携带的现金、银行

支票或者旅行支票超过该数目，请向海关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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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已经提前预定了接机服务请在接机口认准手举下面学校牌子的司机，司机会在接机口等你。 

机场接机（需提前申请） 

如何自己从机场到诺丁汉 

 如果在起飞英国之前没有向学校预定接机服务，那么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到达诺丁汉： 

 关于接机的具体信息请认真阅读学校发的接机安排确认函。该确认函里包含了出租车公司的联系方

式，如果你在出关后无法找到司机请拨打上面的电话，或者联系学校：0115 884 2536 

 

 如果你预定的是学生宿舍（Flewitt House、Mooregate House、Comery House、UPP Broadgate、 

Riverside Point 或Nottingham One），接机的司机会直接把你送到宿舍门口，宿舍管理员会在那接待

你。如果你到达的时间不在英国正常工作时间内，学校会和宿舍的管理员进行协调，确保有宿舍管理员

在你到达的时间接待你。 

 

 如果你预定的是寄宿家庭，接机的司机会把你直接送到寄宿家庭。如果在你到达的时候寄宿家庭因

为上班等原因无法接待你，那么司机会先把你送到学校然后再送你到寄宿家庭。如果预计到达寄宿家庭

的时间很晚比如凌晨1点，那么学校会提前给你安排入住酒店，第二天再把你送到寄宿家庭。在这种情况

下你需要支付酒店等产生的一切额外费用（大概40-60英镑）。接机确认信里会具体说明你的接机安排，

请仔细阅读。 

火车 

 从伦敦希斯罗机场（London Heathrow Airport)到诺丁汉： 首先乘坐地铁

（Underground）50分钟后到St Pancras Station站下车，然后换乘直

达Nottingham （诺丁汉）的火车，大概2个小时后可到达诺丁汉市。总

票价大概在£65-£85左右，如果车票买的早会便宜。关于如何买票请参

考下一页的 “Useful Websites” 。 

 

 从曼彻斯特机场(Manchester Airport)到诺丁汉： 首先坐火车到

Manchester Piccadilly station站下车，然后换乘到Nottingham的火

车。火车票有直达和非直达之分，购票的时候请问清楚以免坐错车。从Manchester Piccadilly 

station站到诺丁汉大概需要2-3小时时间，票价为£35左右。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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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伯明翰机场（Birmingham Airport)到诺丁汉： 首先在伯明翰机

场坐火车到Birmingham New Street Station，然后换乘直达火车

大概1小时半后到到达诺丁汉站，火车票价大约为£22。 

 

到达诺丁汉站后你可以继续换乘火车到Beeston站下，然后打车到

你要去的宿舍地址或者直接从Nottingham火车站下车后打车到你要

去的地址。从诺丁汉火车站到Beeston开车需要20分钟的时间，打

车的价格在£5-£20（根据宿舍的远近费用有所不同）。 

大巴车（Coach) 

从伦敦希斯罗机场（London Heathrow Airport)到诺丁汉： 首先通关后按照指示牌Central Bus 

Station方向走，如果是1号和3号航站楼到达的乘客大概步行5分钟后就能到达大巴车站（4号航

站楼的大巴站在13或者14号车站口）。购买National Express 大巴票的时候请尽量买直达的车

票到Nottingham Coach Station下，从希斯罗机场坐大巴车大概需要花3-4个小时到达诺丁汉。  

 

从曼彻斯特机场(Manchester Airport)到诺丁汉：从曼彻斯特机场出来后坐National Express大

巴车到Nottingham Coach Station下车，整个行程大概需要3—5个小时。 

 

从伯明翰机场（Birmingham Airport)到诺丁汉: 从伯明翰机场出来后坐National Express大巴

车到Nottingham Coach Station下车，整个行程大概需要2.5— 4个小时。 

 

到达诺丁汉大巴车站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出车站后直接打出租车到你要去的宿舍地址。除非你对

诺丁汉的地形比较熟悉，不然不建议提着行李坐公共汽车找路。 

出租车 

从任何一个机场都可以直接打出租车到宿舍地址，但是为了你的安全学校强烈建议提前向学校预

定接机服务。 

 

请注意：如果不提前预定的话临时打车会很贵，所以学校强烈建议提前向学校预定接机服务。关

于学校接机服务的详情请翻阅第10页。 

一些有用的网站 

 如果你想自己安排行程从机场到宿舍，那么请参考和使用以下英国车票的定票网站： 

 

National Rail Enquiries    East Midlands Trains (for trains to and from Nottingham) 

www.nationalrail.co.uk    www.eastmidlandstrains.com 

 

National Express Coaches   Transport for London (for transport within London) 

www.nationalexpress.com   www.tfl.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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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签证卡Biometric Residence Permit（BRP) 

 到达英国之后你有10天的时间去指定的邮局领取你的签证卡Biometric Residence Permit，本校的

所有国际留学生都将在Beeston邮局领取（邮编：NG9 1AA）。 

 

 领取签证卡时，请随身携带以下材料: 

 

 护照 

 英国签证移民局寄给你的签证信 

 英国地址 

 手机号码 

 

警察局注册 

 英国签证移民局规定部分国家的学生必需到警察局登记注册，其中凡是中国的学生入境英国后的7天内

都必需到警察局注册。 

 

 到警察局注册请携带： 

 

  护照 

 签证卡 

 34英镑（由于警察局不找零钱，所以请凑好零钱） 

 2张护照照片 

 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或者CAS 

 

 一旦注册成功警察局会给你一张注册证，请认真保管好你的注册证因为在英国期间你都需要用到它。 

 

 请注意：在英国期间由于搬家等原因地址变更、换学校后签证信息变更、结婚或者换护照等注册信息

变更，请在信息变更后的7天内带上你的警察局注册证到警察局变更你的相应信息。如果你的个人相关信息

变更后没有及时到警察局报备的有可能被罚款， 这也会对你之后再申请入境英国加大申请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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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前几天安排 

  

 秋季学期即9月入学的学生，新生介绍会为2015年9月8日。冬季学期即2016年1月入学的学生，新生

介绍会为2016年1月7日。春季学期即2016年5月入学的学生，新生介绍会为2016年5月9日。  

 参加新生介绍会至关重要， 同时这也会计入你的出勤率所以请你无比出席。新生介绍会上除了注

册报道外，学校会安排与你的班主任见面并介绍课程和参观教室； 另外也会介绍如何注册医生、开银行

账户和警察局注册。 

学前介绍会 

学前介绍会 应该随身携带的材料 

第一天 

第一天到校后请按照学校指示牌到国际办公室

（International Office）的窗口前排队等待，

国际办公室的老师会在那迎接你。 

 

第一天: 

 

 与班主任见面 

 课程信息介绍 

 填写学生信息登记表 

 填写其它相关表格 

 新生欢迎致辞 

 老师介绍（包括任课老师，大学申请指导

老师等） 

 

第二天 

注册日（学生信息登记、注册和学费支付） 

 

第三天 

正式上课 

 

第一天 

 护照原件和签证卡 (BRP) 

 学校录取通知书或学校录取通知函（CAS) 

 申请我校专业时递交的成绩单原件和翻译

件 

 雅思成绩单原件 

 

第二天 

 学校录取通知书或学校录取通知函（CAS) 

 已交学费定金的收据 

 支付剩余的学费（如果你是刷卡支付，请

保证你的银行卡里有足够的钱支付剩余的

学费） 

 

请注意:  到校两天之内无法交清学费的，学校

无法让你完成注册报道也就是说直到交清学费前

你都无法正常上课。 

 如果你无法按照学校的规定在指定开学日当天到校上课的，请及时通知学校国际办公室的老师你预

计到校的日期。由于晚入学而错过学校新生介绍会的同学，学校会在你入学后给你安排简短的介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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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注意事项 

 Beeston校区是大部分国际留学生的主校区。该校区坐落于诺丁汉

市的Beeston小镇，距离诺丁汉大学主校区大概20分钟步行，距离诺丁汉

市中心大概30分钟坐公车。目前有轨电车已进入试运营阶段，正式通车

后将大大缩短学校到诺丁汉市区之间的距离，预计单程只需要10分钟就

能到达诺丁汉市中心。 

校区：Beeston校区 

 Beeston 校区融合了当地学生和国际留学生，在这里除了浓厚的英国当地学生氛围外还有来自各个国

家的留学生，不同的背景和文化把大家融合在一起。当地学生在这个校区主要学习美容美发和建筑类课程。

该校区有一批学习困难/残疾学生，在英国讲求人人平等和人人都有平等机会的大环境下这已成为非常稀松

平常的事情。 

 也许刚开始你会觉得很不适应国际化的学习环境，同样的对于英国

当地学生来说看到不一样面孔的留学生也会感到不适应。但是基本上过

一段时间后大家都会非常适应这种国际化的环境并且愉快地相处。这对

于你来说不仅是一个交友和深入了解英国当地文化的机会，同时也是结

交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背景的学生的好机会。 

在Beeston 校区的学生们 

在英国学习 

 你会发现英国自主学习的教学方式和中国的传统教学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别，一开始也许你会很不适应

这种没人监督的教学方式，在这个时候自律就变的非常重要。在英国，学生往往需要花比上课多几倍的时

间进行自我学习，所以请你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心里准备并合理和有效安排好学习时间。 

 

 按时上课，课堂上除了认真听课以外老师会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发言或者小组讨论。有时候老师甚

至会带学生走出课堂进行参观或者学习，让你从中体会到学习的快乐并乐于学习。另外，老师会鼓励学生

进行自我学习，在系统掌握课堂内容的同时学会自我学习和管理的技巧以便将来能更好地适应大学的学习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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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牢记的校纪校规 

 所有的国际留学生在学习期间必需遵守以下校纪校规，如有违反将会受到学校相应处分。 

 

 以下校纪校规是根据英国签证移民局的政策制定的，如果违反以下规定可能会影响你的签证： 

 

 必需按照课表参加所有的课程包括英语课，因为英语课也是专业课的一部分并且出勤率也计分 

 必需按时上课，不许迟到或早退 

 

 如果事出有因无法按时上课（比如生病），必需及时通知你的任课老师或者国际办公室。如果没有

及时请假，就会被计为旷课从而影响你的出勤率 

 

 学生连续10天无故缺席或者旷课，学校会上报给英国签证移民局。这将会影响你的签证被取消，并

被遣送回国。 

 出勤率低于90%并且没有办法提供缺席或者旷课的合理证据（比如由英国医生开的病假条），那么

学校就会按照校纪校规对你进行处分并且通知你的家长和中介。 

 一旦被学校处分，在观察阶段如果没有任何进步和改变那么就会被学校劝退并且立刻遣返回国，而

因此产生的所有费用需要自理。同时学校会通知英国签证移民局取消你的签证，你就无法用该签证

再次入境英国。所有触犯校纪校规被中途劝退的学生，学校一律不予退款。 

 在整个学习期间，除学校规定的节假日外学生不得擅自回国或者休假。所有的国际留学生都有一年

5天的假期可以请，可连续请也可以分开请，具体请假及准假制度请咨询自己的任课老师或者国际

办公室。在学校没有准假的情况下上课缺席或者旷课的会被记录，连续旷课超过5天的会被学校纪

律处分。 

 如果有任何原因需要中途办理退学的，请及时联系国际办公室的老师。 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学校

不予退款并且会及时通知英国签证移民局关于该学生退学的情况并取消其签证。学生需要自费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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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英国后的相关重要信息 

英国的通用货币为英镑 (£)，最小单位为便士 (p)， 主要分为纸币和硬币两种。 

100便士等于1英镑 (100p =£1). 

硬币:：1p; 2p; 5p; 10p; 20p; 50p; £1; £2 

纸币： £5; £10; £20; £50 

货币 

兑换钱 

 兑换钱可通过银行、房屋抵押贷款协会、邮局和旅游公司进行兑换，兑换时会产生一小部分的手续

费。你也可以在机场的指定兑换点兑换钱，但机场往往来说手续费相对较贵。  

生活费 

 英国签证和移民局规定伦敦以外的住宿费加生活费为每个月£1015，具体消费水平视个人具体情况

而定。建议刚来英国的时候随身携带少量的英镑现金以支付前几周的日常开销，因为银行开户需要大概3

周的时间。  

银行开户 

 国际办公室会协助你开办英国银行账户，Beeston 校区有好几个银行并且距离学校只需步行10分

钟。 

公用电话亭/手机卡办理 

 英国随处可见右图红色的公用电话亭包括机场和火车站，大部分的公用电话亭支持硬币、银行卡、

信用卡或者公用电话卡支付。国际电话费相对会很贵，但是英国境内晚上6点之后打电话费

用会很低。 
  

 大部分的学生来到英国后会购买手机或者手机电话卡。不管是买手机或者电话卡都有

两种形式：一种是充值形式，即买多少消费多少，购买之前请咨询每条短信的费用和每分

钟电话的费用； 另外一种是合同形式，在签合同之前请认真阅读所有的条款，包括罗列的

各项收费。 

气候/带什么衣服 

 众所周知英国的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夏天（每年6月— 8月）气温大概在25°C 

左右而冬天（每年12月— 2月）。温度大概在0°C 左右。英国的夏天大部分时间阳光明媚、天气宜人，

冬天的英国则阴天多雨甚至下雪。 
  

 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初到英国都会觉得英国相对比较冷，所以请按照上面的气温提示挑选衣服打包。

由于英国室内都有暖气，所以冬天的时候室内都不会很冷但是室外会比较冷，所以建议准备些冬天的厚

衣服以及雨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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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大部分大型超市（比如Tesco或者Sainsbury's）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区域专门卖亚洲食品，像中

国、日本、韩国、泰国等食品但是品种有限。Beeston 校区有大型超市Tesco和Sainsbury's，离学生宿舍

都比较近大概步行5-10分钟左右就能到。另外Beeston 小镇上还有一家专门卖亚洲食品的超市叫 Fresh 

Asia 里面东西品种比较齐全，所以比如像老干妈酱这种就不需要带了因为超市都有卖而且玻璃瓶装的易

碎不容易携带。诺丁汉市中心也有好几家中国超市，大部分你能想到的东西都能

买到。Beeston 镇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小镇中心有好几家咖啡店、小卖部、西式

餐厅和中餐厅能满足你对不同国家不同食物的需求。一份三明治的售价大约为

£2，一杯咖啡大约为£1.50， 餐厅吃饭人均消费为£15—£20/人。  

食物 

英国的文化 

打招呼 

 非正式情况下和英国人打招呼最好用 “Hello”, 然后他们会问“how you are?” ,你可以回答： “I’m 

well, thank you. How are you?”.  

 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如开会或者初次与寄宿家庭见面，根据不同时间段可以说: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或者“Good evening” 然后伸手做握手状与对方主动握手。这时候对方一般会说很

高兴与你见面，在这个时候出于礼貌最好用相应的话回应。 
 

请注意：亲吻或者拥抱不是英国传统的打招呼方式，关系比较亲近的家人或朋友才会拥抱亲

吻，一般情况下都是握手打招呼。 
 

 与人说话的时候请保持视线的交流，以表示对说话者的尊重。 

 

如何称呼对方 

 初次见面，英国人都会简单地自我介绍后并告诉你自己的名字。在比较正式的情况下请用 “Mr” 

或者 “Mrs”+对方的姓来称呼对方。非正式的情况下，可直接叫对方的名字即 first name (given 

name)。学校是一个比较严肃的环境所以在没有经过老师的允许下请用正式的方式来称呼你的老师，除非

老师本人喜欢学生直接称呼自己的名字。 
  

 在英国，男女平等，各种族平等，所以请用平等的方式对待他人。 
 

与人沟通和“保持距离” 

 与人沟通时，请保持好距离（最好的沟通距离为 60-100cm)。距离太近会让人感觉空间被侵犯会从

而带来不舒服感，英国人尤其看重这沟通的“距离”。  

 

守时 

 英国人非常守时，所以上课或者开会请一定要准时。如果迟到而打扰他人上课或开会，是种很没有

礼貌的行为。 

 

排队 

 英国人的排队文化世界闻名：超市、邮局、便利店、售票处，只要有两个人以上，就必然会有一条

队伍。 所以在英国学会排队，遵守排队秩序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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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学年学期时间安排 

秋季学期 
 

注册报道日      语言班学生： 9月7日 

 国际预科班学生： 9月8日 

开课日   语言班：9月8日 

 国际预科班：9月10日 

期中放假     10月26日—10月30日 

秋季学期最后一天    12月17日 

圣诞假期：     12月18日— 1月4日（1月5日开始上课） 

 

春季学期 
 

开学日（秋季入学的学生）  1月5日 

1月入学学生报道注册日   1月7日 

1月入学学生开课日   1月11日 

期中放假     2月15日— 2月19日 

春季学期最后一天    3月24日 

复活节假期     3月25日— 4月8日  

 

夏季学期 
 

开学日（秋季和春季入学的学生）  4月11日 

5月入学学生报道注册日     5月9日 

5月入学学生开课日   5月10日 

期中放假     5月27日— 6月3日 

夏季学期最后一天   7月1日（秋季入学的国际预科班学生） 

    7月29日（语言班学生）  

  8月12日（春季和夏季入学的国际预科班学生） 

 

请注意：每一学期上课期间除了期中放假之外没有经过正常手续批假，学校不允许学生擅自休假。暑假买机票回国的

同学请注意，预定机票的时候一定要订在‘夏季学期最后一天’之后离开英国，因为毕业成绩、毕业证书和毕业舞会

每年都会在夏季学期的最后一周颁发和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