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欢迎

欢迎加入 
利物浦大学大家庭 

对很多家庭来说，前往英国继续大学学业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这也是一个过渡和适应的过程。

作为家长，您在孩子迄今为止的教育选择中发挥着关键的支持作用。您的孩子在申请2+2项目之后，接

下来需要适应的变化是在利物浦独立生活。

我们知道，作为家长，您是学生获得支持的重要来源。我们希望利用这份指南向您全面介绍2+2项目，

让您知道利物浦大学为所有学生提供的强大支持网络。

我们希望这份指南能让您看到我们提供的支持，也让您更好地了解如何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继续

为子女提供支持。

校长Janet Beer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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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物浦西浦合作关系

利物浦西浦

合作关系
英国利物浦大学与西交利
物浦大学之间有着非同寻常
的合作关系。2004年9月，英
国利物浦大学和西安交通
大学合作创办一所新的自治
高等——西交利物浦大学。
西交利物浦大学于2006年5
月22日经教育部正式批准成
立。

西交利物浦大学是中国最大的国际合作大
学，也是唯一一所拥有中国教育部和英国
利物浦大学双学位授予权的大学。这意味
着学生完成在学业后将获得英国利物浦大
学学位和西交利物浦大学学位（由中国教
育部授予）。

2+2项目
在大多数本科课程中，西浦学生可以选择
先在西交利物浦学习两年，之后再到英国
利物浦大学交换学习最后两年。这种精
彩有趣的学习路径使学生可以在英国著名
的罗素集团大学之一中获得国际留学经
验。2+2项目的学生表现非常出色，2018年
有76%的毕业生获得一等或二等一学位。
事实证明，这种成功的经历在申请研究生
学习时发挥着重要作用，2018年有80%的

申请生进入了QS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

国际教育的宝贵之处在于它具有这些优
势：

•	培养沟通技巧、灵活性、适应性、同理
心和全球视野，而这些都是雇主非常看重

的品质

•	限制申请英国研究生学习的雅思考试
要求

•	提供探索英国和欧洲的机会。

西浦学生多以优异成绩获得英国利物浦大
学硕士学位和博士研究生学位，甚至还可
赢得特殊奖学金来支持他们的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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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交利物浦大学一样，英
国利物浦大学也为学生提
供支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
学习环境，培养独立思考的
能力。根据英国数据保护
法，我们不会向您、西浦或
任何第三方提供有关您的
子女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
他们的学习进度、成绩、出
勤率或他们是否使用支持
服务。我们将出于授予学位
和毕业典礼等目的，在有限
范围内与西浦直接共享学
业进度信息。

数据保密

如果学生向我们谈及对其有重大影响的问
题（例如心理健康问题），我们会询问他们
是否已经与家长谈论过这些问题。如果学
生还未与家长沟通，我们会与他们共同探
讨问题的原因，并在适当情况下为学生提
供支持，告知家长学生遇到的问题。

我们也理解您有时可能会有所顾虑。如果
有任何顾虑，您可以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
告诉我们您担心的问题，以便我们采取适
当的措施。我们会向您提供有关我们可
能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一般信息，但是除
非得到学生同意，否则我们不会与您讨论
子女的详细情况。请放心，我们提供多种
专业支持服务供所有学生使用，如果您有
疑虑，请鼓励您的子女使用我们的支持服
务。所有学生服务都将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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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浦设有专门的利物浦留
学管理员（2+2教师），为您
的子女申请利物浦2+2项目
和顺利经历过渡期提供支
持。2+2教师将举办一系列
小组宣讲会和一对一开放
式咨询会，为您的子女提供
有关2+2项目申请、签证申请
和利物浦交换学习的咨询
与指导。作为利物浦大学驻
西交利物浦的代表，2+2教
师对您的子女在利物浦留学
期间需要经历的过渡期非常
了解。

西交利物浦大学学习
第1年 – 2+2项目的选择和影响
您的子女在进入西浦时选择的学科将
决定他们是否能够参加利物浦的2+2
项目。我们的网页上提供了学习路径
列表：liverpool.	ac.uk/xjtlu/22-
programmes/。如果学生对自己选择的
项目不满意，他们有机会更换为西浦的
其他项目，但应提前与老师沟通。变更
学生在西浦的学习项目可能会对他们的
利物浦大学学习路径产生影响。

通过2+2项目

留学利物浦大学

第2年
就读西浦的第二年期间，您的子女可以参
加开放式咨询会。开放式咨询会是与2+2团
队会面、提出问题和详细了解2+2项目流程
的绝佳机会。通过开放式咨询会，学生可以
深入了解利物浦的生活和学习、询问有关
签证申请流程的问题，或讨论任何其他相
关问题。咨询会将在第1学期和第2学期定
期举行。开放式咨询会的时间和地点将通
过电子邮件通知所有学生。

2+2团队还将为学生举办一系列宣讲会。宣
讲会将涵盖重要的学术和实践问题，以及
有关申请英国签证的详细信息。我们鼓励
学生尽可能多地参加这些会议。e-Bridge
也将提供演示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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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2+2项目和经历过渡期
关于利物浦和学习选择 

选择2+2学习路径就读英国利物浦大学
是雄心壮志的西浦学生的必然选择。英
国利物浦大学荣登： 
•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第165
位（2020） 
•	QS世界大学排名第181位（2020） 
•	世界大学排名中心的世界排名第134
位（2020）（全球大学排名前0.7%） 
•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第101-150位
（2020） 
•	英国科研实力排名第20位，其中7个
学科在英国卓越科研结果报告中排名前

10（2014） 

•	化学和计算机科学在4*	&	3*研究中
排名英国第一（2014） 

•	在所有研究领域都有世界级的获奖学

术人员

2+2学生可以根据西浦的学习项目，选
择精彩有趣的学习选项。如需了解更
多有关利物浦大学2+2项目的信息，包
括模块信息和教职员工简介，请访问我
们网站的学习页面。您可以在此查看学
习路径列表：www.liverpool.ac.uk/
xjtlu/22-programmes/

申请2+2项目

2+2团队将指导学生完成2+2申请流程。
您的子女可以访问e-Bridge门户网站上
的2+2申请页面。这是一份简短的申请
表，需要在截止日期（通常在春节假期
之后）之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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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告知您的子女具体
的截止日期。我们设有专门的利物浦留
学管理员（驻西浦），随时解答有关
申请流程的任何问题：two-plus-two@
xjtlu.edu.cn。

利物浦住宿
大学宿舍向所有西浦学生开放。我们提
供多种校内外住宿选择。
西浦学生通常会在提交2+2申请之前申
请住宿。学生可以放心，申请大学宿舍
之后，如果最终无法就读利物浦大学，
将会退还所有押金。选择住在大学宿舍
也可以更好地结识其他同学。每栋宿舍
都配有一名住宿顾问，让您的儿女获得
舒适的住宿体验。如果您的儿女想和朋
友住在一起，他们也可以请求安排好
友群体住宿。如需了解更多有关住宿的
信息，请访问住宿网站：liverpool.
ac.uk/accommodation/parents/	或通
过我们的App预约：

签证申请
您的子女在西浦获得第2年的学业成绩
和入学确认函（CAS）后，即可申请
Tier	4普通学生签证。所有通过2+2项
目前往利物浦大学学习的非欧盟学生都
需要申请签证。 

2+2团队将指导学生完成有关签证申请
流程和提交所需证明文件。他们还将检
查申请材料，协助您的子女将材料提交
至签证申请中心。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英国签证与移民局（UKVI）网
站：

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
uk-visas-and-immigration.

前往利物浦
您的子女在Tier	4普通学生签证获得批
准后，即可安排前往英国。很多学生会
在获得签证之前预订好机票，如果提前
安排，建议您预订一张可改签机票，以
便在签证延迟批准的情况下更改旅行日
期。距离利物浦最近的国际机场是曼
彻斯特机场。从曼彻斯特机场可以乘
坐直达列车到达利物浦莱姆街火车站
（Liverpool	Lime	Street）。在欢迎
周开始前的四天内，我们还提供专门的
机场接机服务。教职员工和学生大使将
在机场迎接学生，并提供前往住所的交
通服务。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
们的网页：	liverpool.ac.uk/study/
international/coming-to-liverpool/
meet-and-g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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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 

学生生活
留学利物浦/英国将为您的
子女带来机遇和挑战。相信
他们在西浦期间已经开始学
会独立自主并学习了新的技
能。

适应和过渡期支持
•您可以通过开拓学生在以下方面的技
能帮助他们经历过渡期：

•利用实用技巧制定平衡的日常安排

•预算和财务管理

•烹饪技能和健康饮食

•人身安全，例如安全回家和保护自身
财产

•自信地社交，为班级出力，在需要时
寻求帮助

	鼓励他们参与校园生活，例如俱乐部
和社团、志愿服务、参加活动，学生可
以积极参与欢迎周以及之后的活动。

每个人的情况会有所差异，有些学生可
以很快适应，而另一些学生可能需要更
多时间。在过渡期间，请给您的子女
留一些空间。他们已经有在西浦学习生
活的经验，前往到利物浦将使他们有机
会进一步提高独立自主，培养一系列雇
主重视的技能。学生经历思乡之愁或难
以适应英国生活是非常正常的。学生
通常可以自我调节，自己解决这些问
题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如有任何疑
虑，他们可以联系专门的国际咨询与
指导团队（IAG）：liverpool. ac.uk/
studentsupport/international/，
或心理健康顾问：liverpool.ac.uk/
studentsupport/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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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迎新周与注册
利物浦迎新周将在教学开始前举行，让
学生有时间认识校园，结识新朋友，进
一步了解利物浦。对于2+2学生来说，
还需要在这周了解其所在院系的运作方
式，以便他们在第二周教学开始时准备
好与其他学生一起参加课程。

在利物浦欢迎周期间，学校将有详细深
入的活动规划，国际咨询与指导团队
将为国际学生提供涉及多领域的专门课
程，例如：英语语言强化、财务规划和
预算、英国文化和利物浦历史，以及在
英国结识朋友。副校长和系主任也会发
表利物浦大学主题演讲。在这一周，学
生还有机会与学业顾问见面，参加校园
迎新活动，了解他们在利物浦大学期间
可以获得各种支持服务。

在此期间，学生会将举办一场欢迎会。
所有学生社团和体育俱乐部都将设立摊
位，展示他们在空闲时参加的各项精彩
活动，包括艺术、国际象棋、交际舞、
足球、乒乓球和潜水等。

在利物浦欢迎周期间，国际咨询与指导
团队将再次举办开放式咨询会，为国
际学生提供咨询建议。校园内有很多学
生助手和大学工作人员会佩戴或穿着印
有“Ask	Me”字样的徽章和T恤。学生
可以询问他们任何问题，他们会引导学
生前往相关地点或服务处寻求更多帮
助。

您的子女在抵达利物浦后，首先要完
成的必做任务是领取生物识别信息卡
（BRP），	来完成他们英国学习签证的
确认。这些资料可以从大学或校园附近
的指定邮局领取（领取地点的详细信息
将在签证确认函中写明。

学术研究 
 
在教学第一周，2+2学生将与其他学生
一起参加课程，不过各院系也会提供额
外的2+2入门课程，为从西浦转入的学
生提供定制学习内容。在西浦完成两年
学习后，您的子女可能会发现适应利物
浦生活其实不难，但是在新环境中跟随
新教授学习仍会遇到一些挑战。您的子
女将与在利物浦已经完成第1年学习的
学生一起学习，这些学生已经熟悉利物
浦的教学风格和目标。鼓励您的子女与
同学、教授交流并积极参加学习非常重
要，因为这可以帮助他们适应和融入新
环境，向他人学习，并充分利用宝贵的
国际留学经历。 

一些学生可能会在适应英国新的教学风
格的同时，开始怀疑他们转入利物浦大
学的决定是否正确。这种情况并不罕
见，通过寻求相关支持可以帮助学生考
虑他们的选择或克服他们遇到的障碍。

请放心，我们会为学生提供支持服务，
如果您有任何顾虑，请鼓励您的子女向
我们寻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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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社交和课外活动
结交朋友是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信2+2学生在西浦期间已经有了自己
的好友圈，留学利物浦让他们有机会扩
展人脉圈，结识来自英国和世界各地的
新朋友。请鼓励您的子女充分利用2+2
项目提供的宝贵机会。请告诉您的子
女，要建立和培养坚固的友谊是需要时
间的，但是这些友谊会伴随终生，为他
们的未来生活和职业发展提供难得的国
际人脉圈。

鼓励他们参与校园生活。利物浦学生会
设有种类繁多的俱乐部和社团，包括烘
焙学会、编码和机器人学会，甚至还有
专门的西浦学会。学生还可以加入志愿
活动，开发新技能。

“Give it a Go”项目在整个
学年内组织了多次不定期活
动：liverpoolguild.org/giag。学
生可以搜索“My	Liverpool”，发现
各种机会和活动，帮助他们在利物
浦留学期间充分利用资源并开发技
能：liverpool.ac.uk/my-liverpool。

体育运动是结识朋友、建立联系和保持健
康的不错方式。无论您的子女是参加集体
运动或自己锻炼，我们的利物浦体育服务
和设施都可以帮助他们提升健身和总体
健康水平，保持与大学学业生活之间的平
衡。

您可以在利物浦体育页面查看设施和
体育俱乐部的列表：liverpool.ac.uk/
sports。

利物浦市每年还举办许多活动，为学生
提供社交参与的机会。利物浦学生可以
在此查看有关利物浦市及当地活动的信
息：visitliverpool.com/whats-on。

利物浦市有众多社交场所，包括我们的学
生会大楼、餐厅、KTV、电影院、公园和商
店。学生会定期举办学生活动，例如智力
竞赛之夜和电影之夜；利物浦主要购物中
心Liverpool	One的商店多数时间营业至
晚上8点。鼓励您的子女积极社交和结交
新朋友，但也请提醒他们注意人身安全，
确保他们提前计划如何在夜晚外出后安全
回家，包括提前准备出租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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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支持
利物浦大学提供广泛的服
务，目的是确保所有学生在
利物浦期间可以获得学业、
社会、身心方面的支持。鼓
励您的子女根据需要寻求
相关支持服务

学生福利咨询与指导
学生福利咨询与指导位于校园中心大学
广场的Alsop大楼，这里是学生应对非
学业问题或福利问题的主要咨询点。
如果学生遇到任何影响个人福利或学
习能力的问题，则应将学生福利咨询
与指导作为首要联系点。如果学生需
要咨询与帮助，但不确定对方是谁，
我们建议学生前往Alsop大楼寻求初步
的支持和指导，随后可能需要寻求专
家支持。所有服务都将严格保密。学生
福利咨询与指导在大学内部以及与相
关外部机构建立了服务和支持网络。如
需了解更多有关支持服务的信息，请
访问我们的网站：liverpool.ac.uk/
studentsupport。

国际咨询与指导（IAG） 

国际咨询与指导（IAG）是专为利物浦
大学所有国际学生提供支持的专业团
队。IAG是国际学生的首要联系点,他们
在为中国及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支持方
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如签证和移民、文
化冲击与英国文化、社交、健康或在英
国工作等。

这些服务将严格保密，提供日常开放式
咨询会、预约、电子邮件咨询以及各类
针对国际学生的演讲。IAG与利物浦大

学内部机构以及英国签证与移民局等外
部组织密切合作，确保您的子女在英国
顺利度过留学时光。

IAG了解2+2学生通过专门学习路径进
入利物浦大学，并对2+2学生可能面临
的学业、文化和语言挑战有着深刻理
解。IAG团队成员曾到访西交利物浦大
学，他们具备相关能力为转入利物浦的
2+2学生提供支持。IAG可以为2+2学生
提供实用的建议、指导和关怀支持，帮
助他们解决在留学期间可能遇到影响福
利和健康的问题。他们还将与各学院的
学生支持人员以及2+2团队保持联系，
确保满足2+2学生的特殊需求。IAG和
2+2团队将助力2+2学生保持整体健康，
取得学业成功。IAG团队成员可以联系
到具备中文能力的同事，所以如果学生
需要用中文交流，他们的同事可以协助
翻译。

残障学生支持 
残障学生咨询与指导为残疾学生提供帮
助，以便他们能够获得额外的学业支
持，包括患有长期疾病、心理健康疾病
和特殊学习困难（如阅读障碍、运动障
碍）的学生。这项支持服务可以根据个
人情况和需求专门定制，并提供合理的
调整支持，例如：课业延期或专门安排
考试；支持人员或指导员协助学业安排
和时间管理；或提供辅助软件和人体工
程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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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辅导与心理健康咨询服务
学生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为利物浦大学的
员工和学生提供培训，为学生、员工、
家庭、朋友和外部专业人士提供咨询，
这项服务在促进积极心理健康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T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提供多种治疗干预
措施，帮助学生充分利用学习机会，适
应大学生活常常遇到指导和帮助。我们
拥有经验丰富的资深专业团队，随时为
您提供帮助。
电子邮件：counserv@liverpool.ac.uk 
liverpool.ac.uk/studentsupport/
counselling/
 
大学心理健康顾问在利物浦大学就读的
学生提供特殊服务，帮助他们应对复杂
或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的目标是
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大学学习。

虽然这项服务不能替代包括危机服务在
内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提
供的服务，但这可以作为一项补充服
务。如果学生需要，我们会委派工作人
员与学生进行校内沟通。与心理健康顾
问沟通也有助于确定大学内外可以为学
生提供支持的其他相关服务。

学生在校就读期间，我们可以随时就任
何心理健康问题在情感和行动上提供支
持、干预和咨询。我们还可以代表学生

与其他心理健康问题的服务机构建立联
系，并在必要时协助转介其他机构。电
子邮件：counserv@liverpool.ac.uk
 
学生健康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
系（NHS）
我们建议所有学生在抵校后尽快寻找
医生（在英国称为全科医生）注册服
务。我们的校园内设有一家由Brownlow	
Health提供的学生健康诊所。学生可以
前往诊所注册，也可以在线注册：
campusdoctor.org.uk/liverpool/reg.
html

学生健康服务根据学生在诊所的注册
状态为所有学生提供一系列医疗和护
理设施。这项服务在校园内的两个站
点提供。如需详细了解向注册和未注
册学生提供的服务，请访问Brownlow	
Health网站或直接联系诊所获取详
情：brownlowhealth.co.uk.

您的子女在申请签证时需要支付国际
医疗附加费。支付这笔费用并获得签
证后，您的子女可以在英国获得免费
医疗服务（不含部分收取少量费用的
服务，例如开处方、牙科治疗和眼科检
查）。您可以在此了解更多有关国际医
疗附加费的信息：gov.uk/healthcare-
immigration-application.

英国提供优质的免费医疗服务。如果您
的孩子在英国期间需要住院，英国国家
医疗服务体系（NHS）将提供必要的护
理和支持服务。医院护理与您孩子此前
的护理服务可能有所不同，因为护士和
其他医疗专业人员会提供各方面护理，
包括安排您孩子的每日三餐，并在住院
期间保持卫生。这项服务不会额外收取
任何费用。医院也会通知大学，以便安
排其他支持服务。

安全保障
利物浦是英国公认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旅行社“Rough	Guides”也将其评选为
全球第四友好城市。然而，您仍然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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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您的子女采取措施来确保人身安全
和保护财产，就像在其他地区应采取的
措施一样。学生可以采取一些简单的预
防措施来保护自己和财产。我们建议学
生在	immobilise.com注册贵重物品。
如需了解更多建议，请访问：
liverpool.ac.uk/studentsupport/
advice/ stayingsafe  

校园支持服务设有一支积极响应的校园
支持团队，确保大学社区内的安全无犯
罪环境。校园内随处可见校园支持团队
的身影，他们负责监控闭路电视和校园
警报，为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安全建
议。这支团队全天24小时提供校园内随
行服务，具体需视人员配置而定。利物
浦大学还设有校园内警务联络官.
liverpool.ac.uk/facilities-
residential- andcommercial-
services/services/campus- support/

住宿支持
大学公寓 
许多2+2学生会选择住在私人住所，但
我们更鼓励学生选择大学宿舍，因为公
寓提供了结识利物浦大学其他学生的绝
佳机会，并且由于可以享受更广泛的宿
舍支持和大学支持，宿舍住宿提供了更
加全面的体验。

每栋公寓都配有住宿顾问和宿舍管理团
队，他们负责24小时为学生提供支持和
建议，在公寓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公
寓顾问团队由住在大学宿舍的员工和学
生组成，他们是受雇帮助学生解决私人
问题的专业人员。公寓管理是高级教学
人员，他们为住校学生提供公寓关怀服
务。

每天夜间都有值班住宿顾问在公
寓宿舍大楼值班，以防发生紧急
情况。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
问公寓网站：liverpool.ac.uk/ 
accommodation/support

公寓团队致力于确保学生在宿舍生活期
间获得最佳体验。公寓团队组织了一个

包含众多精彩活动的全年项目，目的是
帮助学生在公寓大楼内组建社区，结交
朋友并表达自己的心声。

私人公寓 
决定住在私人公寓的学生可以通过利物
浦学生之家寻找空房以及获得帮助和建
议，利物浦学生之家是一个由利物浦市
多家大学共同资助、帮助学生寻找私人
住所的组织：liverpoolstudenthomes.
org/Accommodation.私人公寓的设施和
服务由私人自行负责。

学业支持 
在您的子女适应截然不同的英国教学风
格以及学会如何平衡更高级别课程的需
求时，给予支持和鼓励耐心至关重要。
您可以建议您的子女充分利用所有作业
的反馈。无论分数高低，这些反馈都能
促进学生的进一步发展。

学校提供多种支持资源及来源帮助学生
开展学术研究，包括学术部助教、图书
馆和英语语言中心。KnowHow项目提供
了一系列现场研讨会和在线教程，可以
帮助学生增强自信，培养学习技能和提
升英语水平。（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libguides.liverpool.ac.uk/
KnowHow和liverpool.ac.uk/ english-
language-centre/in-session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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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如果您的子女遇到困难，请提醒他们
学校提供的支持和指导服务，鼓励他们
好好利用这些服务。 

利物浦学生会
利物浦学生会是利物浦大学的学
生协会，位于我们校园的中心位置
（liverpoolguild.org）。学生会让学生
有机会通过提高技能和参加活动实现积
极转变，为学生尝试新事物和休闲娱乐
营造了有趣活力的场所，还提供一系列支
持服务。学生会咨询服务中心在学业和住
宿等各方面提供保密、独立的免费咨询服
务：liverpoolguild.org/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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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离校

有时，许多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学生享
受和参加课程的方式，例如严重/棘手
的个人原因或健康问题。此时他们可
能需要停下脚步，花些时间考虑自己
的选择，或是提升健康和福祉水平。
学生可以申请暂停学业，甚至可以返
回西浦。学校将根据具体情况考虑申
请，但不能保证批准所有请求。IAG或
学术顾问可以就暂停学业/返回西浦可
能产生的影响提供建议，您可以在此查
看程序指南：liverpool.ac.uk/aqsd/	
collaborative-provision/xjtlu/

到达终点——毕业

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有趣的全新体验之
后，最终迎来了毕业这一天。学生可以
选择在西浦或利物浦或在两校分别参加
毕业典礼！欢迎家长前来利物浦参加子
女的毕业典礼是大学员工最喜欢的工作
之一。我们与您一样都为学生取得成就
感到自豪，如果您能前来参加利物浦毕
业典礼，我们将很荣幸欢迎各位2+2学
生父母。如果您无法来到现场，我们也
将全程直播毕业典礼，以便您在家中观
看。

完成 

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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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习机会

很多学生可能希望继续在利物浦学习。
利物浦大学提供多种研究生学习机会，
包括授课型和研究型硕士项目、博士课
程和在线远程学习课程。您可以在此查
看更多信息：liverpool.ac.uk/study/
postgraduate/.

职业发展与就业服务

我们的职业发展与就业服务团队可以帮
助学生在就读期间培养其就业技能。我
们会帮助学生在利物浦、英国或世界其
他地区获得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或升读
研究生课程。在2017/18学年，我们76%
的2+2学生获得一等或二等一学位，这
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知道，大
多数2+2毕业生会继续申请硕士学位，
在2017/18学年，有80%的申请学生进入
了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
站：liverpool.ac.uk/careers.

校友会

学生可以与世界各地的利物浦毕业生一
起加入我们的全球校友社区。
liverpool.ac.uk/alumni. 

利物浦大家庭由超过33,000名学
生、228,000名校友以及众多的家长、
朋友和支持者组成。我们的家长和家庭
网络向所有家中有利物浦学生的家庭开
放，为您提供参与和分享利物浦学习
经历的独特途径。alumni.liv.ac.uk/ 
networks/parent-family/. 

2019年，利物浦大学任命来自苏州的
职员Haibei	Feng女士为校友参与经理
（中国），以便在中国境内提供校友服
务。
 
利物浦大学校友网络包括完成利物浦和
西浦本科生课程、研究生课程以及在线
课程的毕业生。加入利物浦大学中国校
友网络后，您的子女可以收到我们校友
社区的最新动态、大学新闻以及各类就
业信息。他们可以向我们友好博学、乐
于帮助的资深校友借鉴学习。他们还有
机会受邀参加各种活动，享受校友会和
合作伙伴提供的休闲和活动折扣

请关注利物浦Uni校友会加入对话。

利物浦大学校友会（中国）联系人

利物浦大学校友会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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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  

重要联系方式 
学期日历

liverpool.ac.uk/term-dates/

大学总机

电话: +44 (0)151 794 2000

学生服务

电话: +44 (0)151 795 1000
电子邮件: iagteam@liverpool.ac.uk
liverpool.ac.uk/studentsupport/

公寓
电话: +44 (0)151 795 0319

电子邮件: accommodation@liverpool.ac.uk
liverpool.ac.uk/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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