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你精心定制，圆你留学愿望！ 

 

乘客：高中毕业生（及部分优秀高二学生） 

               去向：瑞典、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层次：本科(可本硕连读) 

模式：3+1、2+2、1+3 

 

宁波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携手商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和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等学院，打造出国留学直通车项目。

以宁波大学优越的教育资源为依托，中外合作培养国际化人才。留学面向瑞典、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项目所涉

高校与宁波大学有良好合作关系，且均被国家教育部承认。 

该项目的培养模式有3+1、2+2、1+3。通过自主招生后，学生先在宁波大学本部修读语言和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享

有宁大的教学和生活资源，体验其多元化、国际化的校园氛围。结束在宁波大学的学习后，通过学分互认，学生赴国外

合作高校学习，在国外完成本科学业后，可获两边文凭（其中宁波大学为函授专科）。3+1项目的学生在国外合作高校获

得本科学位后，可选择继续攻读该校的硕士课程，最短1年可取得硕士学位。 

同时，我们提供一站式全程服务，有专职人员辅导留学知识，协助签证申请。我们关注学生的成长，对出国学生的学

习、生活和职业发展进行持续跟踪与帮助。自2006年起，已累计输送200多名学生在国外高校攻读本科学位。学生学成

归国后，或自主创业，或在企事业单位找到理想岗位，实现人生价值；还有部分学生选择继续在国外深造，攻读硕士学

位。 

 

 

 

 培养模式（以 3+1 为例） 

 

就读时间 就读地点 培养模式及优势 

第一年 

宁波大学 

（校本部） 

 全日制授课，国外大学专业课程（中英文）&专业雅思培训 &外教口语，

按照国外教学模式的双语教学，强化雅思英语，使学生平稳过渡到国外的

学习模式与生活方式； 

 定期举办国外合作院校的见面会和历届宁大出国学生交流会，让同学们直

面国外合作院校，多渠道了解留学信息，为出国留学奠定了扎实基础。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国外合作大学 
 通过学分互认，选择瑞典、英国等国家的多所教育部认可的高校，完成本

科课程并获学士学位； 

第五年 国外合作大学 
 获得本科学位后，学生可以选择直接进入国外合作大学硕士课程，最短 1

年可取得硕士学位。 



 

 学生风采 

 

    

 

 

 

 

    

 

 

 

 

  

 

 

 

 

 

 

 

我在瑞典西部大学的三年，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还深刻了解到了瑞典社会的文

化和传统。我在课余时间参加了瑞典语学习班，加入了学生会并被选为学生会国

际部的主席。西部大学学习氛围良好，师资力量雄厚，环境干净美丽，无疑是出

国学习的好选择。我于 12年 6月从西部大学毕业，随后被选为交流生去西班牙

巴塞罗那大学交流半年，之后又去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交流，学习法语德语以

及西班牙语。 西部大学给我的人生开了很多扇门，让我在丰富学术知识的同时

也开拓了国际视野。在瑞典的这六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最难忘最磨练又最精彩

的六年。我和瑞典的缘分还在继续，很期待看到未来更好的自己。 

 

——————程昕，瑞典西部大学本科毕业，已成功获得瑞典隆德大学硕士学位 

在宁波大学 2 年的学习生活中，英语课、外教口语课和中英文的计算机专业课，

都让我的英语有了较大的进步。在学习之余，学校有着丰富的文化沙龙活动。

我对瑞典的学习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充满了期待。  

 

——————徐斌，赴瑞典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攻读本科学位，获得该校全

额奖学金 

课程中的 report，presentation 等团队作业占了很大的学分比例。所有老师都很

友善热情，他们非常欢迎同学们去请教问题，上课的发言也很自由。 

  

—————— 龚白鹭，瑞典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本科毕业后， 瑞典延雪

平大学硕士毕业，表现优秀获得该校奖学金，现已回国，在高校工作 

生活舒服、环境惬意、设备先进、校园美丽、同学友好、老师和蔼。大家在

国外学习都很自觉，图书馆一般没有空位。  

 

——————孙禺奇，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就读金融专业，成绩优秀 

 



   

 

 

         

  

 

 

 

 

 

 3+1 英国&瑞典&美国本科站（可本硕连读） 

 

学校名称 专业 特色 英语要求 

英国西苏格兰

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Scotland 

市场营销、会计、经济管理、

计算机、机械工程  

位于苏格兰最大的城市佩斯利，拥有深厚的教育师资，提供

最先进的设施和环境。2016 年获评“全英进步最快的大学”

第四名。商学院在会计和金融专业有着全国和国际化的领先

水平。其中会计专业是唯一一所苏格兰 5 分满分学校。计算

机学院在计算机和信息通讯技术方面占有领先地位。 

雅思 6 分（单项不低于

5.5 分） 

可通过面试录取 

或通过语言预科入读 

英国林肯大学 

University of 

Lincoln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

商务英语 

位于英格兰东部，英国的国立大学，被誉为英国最现代化和

最吸引人的校园之一，近年来排名稳定在全英大学综合排名 

50-60 名左右。是一所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 

雅思 6 分（单项不低于

5.5 分） 

可通过面试录取 

或通过语言预科入读 

瑞典克里斯蒂

安斯塔德大学 

Kristianstad 

University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位于瑞典最南部，学校集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开

发为一体，课程设置灵活实用，气氛活跃。 

雅思 5.5，单科 5.0 

可通过面试录取 

 

瑞典西部大学 

University West 
商务管理、经济学、机械工

程 

位于瑞典特洛拉坦市，具有全瑞典最好的生产技术中心实验

室，经济系和工程专业的学生就业率位居瑞典高校第二。 

雅思 6.5 

可通过面试录取 

 

美国森坦那瑞

大学 Centenary 

University 

运动管理、金融、营销、管

理、会计 

位于美国金融中心纽约市附近新泽西州，是有着百年历史的

正规综合性大学，具有美国教育部认可的学士、硕士学位授

予权，拥有文、理、工、商等多种学科门类。 

雅思 5.0 

或通过语言预科入读 

我在美国南方州立理工大学学习生活了几年，这边的学习氛围对于我们留学生

来说十分不错，在留学初期你会获得很多有利的帮助。例如，一对一的学生助

教，还有学生中心的教师辅导，这些机构和措施都能帮你更好更快的融入美国

的生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环境很不错，空气清新。在这边留学期间，

我的英文水平得到了很快的提高，除了获取知识外，我还获得了很多的实践经

验，这所学校是个不错的选择。 

 

——————蔡子毅，就读于美国南方州立理工大学，已成功获得本科学位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留学，对于留学我总感觉有些新奇和紧张。来到国外后，我

发现西方人做事力求简单：在英国，我们会发现做任何事情总是很简便。英国

的课堂氛围比较活跃，同学回答问题挺积极放得开，师生关系融洽。 

 

——————任震，英国西苏格兰大学攻读本科学位，获得该校的新生奖学金 



  2+2&1+3 美国&英国本科站    

 

学校名称 专业 特色 英语要求/其他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奥

什科什校区) 

University of 

Wisconsin，OSHKOSH 

会计学、金融、经济学、人力资源

管理、营销、计算机科学、软件工

程(1+3、2+2)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小学教育、

护理，等(1+3) 

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奥什科什，芝加哥

附近，是美国最著名的公立大学之一，被

视为公立的常青藤，获得了 NCACS 北中部

各州高等院校协会认证（美国最权威的大

学认可机构之一）。 

雅思 6.0 

或通过语言预科入读 

 

美国匹兹堡州立大学 

Pittsburg State 

University 

国际贸易、会计学、管理、金融、

经济学、营销、计算机信息系统

(1+3、2+2) 

小学教育、汽车技术、电机工程、

图文传播、心理学，等(1+3) 

位于美国中部堪萨斯州的“大学城”匹兹堡，

具有百年历史，师资优良，学生毕业率高。

该校商学院被《普林斯顿评论》评为 2013

年全美“296 所最佳商学院”。 

雅思 6.0，单科 5.5 

或通过语言预科入读 

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 

Delaware State 

University 

会计学、金融、营销、经济学、人

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科

学、小学教育、大众传媒、心理学、

英语、刑事司法，等(1+3) 

毗邻纽约，其商学院专业获得了 AACSB 全

美商学院协会认证。 

雅思 6.0 

或通过语言预科入读 

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 

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 

（美国南方州立理工

大学 Southern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 合并） 

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1+3、2+2)                   

会计学、工商管理、建筑学、建筑

工程管理、土木工程、机械工程、

电信工程，等(1+3) 

位于亚特兰大附近，教学质量高，理工科

领域具有优势，与众多企业建立了密切的

合作关系。 

雅思 6 

或通过语言预科入读 

美国森坦那瑞大学

Centenary University 

会计、工商管理、传媒、英语、环

境科学、马术、时尚设计、心理学、

生物,等(1+3) 

运动管理、金融、营销、管理、会

计(1+3、2+2) 

位于美国金融中心纽约市附近新泽西州，

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正规综合性大学，具有

美国教育部认可的学士、硕士学位授予权，

拥有文、理、工、商等多种学科门类。师

资力量雄厚，教学设施现代。 

雅思 5.0 

或通过语言预科入读 

 

英国西苏格兰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Scotland 

市场营销、会计、经济管理(2+2) 

位于苏格兰最大的城市佩斯利，拥有深厚

的教育师资，提供最先进的设施和环境。

2016 年获评“全英进步最快的大学”第四

名。商学院在会计和金融专业有着全国和

国际化的领先水平。其中会计专业是唯一

一所苏格兰 5 分满分学校。计算机学院在

计算机和信息通讯技术方面占有领先地

位。 

雅思 6 分（单项不低

于 5.5 分） 

可通过面试录取 

或通过语言预科入读 

英国林肯大学 

University of Lincoln 

会计、工商管理、市场营销、金融

(2+2) 

 

位于英格兰东部，英国的国立大学，被誉

为英国最现代化和最吸引人的校园之一，

近年来排名稳定在全英大学综合排名 

50-60 名左右。是一所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

学。 

雅思 6 分（单项不低

于 5.5 分） 

可通过面试录取 

或通过语言预科入读 

 

 

 

 

 

http://baike.baidu.com/view/7708.htm


 出国预科站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英国布鲁内尔大学、英国斯特林大学、英国斯旺西大学、英国考文垂大学、英国普利茅

斯大学、英国赫特福德大学、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大学、澳大利亚麦

考瑞大学、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澳大利亚科庭大学、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澳大利亚南澳

大学、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 

 

 

 

 项目特色：   

 

 共享名校资源：宁波大学本部办学，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浙江省、教育部、宁波市共建高校，省重点建

设大学。 国际化的校园氛围，与国外知名大学开展广泛的校级合作。  

 宁大学生身份：拥有“校园一卡通” ，使用宁大的图书馆等各项硬件教学资源，参加丰富的校园活动。通

过自主招生，成为宁波大学成人教育专科（函授）学生，可以参加宁波大学与国外高校的合作项目。  

 双语教学模式 ：一流的外语水平和扎实专业知识的师资队伍，国内专业雅思培训专家和外教，主要学习课

程包括国外大学专业课程（中英文）&专业雅思培训 &外教口语。 

 国内外双文凭 ：在国外合作大学完成学业，通过学分互认，可获得国外合作高校文凭（本科或硕士）和国

内函授专科文凭。  

 优质管家服务 ：专职人员辅导留学知识，协助签证申请；宁大学习期间，专职班主任和生活老师全程管理，

每周一次家长联系制度；国外留学期间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和职业发展进行持续跟踪与帮助。 

 较低学习成本：国内学习的部分学分可被国外合作大学承认，节省国外学习时间和费用开支。  

 奖学金激励制：部分国外学校为该项目，提供专项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免除一年国外学费。 

 本硕连读通道：3+1项目，三年国内教育使学生英语、专业知识和心理等方面准备充分，为第四年出国学

习奠定扎实基础；第四年赴国外合作院校学习一年，可获得本科学位；第五年可以直接升到硕士项目，攻读硕士学

位。 

 

 招生对象 

 

应、历届高中毕业生，也可选拔部分年满 18周岁的高二优秀学生。 

 

 招生方式 

 

自主招生，结合高考或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英语口语测试和综合素质面试成绩择优录取，额满即止。 

 

 报名材料 

 

1. 填写完整的报名表格       

2. 递交高中毕业证书或在读证明 

3. 高考或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单 

4. 身份证复印件 

5. 近期一寸免冠照片 3张 

 

 



 国内学费 

 

第一年学费：45000元，第二、三年学费：33000元/年。 

（学费不含住宿费、书籍资料费、国外学校申请费、签证费等费用） 
 

备注：英语入学要求以国外合作高校的最后通知为准； 

 

 

 

 

报名地址：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 818 号宁波大学锦绣活动中心 209 室 

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西段 709 弄宁波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302 室   

联系人： 金老师， 龚老师 

电话：0574-87220955   0574-87600700，0574-87600800 

手机：13486679090   15990202121 

网址：http://www.nbucec.com/cms/cglx/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