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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成功的快捷径
LIBT是您获得布鲁内尔大学学位的快捷径。LIBT 隶属于纳维教育集团，该集团是国际公认的

具有丰富教学经验与优秀人才资源的领先教育机构，旗下 50 多所大学和院校遍及世界各地。

在 LIBT，我们面向国际学生，为其创造安全、友好的学习环境。在 LIBT 社区，来自 88 个国家
的学生营造了多元的文化氛围。我们希望所有学生都能掌握独立学习的知识与技巧，进而在布鲁内
尔大学学有所成。

我们的许多学生已经顺利获得布鲁内尔大学学位并已在世界一流企业中崭露头角，我们也引
以为傲。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也希望它能助您达成职业目标，实现个人梦想。

布鲁内尔大学
校长寄语

布鲁内尔大学自2003年开始与LIBT合作。数百
名学生已从LIBT成功升读布鲁内尔大学的学士和硕士
学位。这表明LIBT与布鲁内尔大学之间的合作为符合
条件的学生进入大学学习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选择方案
与支持性的快捷径。

布鲁内尔大学的课程以其教学和研究的学术诚
信和卓越性而闻名。这些课程也为学生提供了在国际
环境下学习的机会。

布鲁内尔大学的毕业生拥有职场中看重的许多
特性，包括想象力、专业知识和适应能力。这意味
着我们的毕业生在商业与专业领域的知名企业中有
着很大的需求。

LIBT位于布鲁内尔大学内，拥有世界一流的设
施。作为LIBT未来的学生，我希望您能够充分利用
布鲁内尔大学的设施和服务，使您在英国的学习经历
硕果累累。

欢迎您来到布鲁内尔社区。

布鲁内尔大学校长

克里斯·詹克斯教授

伦敦国际商业科技学院（LIBT）——2012/2013进入伦敦布鲁内尔大学的快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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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世界汇聚于此 

伦敦是世界最活跃、最富有激情的城市之一。作为
英国的首都，它是一个传统、独特、历史、现代工程与多
元化民族的大熔炉。整座城市都弥漫着历史与现代的交融
感，像伦敦塔、白金汉宫和伦敦眼这样的历史名胜是最好
的证明。多元的文化与不计其数的风景名胜吸引着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使其国际游客人数耀居世界第三。

欧克斯桥镇：迷人的伦敦小镇
LIBT 和布鲁内尔大学均坐落于伦敦

西郊的欧克斯桥镇。从该镇到伦敦市中

心，乘坐火车仅需 30 分钟，乘坐地铁

仅需 50 分钟。因此，欧克斯桥镇的学

生可谓是一举两得：既能体验首都的繁

华喧嚣，又能享受温莎或牛津的乡村静

谧。欧克斯桥镇距世界最繁忙的希罗斯

机场仅 4 英里，因此，去欧洲大陆享受

短假或回家并非遥不可及。

沿着鹅卵石道，从 LIBT 校园步行

20 分钟或乘坐公交片刻，便可来到欧克

斯桥镇中心。这里有 300 多家商店、一

家多厅影院以及数家餐馆、酒吧和咖啡

厅。如果要寻找一方宁静之地，您可移

步海滨酒吧，或漫步于运河之畔，抑或

参观附近的科恩山谷地区公园。作为伦

敦最大的自然公园之一，这里有绵延数

英里的树林与小道，以及广袤的湖泊、

河流和自然保护区。

可见之物，可做之事
伦敦总是充满激情，令人流连忘返。

无论是剧院、购物、芭蕾、歌剧，还是

历史与艺术，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总

能找到自己所爱。而举世闻名的历史名

胜则广受游客、学生和当地居民关注，

如白金汉宫、塔桥、大本钟、国家美术

馆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也是购物

爱好者的天堂，牛津街上有各种商业街

店和时尚店铺，比如世界著名的赛弗里

奇百货商店。而数条街外，哈罗兹百货

和哈姆利玩具店等其他商铺也比比皆是。

当然，在这座多元化城市，您定能

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餐馆。此外，您也

可以到英格兰的其他地区旅游，如布莱

顿海岸、温莎城堡或历史文化名城哈佛

和剑桥。作为欧洲的门户城市，您甚至

可以在 2 小时内从伦敦乘坐火车抵达巴

黎或布鲁塞尔。

气候
伦敦的气候随着季节逐渐变化，

12 月至 2 月为冬季，6 月至 8 月为夏

季。虽然 8 月为每年最热的月份，最高

温度可达 30° C，但平均高温也仅近

22° C，平均低温在 14° C 左右。近几

年的冬天，伦敦天气较冷，经常下雪，

建议带上靴子、手套、帽子和围巾。

就业机会
伦敦是英国的金融、商业和创意产

业中心。因此，它是您在学习同时获得

专业经验的理想城市。伦敦地区数以万

计的企业都向国际学生提供工作和实习

机会，这些机会对您未来的职业生涯弥

足珍贵。

位于欧克斯桥镇及其周边的国际性

组织同样也为国际学生提供大量实习和

就业机会。布鲁内尔大学的很多往届毕

业生都在这些本地公司工作，其中有苹

果英国、可口可乐、精鼎、施乐、孩之

宝和葛兰素史克公司。

伦敦

1

概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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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伦敦国际商业科技学院（LIBT）——2012/2013进入伦敦布鲁内尔大学的快捷径

全球性大学——伦敦布鲁内
尔大学 

布鲁内尔大学将高学术水平与实用型、创业型以及创新
型教学方法融为一体，并引以为傲。

• 声名显赫的现代机构：自 20 世纪 60

年建立以来，布鲁内尔大学已从昔日

的小规模机构发展成为现今自信而现

代化的机构。作为英国高等教育领域

受人景仰的著名院校，布鲁内尔大学

的声誉反映出它出色的技术能力、创

造力以及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英

国著名工程师，布鲁内尔大学以其名

命名）的承诺。在开展有利社会的研

究与事业方面，布鲁内尔大学一直名

列前茅，因此它能拥有现在的声誉，

也是名副其实。

• 校园成长：近年来，布鲁内尔大学已

斥资 3 亿英镑重建校园，作为对未来

的投资。新配和翻新的社交、教学及

体育设施将使布鲁内尔大学维持本地

区最佳高等教育机构的地位。其中，

全天 24 小时开放的图书馆也扩大了

一倍，且 LIBT 的学生可享受一流的校

内住宿条件。

•  多元化社区：在全校 15000 多名学生，

2500 多名为来自 110 多个不同国家的

国际学生，这让您有更多的机会与来

自世界各地和社会各界的同学进行交

流。布鲁内尔大学国际办公室随时欢

迎需要学习帮助的国际学生。该办公

室每年也会在特殊节日时举办一些庆

祝活动，如春节。

• 毕业生薪资令人满意：根据《2010 年

泰晤士报优秀大学指南》，英国 120

所大学中，布鲁内尔大学的毕业生起

薪位居第 13 名。布鲁内尔大学毕业

生的平均薪资比全国平均薪资高出近

3000 英镑。

• 屡获殊荣的就业指导中心：所有学生

均可获得布鲁内尔大学的就业指导中

心（PCC）指导，该中心已连续三年

获得国家就业和实习奖。2012 年，就

业指导中心从全国高校中脱颖而出，

获得“最佳就业服务中心”；2011 年，

由于为学生寻找工作和实习提供特殊

支持并提供职业咨询而受到称赞。通

过就业指导中心为您提供的服务，您

可以在完成学业之时，为自己成功的

职业生涯做好充分准备。布鲁内尔大

学的毕业生大多在大型公司就职，如

迪斯尼、IBM、劳埃德 TSB 集团、可

口可乐、福特汽车公司、摩根士丹利

和 O2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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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 LIBT?
LIBT 可为您提供取得学业成功所需的条件。我们高质

量的服务可使您充分开发自我潜能，而我们甘于奉献的学术
和学生支持人员将伴您一路成长。作为 LIBT 的学生，您将：

• 有机会攻读布鲁内尔大学学位快捷

径课程，顺利完成各阶段学习，并获

得布鲁内尔大学受国际认可的学士

学位证书或硕士学位证书。

• 获得由布鲁内尔国际快捷径课程和

语言中心（IPLC）提供的英语支持，

该中心为需在进入布鲁内尔大学之

前提高英语技能的 LIBT 学生提供专

门设计的课程。

• 获得 LIBT 学生支持和学术服务团队

的辅助，并且全天 24 小时均可拨打

紧急学生支持热线以寻求帮助

• 参加小班教育，享受一对一课程辅导

• 就业指导中心（PCC）的顾问将就实

习、兼职、三明治课程和其它职业发

展机会提供相关指导，使您可以取得

专业的发展。

•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和员工交流，

体验真正的多元化学习环境。

概
览

LIBT 资质证书
LIBT 与伦敦布鲁内尔大学进

行合作，所有在 LIBT 攻读的课程

皆由伦敦布鲁内尔大学授权开设，

具备授权编号。学生在学习期间将

会收到英国边境署签发的伦敦布鲁

内尔大学签证。

布鲁内尔大学授权编号：

OBT931EY6

in association with

概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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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伦敦国际商业科技学院（LIBT）——2012/2013进入伦敦布鲁内尔大学的快捷径

LIBT学生可攻读布鲁内尔
大学学位

商业和管理
• 商业和管理（荣誉）理学士

• 商业和管理（会计学）（荣誉）理学士

• 商业和管理（市场营销）（荣誉）理学士

• 国际商务（荣誉）理学士

商业和管理
• 应用企业品牌管理理学硕士*

• 全球供应链管理理学硕士

• 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 人力资源和雇佣关系学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

• 管理学理学硕士

• 市场营销学理学硕士

商务计算/计算机科学
• 商务系统集成理学硕士（使用SAP

技术）

• 信息系统管理理学硕士

商务
• 工商管理硕士† 

经济学和金融
• 经济学（荣誉）理学士

• 经济学和商业金融（荣誉）理学士

• 金融和会计（荣誉）理学士

商务计算/计算机科学
• 商务计算（荣誉）理学士

• 计算机科学（荣誉）理学士

• 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荣誉）
理学士

• 计算机科学（数字媒体与游戏）（
荣誉）理学士

• 计算机科学（网络计算）（荣誉）
理学士

• 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荣誉）
理学士

法律
• 法律（荣誉）法学士（安排专业实习）

• 法律（荣誉）法学士

* 附加入学要求：至少两年研究生工作经验。 
† 附加入学要求：职业环境内三年研究生管理或监管级别工作经验。

本科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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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商务和管理
通过本快捷径课程，您将获得更广泛的商业和管理背

景知识，理解、分析和解决现今公司面临问题所需的分析、
技术与人际交往技能。在专业学习的后期阶段，您可以选择
特殊模块，并可从会计学、市场营销学或商业和管理学等专
业课程中选择几门免考。 

在第三和第 4 阶段，您仍在布鲁内

尔大学最大的学院之一——布鲁内尔商

学院学习。学校以其与产业的紧密联系

而自豪，这样的联系为学生在诸如英国

航空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这样的大型企

业里实习创造了机会。

第2阶段：大一学习

地点
布鲁内尔大学 LIBT 学院

入学时间
9 月、1 月和 5 月 *

课程时长
雅思 6 分（每项不低于 5.5）：2
个学期
雅思 5.5 分（每项不低于 5.5）：3
个学期

课程费用：12500英镑 
（2个学期）

课程费用：  17500英镑  
（3个学期）

第1阶段：大学预科

地点
布鲁内尔大学 LIBT 学院

入学时间
9 月、1 月和 5 月

课程时长
2 个学期

模块 

• 互动学习技能与交流1
• 管理学
• 数学
• 信息通信技术原则
• 经济学
• 市场营销
• 会计学原理
• 统计学

课程费用：11500英镑

成功完成快捷径课程后，您将获
得下列布鲁内尔大学学位之一：

• 商业和管理（荣誉）理学士

• 商业和管理（会计学）（荣誉）
理学士

• 商业和管理（市场营销学）（荣
誉）理学士

• 国际商务（荣誉）理学士

第3阶段：大二学习

地点
布鲁内尔大学布鲁内尔商学院

课程费用：12650英镑

第4阶段：大学最后一年学习

地点
布鲁内尔大学布鲁内尔商学院

课程费用：12650英镑

职业去向

广告、审计、品牌管理、特许

会计、管理咨询、销售。

所有LIBT课程费用可能随时变更。现行收费公布于 brunel.ac.uk/libt. 

布鲁内尔大学的费用仅供参考，可能随时变更。最新的费用清单，请登录 brunel.ac.uk/international. 

* 第2阶段5月份入学仅限于商业和管理（市场营销学）（荣誉）理学士快捷径课程。

概
览  

快
捷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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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伦敦国际商业科技学院（LIBT）——2012/2013进入伦敦布鲁内尔大学的快捷径

商务计算与计算机科学 
本快捷径课程有助于您学习关于计算核心概念理解及其

应用的技能与知识。紧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步伐，不论
是报告的书写，还是个人商务网页的设计，您不仅能体验个
体水平的提升，同时也能体验群体式的成长。

布鲁内尔大学的商务计算与计算机

科学学位课程可使信息技术理论与其在信

息与计算机管理中的应用达到一个平衡。

布鲁内尔大学强硬的产业联系为学

生提供不少实习机会（尽管需面试挑选，

但是我们强烈推荐本校学生），有助于为

您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第2阶段：大一学习

地点
布鲁内尔大学 LIBT 学院

入学时间
9 月、1 月

课程时长
雅思 6 分（每项不低于 5.5）：2 个
学期
雅思 5.5 分（每项不低于 5.5）：3
个学期

课程费用：12500英镑 
（2个学期）

课程费用：  17500英镑
（3个学期）

第3阶段；大二学习

地点
布鲁内尔大学信息系统、计算机和
数学学院

课程费用：12650英镑

第4阶段：大学最后一年学习

地点
布鲁内尔大学信息系统、计算机和
数学学院

课程费用：12650英镑

成功完成快捷径课程后，您将获
得下列布鲁内尔大学学位之一：

• 商务计算（荣誉）理学士

• 计算机科学（荣誉）理学士

• 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荣
誉）理学士

• 计算机科学（数字媒体与游戏）
（荣誉）理学士

• 计算机科学（网络计算）（荣
誉）理学士

• 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荣
誉）理学士

第1阶段：大学预科

地点
布鲁内尔大学 LIBT 学院

入学时间
9 月、5 月和 1 月

课程时长
2 个学期

模块 

• 互动学习技能与交流1
• 管理学
• 数学
• 信息通信技术原则
• 经济学
• 市场营销
• 会计原理
• 统计学

课程费用：11500英镑 职业去向

商业分析、游戏编程、互联网

安全、网络管理、网络分析、网络管

理、软件开发、软件工程、系统管理

所有LIBT课程费用可能随时变更。现行收费公布于 brunel.ac.uk/libt.
布鲁内尔大学的费用仅供参考，可能随时变更。最新的费用清单，请登录 brunel.ac.uk/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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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经济学和金融

经济学和金融课程将经济学原理和必要的实用技能
相结合，将您所学知识应用于商业、工业、金融或政府环
境。为学生提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以及扎实的金融
背景，正是布鲁内尔大学的课程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学位之
所在。布鲁内尔大学通过其强大的行业链接为您安排可选
择的工作实习，这将进一步拓宽您的就业前景。 

快
捷
径
课
程

第2阶段：大一学习

地点
布鲁内尔大学 LIBT 学院

入学时间
9 月、1 月

课程时长 
雅思 6 分（每项不低于 5.5）：2
个学期
雅思 5.5 分（每项不低于 5.5）：3
个学期

课程费用：12500英镑 
（2个学期）

课程费用：  17500英镑
（3个学期）

第3阶段：大二学习

地点
布鲁内尔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课程费用：11330英镑

第4阶段：大学最后一年学习

地点
布鲁内尔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课程费用：11330英镑

第1阶段：大学预科

地点
布鲁内尔大学 LIBT 学院

入学时间
1 月、5 月和 9 月

课程时长
2 个学期

模块

• 互动学习技能与交流1
• 管理学
• 数学
• 信息通信技术原则
• 经济学
• 市场营销
• 会计原理
• 统计学

Course fee: £11,500
职业去向

审计与认证、商业银行业、企

业融资、信贷控制、经济学研究、

财务分析、财务规划、法务会计、

保险、投资银行业、管理会计、资

金管理、房地产、证券经纪、税收。 成功完成快捷径课程后，您将获
得下列布鲁内尔大学学位之一：

• 经济学（荣誉）理学士

• 经济学会计（荣誉）理学士

• 经济学商务金融（荣誉）理学士

• 经济学管理（荣誉）理学士

• 金融会计（荣誉）理学士

所有LIBT课程费用可能随时变更。现行收费公布于 brunel.ac.uk/libt.
布鲁内尔大学的费用仅供参考，可能随时变更。最新的费用清单，请登录 brunel.ac.uk/international.

概
览  

快
捷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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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伦敦国际商业科技学院（LIBT）——2012/2013进入伦敦布鲁内尔大学的快捷径

法律

布鲁内尔大学的法律学（荣誉）学士学位是一个可让您
直接进入初级律师或高级律师职业培训阶段的合格的法学学
位。该课程设置灵活，您可专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发展专
长，达到所选职业的要求。涉及专业包括刑法、家庭法、人
权法和国际法。

第4阶段：大学最后一年学习

地点
布鲁内尔大学法学院

课程费用：11330英镑

成功完成快捷径课程后，您将获
得下列布鲁内尔大学学位之一：

• 法律（荣誉）学士

• 法律（荣誉）学士（安排专业实
习）

第1阶段：大学预科

地点
布鲁内尔大学 LIBT 学院

入学时间
9 月、1 月

课程时长
2 个学期 

模块

• 法律伦理与技能
• 法律基础
• 民事义务法入门
• 刑事责任与程序
• 互动学习技能与交流1
• 管理学
• 文书风格

课程费用：11500英镑

职业去向

高级律师、法庭书记员、律师

助理、初级律师

第3阶段：大二学习

地点
布鲁内尔大学法学院

课程费用：11330英镑

第2阶段：大一学习

地点
布鲁内尔大学法学院

课程费用：11330英镑

所有LIBT课程费用可能随时变更。现行收费公布于 brunel.ac.uk/libt. 
布鲁内尔大学的费用仅供参考，可能随时变更。最新的费用清单，请登录 brunel.ac.uk/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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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研究生快捷径课程

第1阶段：硕士预科 
地点

布鲁内尔大学 LIBT 学院

入学时间

4 月、7 月 

课程时长

1 个学期（7 月开学）
2 个学期包含实习（4 月开学）

模块

• 交互学习技能和交流3
• 信息管理与技术
• 研究方法
• 管理学导论（仅限商业和管理专业

学生）
• 信息系统方法学和组织转移法（商

务计算/计算机科学）
• 工作实习准备（仅限工作实习学生）

阿课程费用：6000英镑  
 （1个学期）

课程费用：7000英镑 

 （2个学期）

第2阶段：硕士学位
地点 

大学商学院，或布鲁内尔大学信息

系统计算和数学学院

课程费：12650—17500英镑

职业去向

会计与财务、广告、品牌管理、

商业分析、商业咨询、人力资源管

理、国际贸易、信息技术管理、物流、

营销管理、项目管理、销售。

* 附加入学要求：职业环境内三年研究生管理或监管级别工作经验。 
† 附加入学要求：两年研究生工作经验。 
所有LIBT课程费用可能随时变更。现行收费公布于 brunel.ac.uk/libt. 
布鲁内尔大学的费用仅供参考，可能随时变更。最新的费用清单，请登录 brunel.ac.uk/international.

成功完成快捷径课程将获得以
下学位：
• 工商管理硕士*
• 应用企业品牌管理理学硕士†

• 商业系统集成理学硕士（使用SAP
技术）

• 全球供应链管理理学硕士
• 人力资源和雇用关系理学硕士
• 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 信息系统管理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
• 管理学理学硕士
• 营销学理学硕士

概
览  

快
捷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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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伦敦国际商业科技学院（LIBT）——2012/2013进入伦敦布鲁内尔大学的快捷径

您的投资

本科快捷径课程

学习阶段
LIBT
每阶段学费

布鲁内尔大学
每阶段学费* 

第1阶段：大学预科（所有科目） 11500英镑 无

第2阶段：大一（商务与管理学） 12500英镑 12650英镑

第2阶段：大一（商务与管理学）拓展课程 17500英镑 12650英镑

第2阶段：大一（经济学与金融） 12500英镑 11330英镑

第2阶段：大一（经济学与金融）拓展课程 17500英镑 11330英镑

第2阶段：大一（商务计算与计算机科学） 12500英镑 12650英镑

第2阶段：大一（商务计算与计算机科学）拓展课程 17500英镑 12650英镑

第2、3、4阶段：法律 无 11330英镑

硕士快捷径课程

学习阶段
LIBT
每阶段学费

布鲁内尔大学
每阶段学费* 

第1阶段：硕士预科（7月开学——无实习） 6000英镑 –

第1阶段：硕士预科（4月开学——安排实习） 7000英镑 –

第2阶段：硕士（商务与管理学） – 12650英镑

第2阶段：硕士（商务计算与计算机科学） – 13860—14000英镑

第2阶段：工商管理硕士 – 17500英镑

所有 LIBT 课程费用可能随时变更。现行收费公布于 brunel.ac.uk/libt.
* 布鲁内尔大学的费用仅供参考，可能随时变更。最新的费用清单，请登录 brunel.ac.uk/international.

校历 
 

2012年
9月

2013
年1月

201年4月
硕士预科

（安排实习）
2013
年5月

2013年7月
硕士预科
（无实习）

2013年

 9月
登记注册
（必须）

9月10日 1月14日 4月15日 5月20日 7月1日 9月9日

开始上课 9月17日 1月21日 4月22日 5月27日 7月8日 9月16日

学期结束 12月14日 4月26日 7月19日 8月23日 9月6日 12月13日

* 第2-4阶段法律快捷径课程学费参照布鲁内尔大学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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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print in BLOCK LETTERS

Application form
in association with

(1) Personal 

Title:    Mr    Mrs    Miss    Other

Family name: First name(s):

Previous family name: (if applicable)

Date of birth:     DAY / MONTH / YEAR Gender:    Male     Female

Student address:

Postcode: Country:

Home telephone: Mobile telephone:

Country of birth: Skype ID:

Email:

Country of passport held: Passport number:

(2) Pathway area selection

Undergraduate Pathway Areas Postgraduate Pathway Areas

 Stage 1: University Foundation  Stage 2: First Year University Studies  Stage 1: Pre-Master’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Business Computing/Computer Science

 Economics and Finance

 Law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Business Computing/Computer Science

 Economics and Finance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Business Computing/Computer Science

Year of entry:  Month of entry:  September    January    May    April (Postgraduate)    July (Postgraduate)

(This section must be completed, including desired major/specialisation, where relevent)

Your chosen degree:

(3) Education details
 Prior education – highest level achieved

Name of qualification (eg 'A' Levels, Year 12, Bachelor’s) Name of institution attended Grades (itemise individual subject grades) Date of completion

LIBT_APPFORM_AW.indd   1 06/06/2012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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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pplication checklist and declaration
We require the following section to be completed in order to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Check that you have:

 Completed all sec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including the Fee  
 and Refund Policy within the brochure or on the website

Check that you have attached:

 Certified copies of your academic transcripts

 Evidence of your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if applicable

 A copy of your passport and/or visa

I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I have supplied on this form is, to the best of my understanding and belief, complete and correct. I understand that the giving of 
false o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may lead to the refusal of my application or cancellation of enrolment. I give permission for LIBT to obtain official records from an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hat I have attended. I also authorise LIBT to supply any relevant official records to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which I am seeking admission, 
to government bodies and to parents/sponsors if required. I understand that Course Fees are subject to review; I accept the conditions as laid out in the LIBT 
Payment and Refund Policy and accept liability for the payment of all Course Fees as outlined within. I understand that living expens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may 
be higher than in my own country and confirm that I am able to meet those costs. I hereby consent to LIBT disclosing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third parties in 
the manner set out in LIBT’s Privacy Policy, which includes:

• Disclosure to LIBT representatives (agents) acting on my behalf;

• Disclosure to Brunel University to facilitate progression from LIBT to the next stage of my studies;

• Disclosure to Navitas Ltd and its affiliate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with regarding pathways and services offered by Navitas Ltd and its  
related companies.

Tick this box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information via SMS about your offer.  

Signature: Date:     DAY / MONTH / YEAR  

Parent/Guardian Signature: 
(if applicant is under 18 years of age)

Date:     DAY / MONTH / YEAR  

Offer Details – Admission OfficeRepresentative Stamp

Send your application to LIBT
LIBT, Brunel University 
Kingston Lane, Uxbridge, UB8 3PH 
United Kingdom

F  +44 (0)1895 269 704 
E  admission@libt.brunel.ac.uk

(4) English proficiency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

IELTS (Score):

TOEFL (Score):

Pearson (Score):

Other (‘O’ Levels, Cambridge):

You must submit full academic transcripts and certificates and proof  
of English proficiency so that we can assess your eligibility for your 
selected study Pathway.
If these documents are not submitted with this form, we will not  
be able to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5) Declaration of criminal record
In accordance with UK law, you must state if you have any  
criminal convictions. 

Please indicate if you have any criminal convictions.

 Yes      No

(excluding spent convictions and minor motoring offences for which  
the penalty was a fine and/or up to 3 penalty points)

If you tick yes, you may need to provide details.

(6) Have you studied previously in the UK?

 Yes      No

From:     DAY / MONTH / YEAR  To:     DAY / MONTH / YEAR  

Name of school/university:

(7) Disabilities/Special Needs
Please indicate in the next column whether or not you will need any additional 
support or facilities. We will pass this information on to our Student Services 
team who will liaise with you to support you through the admission process 
and determine whether we and the university can meet your study needs. 

 I have no known learning/physical disability

 I have a specific learning/physical disability

 Please give further details below and if necessary attach further information 
to this form.

(8) Other information
How did you hear about LIBT? You may tick more than one box.

 Exhibition/seminar

 Internet

 Newspaper/magazine advertisement

 British Council

 Recommended by an LIBT representative (agent)

 Recommended by a friend or relative 
     Is your friend/relative an LIBT student?    Yes    No

 Other:

LIBT_APPFORM_AW.indd   2 06/06/2012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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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pplication checklist and declaration
We require the following section to be completed in order to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Check that you have:

 Completed all sec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including the Fee  
 and Refund Policy within the brochure or on the website

Check that you have attached:

 Certified copies of your academic transcripts

 Evidence of your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if applicable

 A copy of your passport and/or visa

I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I have supplied on this form is, to the best of my understanding and belief, complete and correct. I understand that the giving of 
false o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may lead to the refusal of my application or cancellation of enrolment. I give permission for LIBT to obtain official records from an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hat I have attended. I also authorise LIBT to supply any relevant official records to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which I am seeking admission, 
to government bodies and to parents/sponsors if required. I understand that Course Fees are subject to review; I accept the conditions as laid out in the LIBT 
Payment and Refund Policy and accept liability for the payment of all Course Fees as outlined within. I understand that living expens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may 
be higher than in my own country and confirm that I am able to meet those costs. I hereby consent to LIBT disclosing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third parties in 
the manner set out in LIBT’s Privacy Policy, which includes:

• Disclosure to LIBT representatives (agents) acting on my behalf;

• Disclosure to Brunel University to facilitate progression from LIBT to the next stage of my studies;

• Disclosure to Navitas Ltd and its affiliate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with regarding pathways and services offered by Navitas Ltd and its  
related companies.

Tick this box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information via SMS about your offer.  

Signature: Date:     DAY / MONTH / YEAR  

Parent/Guardian Signature: 
(if applicant is under 18 years of age)

Date:     DAY / MONTH / YEAR  

Offer Details – Admission OfficeRepresentative Stamp

Send your application to LIBT
LIBT, Brunel University 
Kingston Lane, Uxbridge, UB8 3PH 
United Kingdom

F  +44 (0)1895 269 704 
E  admission@libt.brunel.ac.uk

(4) English proficiency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

IELTS (Score):

TOEFL (Score):

Pearson (Score):

Other (‘O’ Levels, Cambridge):

You must submit full academic transcripts and certificates and proof  
of English proficiency so that we can assess your eligibility for your 
selected study Pathway.
If these documents are not submitted with this form, we will not  
be able to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5) Declaration of criminal record
In accordance with UK law, you must state if you have any  
criminal convictions. 

Please indicate if you have any criminal convictions.

 Yes      No

(excluding spent convictions and minor motoring offences for which  
the penalty was a fine and/or up to 3 penalty points)

If you tick yes, you may need to provide details.

(6) Have you studied previously in the UK?

 Yes      No

From:     DAY / MONTH / YEAR  To:     DAY / MONTH / YEAR  

Name of school/university:

(7) Disabilities/Special Needs
Please indicate in the next column whether or not you will need any additional 
support or facilities. We will pass this information on to our Student Services 
team who will liaise with you to support you through the admission process 
and determine whether we and the university can meet your study needs. 

 I have no known learning/physical disability

 I have a specific learning/physical disability

 Please give further details below and if necessary attach further information 
to this form.

(8) Other information
How did you hear about LIBT? You may tick more than one box.

 Exhibition/seminar

 Internet

 Newspaper/magazine advertisement

 British Council

 Recommended by an LIBT representative (agent)

 Recommended by a friend or relative 
     Is your friend/relative an LIBT student?    Yes    No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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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for your world

brunel.ac.uk/libt
navitas.com

Part of the Navitas Group

London IBT Ltd
at Brunel University 
Kingston Lane, Uxbridge
Middlesex UB8 3PH
United Kingdom

T +44 (0)1895 265540
F +44 (0)1895 269704
E info@libt.brunel.ac.uk

Company Number 05171106; 
Registered in England and Wales.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brochure is correct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however, London 
IBT Ltd (LIBT) reserves the right 
to alter, amend or delete details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Selected photographs are copyright 
© Paul Foley/Lightmoods 2012.

This brochure is provided 
free of charge.

Printed Sept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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