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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全球享有盛誉的大
学学习吗？

我是否喜欢整整齐齐的 
排队，或享受一杯下午 
茶带来的小确幸？

我是否喜欢置身在国际化 
的环境中，和来自世界各
地的学生一起学习？

我希望在毕业后获得两年
的英国工作签证吗？

我愿意从近400所院校的
50,000多个本科课程中选
择最适合自己的专业吗？

我能忍受一些与众不同的 
个性，和过于保守谦虚的 
沟通方式吗？

如果我能和历史上头脑最
睿智的人物成为校友，我
会感到备受启发吗？

三年读完本科，一年读
完研究生，这样的学制
是我想要的吗？

通读这本指南前，先完成一个问答游戏来了解
英国是否真的适合你。凭直觉回答，不要过度
思考。记下你的答案，并在下一页计算总分。 

我喜欢历史建筑和蜿蜒曲
折的小路吗？

我喜欢去看乐队表演、体
育赛事，或剧场演出吗？

我渴望享用世界一流的大
学设施和图书馆馆藏吗？

我想在大学期间参与前沿
的学术研究吗？

我喜欢生活在充满活力的 
多元文化环境中吗？

我愿意在一个安全的，并
且为心理健康和差异化学
习提供有力支持的国家求
学吗？

我渴望便利地前往欧洲各
国旅行吗？

我了解“对不起”这个词能
发挥多么惊人的作用吗？

我是否可以接受频繁的雨
天，并以讨论是否会下雨 
作为谈话的开端？

我渴望获得优质的职业发
展和志愿工作的机会吗？

我是否想要体验在长达
180,000英里的越野步道行 
走，并享受自然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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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
理智上你非常愿意去英国学习！确保在情感上也
认同这一决定哦！

6-12
在英国学习的某些优势可能适合你，但请给自己
更多选项，同时考虑其他的留学目的地。做一
些深入调研以确保你做出最佳决定，千万别仅
凭感性做决定。建议看看相关网站，例如www.
hotcoursesabroad.com，该网站可以同时对比不
同院校的课程。

0-5
你的理智在告诉你英国可能不是你的首选留学目
的地。问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想去英国留学——它
真的能满足你的实践、学术和职业发展需求吗？

12-18
情感上你觉得去英国留学是个好主意！ 确保在理
智上也认同这一决定！

6-11
建议你查找关于英国生活的更多资讯，以充分利
用在英国的学习经历。 如果你的决定更多是由理
智而非感性驱动，那么等你到了英国可能会觉得
与当地的生活有点脱节。建议有条件的话，在做
决定之前去英国体验一下，或尽可能多地接触英
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华英国商会经常举办各种
活动，值得报名参加！

0-5
你想取得英国学位，但也许并不能适应那里的生
活。如果你的理性得分较高，那么建议你了解跨
国教育的更多信息，比如诺丁汉大学在中国宁波
和马来西亚以及英国都设有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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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去英国留学
中英两国学术友谊和交流互通的历史源远流长，硕果累累。已有数十万中国学生选择去英国
留学，且近年来留学生数量一直稳步增长。在过去十年中，申请英国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 
增加了两倍，中国赴英留学生数量接近180,000人。

中国留学生选择英国的原因包括：

• 作为世界一流的留学目的地，英国是国际学生汇聚的中心。毕业生获得国际认可的学位
声誉的同时，也开启了未来的机会大门。

• 英国大学在全球研究和教学方面处在世界前列，留学生还可以享受大学图书馆的丰富馆
藏资源，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

• 英国大学与欧洲各国的大学保持着活跃而紧密的联系，许多学位项目都为学生提供在欧
洲交换学习的机会。

• 英国的本科学位为3年制（苏格兰4年），硕士学位一年制。与其他学位时长更久的国家 
相比，英国留学的整体费用更加经济。

• 许多英国大学为学生提供工作和实习机会，国际生毕业也可以获得两年的留英工作签证。

• UCAS （英国大学本科唯一申请平台）申请流程简明公正，为申请者提供展示综合竞争力 
的机会。

• 英国大学为学生提供全球化的留学体验、进一步完善英语水平，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年
轻人建立联系和友谊。

信息来源： https://www.ucas.com/file/560406/download?token=TnQfUxAL

https://www.ucas.com/file/560406/download?token=TnQfUxAL


申请时间表

我真正喜欢哪些
学科？

自问或互问

你要采取的行动

学校的职责

大学或UCAS的职责

享受学习，尝试更多爱
好和课外活动。 未来就业竞争力培训

和生活技能提升。
阅读，阅读，大量阅读！ 
收听播客、 TED 演讲，
追求智识突破。 如何将我的爱好与我最喜欢

并擅长的学科结合？

开始思考可能的未来就业方向。
你为什么感兴趣？如何实现？

如果我了解自己未来想从事
的行业，这是否会影响我在
G11/Y12的学科选择？选择符合目标院校要求和个

人能力的英语语言测试。

了解学校能为我的大学
申请提供怎样的帮助？

和家人聊聊你的初步计划和
预算。建议他们申请一张银
行卡（例如Visa），以确保
申请流程畅通无阻。

哪些科目真正适合我，并能
帮助我在工作领域获得成功
和快乐？我对职业发展了解
多少？

通过个人学术能力及性格爱好测
试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
比如Morrisby测试。

参加大学展，获得
支持和择校建议。

当我开始申请，哪些人
能为我提供帮助？

参加英语语言测试。

计划暑期实习或志愿者的工作
机会，这将为你选择大学和申

请提供参考。

阅读，阅读，大量阅读！

制作大学和课程的
初选名单。

完成个人文书的初稿撰写。

深入调研课程和院校。

学习，学习，努力学习！ 
（享受过程！）

4 YEARS OUT

申请时间表

START OF 
G11/Y12



阅读，阅读，
大量阅读！

获得一些实际工作
体验，并攻克学习

中的难题。
我对于自身优势的认知是否
与别人眼中的一致？ 是否与

我的学校报告一致？

再次检查确认个人文书和
课程选择，并寻求指导建
议。牛津剑桥申请人应该
明确目标并告知学校。

学习，学习，坚持学习！
（享受过程哦！）

如有必要，重新参加英语
语言测试。

注册UCAS个人账户并
付费。（26.50英镑）
Visa银行卡适用。学校将UCAS的指定

Buzzword分享给学生。

根据你选定的课程列表，在
清单上列出任何额外的录取
要求。

模拟考试和
预估成绩。

检验我的预估成绩是否与
课程录取要求相符。

完成任何额外考
试的注册。

学校为牛津剑桥申请人提交
推荐信和预测成绩。 申请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

学生完成个人文书的最终版
撰写，完成院校的额外测试
要求并完成UCAS申请。

阅读，阅读，
大量阅读！

入围候选人参加牛津
剑桥面试。

我的睡眠和运动时间
是否充足？

早申的学生开始收
到录取通知。

所有申请者完成个人文书的最终版
撰写，并完成 UCAS 申请流程。

学习，学习，不断学习！ 
（享受过程！）

学校为所有学生提交推荐信，和
预测成绩。

基本个人财务知
识学习和生活技
能锻炼。

所有申请者都通过UCAS
门户网站获得结果和录
取通知。

选择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录取，并
通过UCAS官网接受录取通知。
请注意：你可能需要通过支付定金
的方式来确认录取。（Visa银行卡
支持此操作）

是否有机会参加工作，帮
我积累经验或者减轻经济
负担？

计划好签证申请的时间，和航班行程时
间表。完成签证申请，旅行保险购置和

抵达英国后的出行安排。

在结果公布日，在
UCAS平台上接受你的
录取。如果最终你未能
达到录取通知书要求的
成绩，请启用UCAS官
网的补录程序。

我会做饭吗？会分配预算吗？会用
洗衣机吗？

获得一些工作经验，参与志愿服务，
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

能否提前加入大学联谊组织？或通过学
校的社交媒体平台来结识其他同学？

完成院校要求的额外
考试。

SUMMER BEFORE 
G12/Y13

G12/Y13

SUMMER



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在开始申请英国大学之前，多提问。提问和回答的过程奠定 
了你未来学业成功和个人发展的基础。举个例子：

英国大学希望为真正渴望学习、并有继续深造能力的学生提 
供学习机会。事实证明，学生选择自己热爱的学科，未来获 
得成功的机会更大。

为什么申请你真正热
爱的学科如此重要？
我们真正想看到的是申

请人的兴趣和动力。

剑桥招生官

决定你的学术兴趣所
在，并将其作为你的首
要任务和目标。

LSE 招生官

我们欢迎对专业课程真
正感兴趣的，想要拓展
视野，追求自我发展的
学生。

帝国理工学院招生官

享受学习 vs. 学业成就
研究表明，乐趣是取得学术成就的重要预测指标：享受学习过程的学生通常取得更高的分数。觉得课程充满乐
趣的学生也会更轻松地完成学业。

《研究生的情感和成就数据》，2017年发布，作者：Ghaderizefreh, S.和Hoover, M. L

研究表明学生的满意度和学术表现紧密相关。研究同样表明，学生满意度对学术表现和学生留存率都有助益。

《贝纳迪尔大学的学生满意度和学术表现》，2016年发表在《教育和实践》杂志上（期刊号7（24），第
59-63页），作者：Dhaqane, M. K.和Afrah, N. A

我对什么最感兴趣？

我擅长做哪些事情？

我喜欢做哪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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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fonomics-society.org/wp-content/uploads/licej/published-papers/volume-8-2017/Graduate-Students-Emotions-and-Achievement-in-Statistics.pdf
https://www.iiste.org/Journals/index.php/JEP/article/view/32600
https://www.iiste.org/Journals/index.php/JEP/article/view/3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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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合适的课程
比选择大学更重要的是选择专业。 尽管申请建议众多，但最佳的申请建议获取途径是
UCAS（英国本科申请唯一官方平台）。 UCAS官网为申请人提供英国所有本科课程的信
息，包括院校及专业介绍、申请要求和流程、学生生活和经验分享等，非常全面。 

访问www.ucas.com并开始探索吧！

重要提示

一些相似的学科课程采用
不同的名称。建议在开始
挑选目标课程之前，先在
以下网站查看相关科目列
表：https://www.ucas.
com/explore/subjects 

名称相同或相似的课程可能涵盖很多不同的模
块、教材或授课方式。第一轮筛选可能适合你
的课程，仔细研究每一学年的学习内容，例如
课程一共包含多少模块（与你预期的是否一
致），以及每个模块所涵盖的主题是什么。

除了课程内容之外，如何 
评估学生的成绩也值得思
考。考核方式是考试还是
论文作业，是演讲展示还
是实践评分？以个人表现
还是小组表现评分？哪种
方式适合你的学习风格、
更容易体现你的实力？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是：你在高中的学科选择 
是否符合你即将申请的专 
业课程要求。每门课程 
网页都有“入学要求”的
板块 ，请仔细阅读该页
面，看是否有特定的成绩
要求， 或额外资质的要
求，以做好准备。

每个课程页面底部都
有一些数据信息， 可
以看到学习该课程的
往届学生评价、学生
满意度和工作机会。

申请中，建议不要选
择超过两种以上的不
同专业，这会加大你
的个人文书写作难
度，并且让你的文书
无法聚焦。

英国大学理解，同样潜力 
的申请人可能来自不同的 
学习背景和知识体系，也 
让他们本科学习的起点有 
所不同。

有些大学提供预科课程， 
以帮助学生弥合高中和本
科学习之间的语言和学术
差距。大多数预科课程需
要一年时间，录取要求更
低，在学生完成预科课程
并通过考试后，再升入
本科。

http://www.ucas.com
https://www.ucas.com/explore/subjects 
https://www.ucas.com/explore/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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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
课程排名和院校排名情况怎
么样？

研究资源
图书馆馆藏资源如何？

地点
城市？学院制？校园？ 
UCAS城市指南怎么说？

花费
平均花费是多少？1

学习环境
我喜欢学校的建筑风格吗？ 

旅游出行
交通出行是否便捷？旅行目
的地条件如何？

课余生活
文化和娱乐、体育运动和社
团活动？

学生生活
其他学生觉得校园生活体验
如何？

偏见
我是否被实际上并不重要的因
素影响了判断？ 2

就业前景
从未来职业发展的角度看，
该课程是否实用，或者能否
积累经验？更宽泛还是更具
体职业技能指向的学位是否
更适合我？

大学选择
一旦拥有了备选课程列表，就该开始选择大学了。以下问题供你参考——所有的问题或多或
少都取决于你的个性、喜好和需求，以及你下一阶段的目标。请尝试选出对你最重要的4个
因素：

选择赴英国留学是因为我喜欢英国的建筑、语言、当地风俗等文化因素。此外，我觉得英国
大学的课程模式和申请流程要比美国大学的更加合理。

英国大学申请人

1 值得注意的是，伦敦的房租和生活费比其他城市更昂贵，也有人认为伦敦的大学对有昂贵消费习惯的学生更有吸引力。

2 比如说认识某个曾去过这所大学的人，或从未听过这所大学的人。



下列网站均提供大学排名榜单
对比：
https://discoveruni.gov.uk/ 

英国政府的官方网站，提供有深度
的洞见和对比数据，包括学生体
验、毕业生平均工资、入学要求，
以及该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中是否
感到有意义。

https://www.
timeshighereducation.com/
world-university-rankings 

著名全球大学排名对比网站，聚焦
在教学、研究和国际声望方面。

https://www.topuniversities.
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
university-rankings/2022

QS世界大学排名，全球最知名的大
学排名榜单之一。

https://www.
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
co.uk/league-tables

用户友好的独立运营网站，为学生
提供不同层面的大学对比，如：基
础设施、学生满意度、赞助资金和
就业情况。

https://www.hotcoursesabroad.
com/

按照学科分类搜索的全球同类课程
分布，和排名对比信息。

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
universityguide

读者友好，每年更新。榜单评价维
度包括学生反馈、教学质量、“学
术增值率”（对比入学到毕业的学
术进步值）。

排名榜单
世界范围内和英国本土都有许多大学排名榜单，虽然这些
榜单可能会帮助你做出留学目的地和专业的选择，但你也
要知道，这些榜单的评选标准和你真正的学习生活体验没
什么关系（虽然榜单排名在简历里还是好看的）。

我们建议你：

• 结合多个维度来做决定：专业学科的模块、教学方式
和学生满意度排名，及大学整体排名。

• 排名仅仅是个参考——排名永远无法体现大学生活的
全貌，而且每年都在变化，现在排名最高的学校到你
就业的时候也可能有所下降。

多与人交谈，在学生网站上浏览真实学习和生活体验的反
馈。参加大学开放日或参观校园，都能让你更清晰地了解
课程及院校全貌以及是否适合你。

https://discoveruni.gov.uk/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2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2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2
https://www.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co.uk/league-tables
https://www.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co.uk/league-tables
https://www.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co.uk/league-tables
https://www.hotcoursesabroad.com/
https://www.hotcoursesabroad.com/
http://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universityguide
http://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universityguide


材料清单：申请英国大学都需要准备什么
所有的中国申请人都需要完成以下步骤：

在UCAS官网上注册并付费

在1月截止日期前提交UCAS在线申请表格，共包括5所大学的5门课程，网址为 
www.ucas.com 

个人文书（你的个人文书和成绩都将影响录取结果，要认真对待）

雅思成绩（请合理安排考试时间，成绩不达标意味着申请人即使收到条件录取，
也会因语言成绩不达标而被拒）

考试成绩和/或预测成绩（需要学校老师为你提供）

学校推荐信（提交申请时由老师提供）

财产证明（用于支付学费）

此外有些院校或课程项目有额外的申请要求
请检查你是否将需要准备以下内容：

请注意某些专业和大学的早申请截止日期：医学和兽医专业的申请、牛
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所有专业的申请截止日期都在10月份。

完成面试，现在通常是在线面试

完成专业要求的考试

艺术类课程项目需要提交作品集

提交申请后可能需要完成一篇额外小作文

发送最新成绩单

填写部分大学指定的申请表，例如SAQ

提交特殊教育需求申请

大学官网的课程页面会标明额外申请要求，如果需要面试或额外材料，大学会联系申请人。

受到疫情大流行的影响和在校考试中断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大学要求申请人提供高中课堂
作业样例，以便院校对录取做出更加公平的决定，所以要对这个方面有心理准备！

已完成

已完成适用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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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最激烈的大学希望录取什么样的申请人

“我们真正想看到的
是申请人的兴趣和
动力。”

剑桥大学招生官

广泛的阅读和
独立思考能力

“大量阅读，越多越
好。还要通过播客、
视频、线上课程等方
式拓宽视野、挖掘学
科专业深度。”

牛津大学招生官

优异的成绩

解决新问题、 
迎接挑战的能力

调研能力

“决定你的专业兴
趣所在，并将其作
为首要发展方向和
目标。”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招生官

对个人未来发展的
目标感

“我们欢迎对专业课程
真正感兴趣的，想要
拓展视野、追求自我
发展的学生。”

帝国理工学院招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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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文书怎么写
英国大学申请流程的核心是个人文书，是你作为候选人的一份单页陈
述。申请人需要阐述申请原因，以及他们在入学后能够为大学带来怎
样的积极影响力。个人文书是大学决定是否录取申请人的第二大因
素，仅次于高中成绩。

2020年，26,710名中国学生通过UCAS申请了英国的大学课程，其中
有16,185名学生获得录取，没有获得录取的学生中，可能有相当一部
分是因为个人文书不够出色。

信息来源：https://www.ucas.com/data-and-analysis/
undergraduatestatistics-and-reports/ucas-undergraduate-sector-
level-end-cycle-dataresources-2020

个人文书的八个难点：

文书必须覆盖你申请的
五个大学和专业选择。

你只有47行，不超过
4000个字符（包括空
格）来阐述自己。

在如此有限的字数限制
下，你要写清楚你为什么
要学习这个科目，你的优
势、经历和兴趣，并用最
真诚动人的方式呈现。

个人文书的内容要与老师 
在推荐信中对你的描述相 
符合，但不能重复。（而
且申请人不会看到老师写
的推荐信。） 

文书内容要兼具原创性
和逻辑性。

有分寸地展示自己的优秀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巧妙地在1-2个与申请学
科相关的专业话题上体
现学术观点。

展示你在课外进行了哪些
学习和实践，以证明你对
该学科的热情。

申请竞争越激烈，个
人陈述就越重要。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招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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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中申请人个人文
书中的每一个字符。

英国G5大学招生官

如何写出高质量的个人文书

推荐做法
真诚的表达你自己，包 
括你的兴趣所在，你的
思考方式、解决问题和
面对世界的方式。

在个人陈述中提到EPQ
或EE的内容。

EPQ指的是“延展项目资格考试”，是学生在高中最后两年可选的额外项目，通常在
A-Level课程中提供。

EE指的是“延展论文”，是IB国际文凭课程的一部分。

写作时注意字数和行数
的限制，力求简洁。

专注于谈论你所申请的
课程领域，并展示你对
自我的认知和对课程的
认知间的匹配和 
关联。

尽可能展示你是个阅读
者，不仅是阅读内容，
而是你的提炼和收获，
及这个过程如何提升了
你的思考分析能力。

完成个人文书后，反复
推敲、修改并斟词酌
句，直到你感觉它能完
全地展现你自己。

存好草稿，最好将稿件
保存在标好页码的Word
文档里。

谈论你未来想要如何应
用你的学习和研究。

浏览并研究目标大学官
网上丰富而具体的申请
建议。

对你的个人文书内容负
责。听取意见固然重
要，但个人文书终究体
现你的思考。你的未来
应该由你自己来负责。

仔细校对，即使你认为
已经没有任何错误的时
候也要校对——因为错
误总是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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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出高质量的个人文书

不推荐的做法
陈词滥调就是写作中缺乏独创性，要么是所写内容过于趋
同、缺乏个性，要么是以虚假做作的方式展示自己。与陈
词滥调相反的就是真实性，这是招生官反复强调的。

个人文书的开场白是你给招生官留下良好第一印象的重要
机会。我们问了名校招生官们什么才能让文书看起来更
好，他们的建议是不要踩以下雷区：

陈词滥调是最容易毁掉个
人陈述的方式之一，那么
何为陈词滥调？

陈词滥调

首当其冲的一条——以防
你开篇就落入俗套；或者
讲述一些不着边际的内
容，让招生官对阅读你的
个人文书失去兴趣。

名言引用

“不要用名人名言作为个
人文书的开篇。每当看到
这种开头，我们的招生官
就会抱怨这样的文书简直
太多了。”

——伦敦大学学院招生官

荒诞故事

“看到母亲在超市里昏倒
的那一刻，让你想成为一
名医生。编写这类过于戏
剧性的故事其实并不会打
动招生官。”

——剑桥大学招生官

罗列堆砌

罗列堆砌你所阅读的内
容和取得的成就，但不
解释它们对你的学习成长
所产生的影响，这毫无感
染力。

未提及目标课程

“最好在个人文书开篇的
第一行就提及你想要申请
的课程。”

——帝国理工学院招生官

跨专业申请

同时申请几个不同的专业
可能会妨碍你在个人文书
中清晰阐述你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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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估成绩
大学的条件录取通知书所参考的高中成绩，来自你的学校老师对你最终考试成绩的预估。

• 预估成绩指学校认为你在最终的A-Level或者IB考试可能取得的成绩，与你在学校的平时
表现息息相关。在UCAS上IB成绩会体现HL和SL中每门成绩的分数。

• 学科老师或学校升学指导老师，会依据学生过往表现和发展曲线给出预估成绩。老师们
会观察学生的发展是呈上升趋势逐年进步，还是相对持平。老师会考虑所有因素，以给
出合理的预估分数。

• 学校会通过多种方式预估学生的成绩表现，但大多数学校会告诉学生哪些重要的考试对
预估分数产生影响。游说学校去争取更高的预估分数是很多学生都想做的，尤其是学生
发现预估分数达不到自己最想申请的课程入学要求时。但实际上学校很难改变主意。大
多数学校都非常努力地做到始终如一和一视同仁，而且往往会认为游说的行动是不公平
的特殊待遇要求。

大学录取和预估成绩
申请那些你的成绩达到基本入学要求的课程专业非常必要，如此你才会对录取结果更有把
握。但如果你的预估分数暂时还不能达到入学要求，而你的个人文书非常出色，你对老师出
具的推荐信也有饱满的信心，那不妨努力争取，有可能会拿到梦校的条件录取，那在此之
后，你要做的就是努力学习赶超成绩啦！

当查看入学要求和录取通知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 录取通知书范围——学生有可能收到“特殊情境录取”，这种录取通知书通常发放给由于特殊原因

未能获得教育机会的英国籍学生。

• 特定科目成绩——你的A-Level可能拿到了A*AB，但是你需要检查你申请的学科是否要求某个特
定学科是A*才能符合要求。如果你特定学科的分数没有达标，意味着你将可能被拒。

• 对IB成绩或HL成绩有具体要求——部分大学会要求申请人在IB文凭课程中拿到指定的分数，某些
大学会要求HL的学科不低于一个分数，例如三门HL分别达到6、6、5才符合入学要求。

• 大学偶尔会慷慨地放宽申请要求——例如，如果你申请的专业要求IB的HL课程达到6、6、5分，
但因为你选择了自己不擅长的HL科目，并且该科目与你想要申请的大学专业无关，那么你可以尝
试向大学提出是否可以仅考核IB总成绩。前提是你取得足够高的总成绩或者比较高的SL成绩。总
之如果在申请中出现这种情况，推荐你给该学校招生官发邮件沟通。

• 确保向大学提供详细的EPQ或EE信息，这会对你的录取结果产生影响。

• 如果你使用中国的国家课程成绩进行申请，请在申请前查看目标大学官网上的成绩换
算方式。

预估成绩是指申请者的学科老师或升学指导老师认为学生可能会达到的分数。大
学和学院在录取过程中会将预估成绩作为参考因素之一，来帮助他们评估申请者
的潜力。

                                                                                                                         U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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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水平考试
如果英语不是你的母语，且未通过例如GCSE、A-Level、 
IB国际文凭考试，或者AP课程中的课程模块来获得足够
证明你英语水平的资格认可，那大学很可能要求你提供英
语语言测试成绩，以确保你的英语水平足够支持你的深造
学习。不同院校和专业对于语言考试类别和成绩的要求不
同，以下我们列出了最常见的英语语言考试，包含录取标
准成绩区间。大体来说（不是绝对的），录取分数要求越
高的专业对英语水平的要求越高。申请人应该以目标院校
官网中列出的每个专业的具体要求为准。

在决定参加任何英语语言测试前，应该先向你所在的学校
确认 ：1、你是否需要参加英语语言测试；2、参加哪个
英语语言测试与你在校的语言学习和支持最相得益彰。如
果你计划申请艺术类预科课程，那么你要准备好参加统一
的入学测试，其中包含语言测试的模块。

考试名称 全称 等级 
水平

考试 
形式 了解详情*

IELTS

雅思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5.5-
7.0

线上和
线下

https://www.ielts.
org/

TOEFL

托福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75-
100

通常线
上 (IBT – 
Internet 
Based 
Test)

https://www.ets.
org/toefl/

PTE Academic

培生学术英语考试

Pearson Test of 
English 50-70 线上

https://www.
pearsonpte.com/
pte-academic/ 

C1 Advanced

剑桥英语考试

Cambridge 
English 
Qualification

160+ 线下

https://www.
cambridgeenglish.
org/exams-and-
tests/advanced/ 

Duolingo English 
Test

多邻国英语测试

Duolingo 
English Test

95-
110 线上

https://
englishtest.
duolingo.com/

GCSE, IGCSE 或
A Level

(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Standard or 
Higher Level)/
Advanced 
Placement Tests

理论上说，如果你通过以上任何考试中的
英语语言学习模块，并获得成绩证明，是
可以证明你的语言水平的。但我们要强调
的是，一定要在UCAS官网上，确认你所
申请的具体专业和院校的申请要求，并和
你的学校确认。

*请注意：以上每个考试官网都会极力证明自己是申请者的最佳选
择，请合理判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考试。

UCAS官网中关于英语语言测
试的页面上有以下两段话：
雅思考试是全球范围内广受认可的
英语语言测试。如果你想申请英国
大学的本科或硕士课程，雅思（学
术类）测试是被广范推荐的。

托福是另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认
可的英语语言水平考试。托福成绩
向大学证明你在本科学习环境中的
英语沟通能力。考生可以在线参加
托福考试。

信息来源: https://www.ucas.
com/undergraduate/applying-
university/international-and-eu-
students/what-level-english-do-
i-need-get-uk-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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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测试 - 申请提交完成后
某些专业和大学要求申请人完成额外的测试，例如：面试、额外笔试、艺术作品或作品集。

你可以在UCAS或大学官网查看你所申请的专业是否需要入学测试。如需入学测试，请确保
在考试申请截止日期前完成报名。

如你接到了面试通知，以下是一些来自招生官的面试建议：

剑桥大学：
• 招生官希望了解学生的

兴趣和动力。

• 你不可能答出所有的问
题。当你没有确定答案
的时候，不要沉默，保
持镇定和轻松，并试图
展开讨论。

• 招生官更希望看到你如
何分析问题，而不是你
能提供正确答案。

• 建立互动的关系。与其
沉默不如提出问题，表
明你愿意学习，也表明
你有潜力适应剑桥大学
的导师制授课方式（剑
桥的面试形式也是对于
导师制的模拟）。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 招生官寻找的是对深入

学习课程真正有兴趣的
申请人。

• 想要不断学习并拓展职 
业发展道路的申请人更 
容易被录取，特别是那 
些对往届毕业生的职业
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思
考和研究的，或是对例
如帝国理工的创业实验
室感兴趣的申请人。

• 许多科学研究都需要科
学家有走出自己的研究
领域，理解他人并合作
的能力。思考并准备好
谈论这个方面。

• 令人惊讶的是，很多申
请人并不了解：帝国理
工的本科课程只专注于
科学、工程学和医学。

牛津大学：
• 了解你的学科专业！

阐明你对它真的有强
烈的兴趣。

• 学术兴趣是最重要
的；对特定学院的兴
趣并不重要。

• 多做准备，并充分利
用资源去了解你想要
学习的领域。

• 尽可能广泛地阅读。

获取更多面试相关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www.ucas.com/undergraduate/after-you-apply/undergraduate-interview-inv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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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测试
除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要求入学测试外，医学、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科学等科目也有相应
的额外入学测试，越来越多的大学也要求学生完成TSA（思考能力测试）。不要害怕这些考
试，它们的作用在于探测到全球范围内有专向才能的学生。如果不能通过这些考试，相应地
也不会得到此类学校和专业的录取。

课程相关的入学考试

一定要记住，个人文书只是牛津大学申请的一部分。有的学生个人文书非常棒，但接下来的
测试准备不充分或提交的课堂作业样例质量不高，也可能将不被录取。

牛津大学招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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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 Cambridge Law Test

• LNAT – National Admissions Test 
for Law

医学
• BioMedical Admissions Test 

(BMAT)

• Graduate Medical School Admis-
sions Test (GAMSAT)

• Health Professions Admission Test 
(HPAT Ulster)

• University Clinical Aptitude Test 
(UCAT). 阅读 UCAT’s 2020 update 
on  how the test will be delivered 
this year.

思考能力测试
• Thinking Skills Assessment 

Cambridge  (TSA Cambridge)

• Thinking Skills Assessment 
Oxford (TSA Oxford)

• Thinking Skills Assessmen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TSA  UCL)

数学
• Mathematics Admissions Test 

(MAT)

• Sixth Term Examination Paper 
(STEP)

• Test of Mathematics for Univer-
sity Admissions

http://ba.law.cam.ac.uk/applying/cambridge_law_test/
http://www.lnat.ac.uk/
http://www.lnat.ac.uk/
https://www.admissionstesting.org/for-test-takers/bmat/
https://www.admissionstesting.org/for-test-takers/bmat/
http://www.gamsatuk.org/
http://www.gamsatuk.org/
http://www.hpat-ulster.acer.edu.au/
http://www.hpat-ulster.acer.edu.au/
http://www.ukcat.ac.uk/
http://www.ukcat.ac.uk/
https://www.ucat.ac.uk/ucat/ucat-2020-update/
https://www.ucat.ac.uk/ucat/ucat-2020-update/
https://www.ucat.ac.uk/ucat/ucat-2020-update/
http://www.admissionstestingservice.org/our-services/thinking-skills/tsa-cambridge/about-tsa-cambridge/
http://www.admissionstestingservice.org/our-services/thinking-skills/tsa-cambridge/about-tsa-cambridge/
http://www.admissionstestingservice.org/our-services/thinking-skills/tsa-oxford/about-tsa-oxford/
http://www.admissionstestingservice.org/our-services/thinking-skills/tsa-oxford/about-tsa-oxford/
http://www.admissionstestingservice.org/our-services/thinking-skills/tsa-ucl/about-tsa-ucl/
http://www.admissionstestingservice.org/our-services/thinking-skills/tsa-ucl/about-tsa-ucl/
http://www.admissionstestingservice.org/our-services/thinking-skills/tsa-ucl/about-tsa-ucl/
http://www.admissionstesting.org/for-test-takers/mat/about-mat/
http://www.admissionstesting.org/for-test-takers/mat/about-mat/
http://www.admissionstestingservice.org/our-services/subject-specific/step/about-step/
http://www.admissionstestingservice.org/our-services/subject-specific/step/about-step/
http://www.admissionstesting.org/for-test-takers/test-of-mathematics-for-university-admission/about-the-test-of-mathematics-for-university-admission/
http://www.admissionstesting.org/for-test-takers/test-of-mathematics-for-university-admission/about-the-test-of-mathematics-for-university-admission/
http://www.lnat.ac.uk/


特殊教育需求（SEN）
SEN代表特殊教育需求。如果你有残疾、学习障碍例
如阅读障碍、运动障碍或心理健康问题（例如长期抑
郁症），你可能需要申请特殊教育支持。

有时，学生们担心提出特殊教育需求可能会让申请变
得更加困难。这种情况是罕见的，如果真的发生了，
可以依法采取措施。

英国受到《平等法》的保护，该法律规定雇主或机构
不应因残疾、特殊学习困难或心理健康状况而歧视某
人，否则即构成违法。事实上，许多大学都有学生章
程，明确承诺帮助任何可能需要额外支持的学生，并
且非常重视对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承担的责任。申
请人有权决定是否在申请中披露特殊教育需求，你也
有权将此需求保密。

但是，披露特殊教育需求可以确保你在抵达英国后获
得所需的额外帮助，并在申请时为你得到院校的额外
支持，或额外经济帮助。

欲了解更多相关信息，阅读来自Disability Rights UK
的使用指南将十分有帮助。

了解如何对特殊教育需求做出正式评估，请联系你所
在地的 SENIA 分会。

温馨提示：

如果你有特殊教育需要：

• 联系大学，了解你需要提供
的任何材料。

• 不要隐藏你的真实需求，因
为你的个人文书也可能暴露
这些弱点。如果大学不能看
到真实全面的你，会让大学
对你的申请产生疑虑。

• 你可以放心，你的特殊教育
需求不会对录取结果产生负
面的影响。

• 你可以信任大学，大学会在
开学后尽可能地为你提供你
所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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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isabilityrightsuk.org/telling-people-you%e2%80%99re-disabled-clear-and-easy-guide-students
https://www.seniainternational.org/
https://www.seniainternational.org/  


谣言粉碎机
误区1：有些课程不对中国学生开放或者录取名额有限
所有本科课程都对包含中国学生在内的任何国际学生开放。唯一有限制的是医学专业，这一
限制是为了确保每年有充足数量的英国本土医生接受专业培训。 这个申请限制面向所有非
英国籍的国际学生，而不是仅仅针对中国学生。

误区2：如果我参加A-Level/IB/AP课程项目，我的入学几率就更大/更小
广泛来看，大学对这几门课程不会区别对待。大学招生官很清楚学生无法选择学校的课程体
系，以A-Level/IB/ AP等课程为基础来寻找最佳学生是不公平的。UCAS官网上包含各个课
程项目衡量标准的信息，可以看到大学如何换算不同考试的分数：https://www.ucas.com/ 
undergraduate/what-and-where-study/entry-requirements/ucas-tariff-points。有的招
生官认为，从进入大学以后的表现来看，IB学生能更好地应对尤其是第一年的学习生活，因
为在DP阶段已经比较接近大学的学习模式；而A-Level学生深入学习三门或四门课程，这为
大学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学业专业部分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误区3：申请越早越容易被录取
牛津剑桥的申请截止日期是10月15日，对于非牛剑或医学申请人来说，UCAS官方和大学招
生官的答复都是更早提交申请没有优势。只要学生在UCAS的截止日期前提交，就会得到平
等的录取机会。但是，也有一些声音认为早提交也有好处：除了尽早完成的成就感、给学校
足够的时间支持你，学生也会更早收到面试通知；此外有一些经验和故事表明，对于艺术创
作或者一些要求实践经验的专业例如艺术和戏剧，学生需要提交作品集或者试镜的情况下，
早申请更容易被院校从申请池中选中。有经验的升学指导老师建议：11月份是一个比较理想
的递交时间，压力更小，结果更好。

UCAS的申请截止日期通常在每年的1月15日。由于疫情的影响今年延长到了1月29日。对于
2022年申请季的准确截止日期，我们建议您关注UCAS的中文微信平台，以便及时获取实时
动态。

误区4：同名课程=无论你上哪所大学都一样
要挑选合适的课程，你通常需要比想象中付出更多的时间。每个广泛的学科领域都有许多不
同的专业细分选择，仔细研究每门课程的具体细节能够避免你在上大学之后发现跟自己想的
不一样。同样的课程，有的大学更注重理论性，有的大学则以实践为导向。例如，传统英语
专业和更具进步意义的英语专业课程会给学生带来截然不同的学习体验一一例如，杜伦大学
和谢菲尔德大学拥有相同名称的课程专业，但是如果仔细查看课程描述，就会了解到这两门
课程的内容完全不同。选对专业是第一步，其次就是了解往届学生对该专业学习的评价，以
及教学大纲的具体内容。

误区5：G5超级精英大学就是最佳选择
目前在中国， G5超级精英大学可能仍是最受中国广大雇主认可的大学。然而，我们不能保
证这些大学的名字在当下全球化世界中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一份吸引人的简历其实也可以
阐明学生的所有资历。“我毕业于X大学，我的专业是当时英国排名最高的”，这样的描述是
更有吸引力的，而不是仅给出学校和专业名称，读者其实并不一定能领会其中的要义。如果
你真的认为更传统或更著名的大学能为你的未来发展带来益处，那么你应该了解一下罗素集
团大学的院校。罗素集团的大学在世界各地都广受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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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粉碎机
误区6：G5和罗素集团大学就是最棒的
并不是这样的。虽然这些大学都是健全完善并且是优秀的求学地点，但他们并非是唯一选
择。建议你根据个人学习目标，对课程做好调研，这会给你带来更多合适且有竞争力的选
择。在过去几年中，排名榜单越来越多，学生可以找到大学生活和学习、教学质量、研究、
毕业生机会和就业能力，以及学生生活质量等一系列不同方面的排名榜单。

误区7：伦敦是英国最棒的地方
伦敦是一个很棒的城市。城市更加安全，更包容，伦敦的市民比其他地方更倾向于谨慎行
事，并且伦敦有更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团体。旅行方面，从英国最南端南安普顿大学到北端
阿伯丁的距离，和北京到苏州的距离大致相同，英国的大多数地方都容易到达，无论你去
哪里都很方便。有的学生适合在大城市快速成长，还有的学生在大学校园和小城镇发展得更
好。在你开始申请之前，要对目标院校的位置、规模和组织结构进行深入调研，有可能的话
提前实地参观考察一下，真实了解学校。

误区8：我没时间做课外阅读
阅读经验是个人陈述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不过大部分申请人都并不注重课外阅读。大量阅读
与课程相关的书籍，真正消化理解所读内容，并能够智慧地讨论书籍内容也非常重要。这一
点通常在以申请美国大学为主的学校里没有受到足够多的关注和支持。建议在阅读方面做到
自我驱动，这通常是提高申请成功几率的明智举措。

误区9：对于想留在英国的毕业生而言，就业空间有限
近期签证规则的修订使毕业后留英就业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留学生可在毕业后在英国
生活两年，充分利用时间找到工作，开启新生活。

误区10：参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公开申请很重要
对此，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招生官表示：“完全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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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您的孩子：给父母的建议
与学校沟通：
很多学校都有年级组长和导师，所有学校都有专门的大学升学指导老师，这些老师将支持学
生的大学申请，确保他们不偏离方向，并为学生个人文书的撰写和其他申请环节提供建议。
我们建议您熟悉学校里的主要负责老师，了解学校发送的申请相关辅助性文件，以及学校安
排的线上或者线下大学申请信息说明会。值得注意的是，学校非常重视公平性，所以如果学
生或者家庭希望说服学校提高学生的预估成绩通常不会得到正面的反馈。但是学校和升学指
导老师会非常乐意与学生讨论适合他们的申请目的地。通过家长会、邮件咨询等等沟通途径
都能帮助家长和学校更好的合作，来支持学生顺利完成申请过程。

支持孩子的持续成长和进步： 
这是孩子求学道路上精彩且惊心动魄的一段旅程，他们正朝着独立生活迈出第一步，也是学
术提升和个人成长飞速发展和变化的时期。最了解孩子的人一定是父母，您一定知道他们需
要多少生活上和情感上的支持。不过无论他们目前需要什么，我们的目的都是帮他们为即将
到来的独立生活做好准备：能够做决定、能管理好学习任务和个人时间。这是逐渐让他们过
渡到独立生活的重要阶段。

另外，您还可以了解申请时间线，和孩子讨论他们的申请进展、擅长的事情和过去的成就。
很多时候孩子们在撰写个人文书的时候，会忘记加入重要的经历，直到了解他们的人提醒才
意识到自己其实有很多的素材。在专业课程选择方面，所有能够为学生提供建议的成年人 
（包括老师）都要克服从可能过时或过往经验中盲给出建议的冲动，因为过去的信息可能有
改变。我们应当鼓励学生查阅、研究和讨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仅仅从他人的经验中做出决
定。UCAS官网面向公众开放，请利用好这个信息来源。

财务支持：
国际支付有时候很麻烦，我们建议您选择一个国际通用的信用卡，例如
Visa，从申请流程初期到支付学费、支付保险和预订航班，再到为孩子
提供在英国境内可以便捷使用的支付卡，Visa都是绝佳的选择。了解更
多Visa为海外留学生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请扫描右侧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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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地活动
报名参与活动，或了解英国商会在北京
举办的其他活动，请扫描以下二维码：

广州英国日
报名参与活动，或了解广东英国商会举
办的其他活动，请扫描以下二维码：

成都英国校友会
报名参与活动，或了解中国西南英国商会

的其他活动，请扫描以下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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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趋势
对于有意前往英国大学深造的中国学生及其家庭来
说，影响决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

• 确保学历在中国和全球市场上都拥有竞争力。

• 获得与在中国学习截然不同的体验，帮助他们无论
在中国还是海外都获得较高的认可度和含金量高的
个人简历。

中国学生申请英国大学的趋势与学生个人意愿和中国
的发展需求均有紧密的联系。例如：过去很多学生选
择工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和国际贸易专业
的申请更加热门。随着中国研究机构的迅猛发展，赴
英学习科学专业的学生数量大幅增长。近年来，申请
法律、人文、语言、文学、环境科学和艺术的学生都
在增长。随着中国学生普遍英文水平的提升，以论文
写作为基础的专业也更多的吸引了中国学生。另外，
中国的数字和创意市场的发展，也会看到更多的年轻
人选择这个领域去发展自己的未来。

我家孩子对研究类课程非常感兴
趣，他也一直专注于院校的这类
课程项目。我觉得学术研究水平
对他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在决
定留学目的地时，安全是我最关
心的问题。总体来说英国大学比
较符合我们的期望。

学生家长

我是一名英语文学专业的学生，
我对中世纪的手稿特别着迷。剑
桥大学图书馆在这方面有无可比
拟的馆藏资源。

申请英国院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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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535

45

365

525

35

1,040 1,035

中国留学生专业选择概览
https://www.hesa.ac.uk/data-and-analysis/students/table-53

尽管官方没有给出中国学生和其他国际学生分别的统计数据，但从UCAS对居住在英国且声
明自己来自中国的学生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到近年来 (2019-2021)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课程
种类。调研数据来自约一半的每年成功申请到英国院校的中国学生，学科的广泛性可能超出
你的预期！

1,185
工程学与科技

数学

物理学

兽医学

心理学

生物学和运动科学

农业，食品与相关 
研究

医药学相关专业 计算机科学

975
医药学和牙医

305
建筑、建造及规划

100
地理学、地球和环境
研究（自然科学）

科学专业 6,780

*学生数量

https://www.hesa.ac.uk/data-and-analysis/students/table-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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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285

100

459

235

50

1,565

商务与管理

社会科学

语言和区域研究

媒体、新闻与传播

法律

历史、哲学以及宗教
研究

地理、地球和环境 
研究 

（社会科学）

875
设计、创意和表演 

艺术

175
整合及综合研究

100
教育和教学

非科学专业 4,460

*学生数量



新冠疫情
无论何时，规划出国留学都是一项步骤繁杂的工作。自2020年起，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又给
留学申请增添了工作量，和不确定的因素。鉴于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申请人不要过于执着
于任何一个计 划：当下，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找到未来可能需要的信息资源。以下，我们简
要的提供一些你可能需要了解的英国院校和新冠疫情相关的信息，以及相关网页链接。

• 英国目前没有旅行限制，法律也没有要求自我隔离（如果你的新冠疫情检测呈阳性，还是
鼓励你在住处自我隔离）。由于疫情防控规则是政府制定的，因此建议你在英国政府官网
查找最新政策信息：https://www.gov.uk/coronavirus。

• 大学是相对独立的机构，因此他们的政策也各有不同。在城市封锁期间，大部分教学活动
转移到了线上进行，有些教学活动则被取消。封锁结束后，大部分院校都提供线上线下混
合教学模式，如大型线上集体活动（授课讲座）和小型线下活动（研讨会和面对面授课）
。所有大学都承诺，会为因当地防控隔离、或潜在健康状况或旅行限制而无法前往英国学
习的学生提供支持。疫情发展至今，为了支持学业进度，大多数院校也已经具备多种授课
方式的应变机制。如果您想了解大学的授课形式，最佳方式是查看院校官网了解新冠疫情
期间的相应政策和应对机制。

• 与教学方面一样，各个大学宿舍对于疫情的管控措施也不尽相同，建议查看大学官网以了
解具体的宿舍管理情况。

• 疫情期间，留学费用基本保持不变。虽然在线课程通常更便宜，但半途转换到在线课程
的费用对于大学来说并不降低成本，相应对学生来说费用也不会降低。建议查看大学网
站，以获取可能存在财务支持信息以及更多指导建议： https://ukcisa.org.uk/Informa-
tion--Advice/Studying--living-in-the-UK/Coronavirus-Covid-19-info-for-internation-
al-students#layer-6906。

• 从实用建议到心理健康指南等隔离期间可能涉及的各个方面，英国的大学都有完善的支持
体系。我们建议学生查看英国国际学生事务委员会（UK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Stu-
dent Affairs）官网 https://ukcisa.org.uk/，以及NHS Every Mind Matters官网  https://
www.nhs.uk/every-mind-matters/。如需了解您的学生权利以及大学在支持学生福利方面
必须遵循的规定，请前往此官方页面查看：https://www.officeforstudents.org.uk/。

• 签证和移民要求在特定时期出现过变化，以支持被困在疫情防控限制下的学生。在
UKCISA网站上有实用的最新信息，搜索COVID和visas就能找到：https://ukcisa.org.uk/。

• 如果由于疫情的发展变化导致你决定推迟或拒绝大学的录取，在你联系大学之前，请在
www.ucas.com 网站上搜索“COVID”以获取最新的政策和回复接收、推迟或拒绝大学的最
后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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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申请已面向
在中国大陆地区
的外籍人士全面
开启

想要在离家更近的地方获得英国大
学认证学位吗？

欢迎下载指南 
手册了解详情！



相关信息
入学考试
Cambridge Law Test
LNAT – National Admissions Test for Law
Mathematics Admissions Test (MAT)
Sixth Term Examination Paper (STEP)
Test of Mathematics for University Admissions
BioMedical Admissions Test (BMAT)
Graduate Medical School Admissions Test (GAMSAT)
Health Professions Admission Test (HPAT Ulster)
University Clinical Aptitude Test (UCAT). Read UCAT’s 
2020 update on  how the test will be delivered this year.
Thinking Skills Assessment Cambridge  (TSA Cambridge)
Thinking Skills Assessment Oxford (TSA Oxford)
Thinking Skills Assessmen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TSA  UCL)
https://www.ielts.org/ 
https://www.ets.org/toefl/
https://www.pearsonpte.com/pte-academic/  
https://www.cambridgeenglish.org/exams-and-tests/
advanced/  
https://englishtest.duolingo.com/  
https://www.ucas.com/undergraduate/applying-
university/international-and-eu-students/what-
level-english-do-i-need-get-uk-university 

申请
关于大学申请你所需了解的一切  www.ucas.com

选择专业课程和大学
https://www.ucas.com/explore/subjects   
www.gov.uk/browse/education 
www.Hotcourses.com 
https://discoveruni.gov.uk/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
ty-rankings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
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2 
https://www.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co.uk/
league-tables 
https://www.hotcoursesabroad.com/ 
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universityguide 
最佳课程选择 www.russellgroup.ac.uk/informed-choices 
学生评论:  www.whatuni.com 
线上课程:  www.coursetalk.com 
课程费用:  https://www.ucas.com/undergraduate/what-
and-where-study/entry-requirements/ucas-tariff-points
UCAS 城市概览:  https://www.ucas.com/explore/locations

就业发展
www.nationalcareersservice.direct.gov.uk 
www.icould.com 
www.Careersbox.co.uk 
www.InsideCareers.co.uk/bookstore 
www.Targetjobs.co.uk 
www.Prospects.ac.uk 
www.push.co.uk 

COVID-19新冠相关
www.gov.uk/coronavirus 
www.ukcisa.org.uk/Information--Advice/Studying--liv-
ing-in-the-UK/Coronavirus-Covid-19-info-for-interna-
tional-students#layer-6906   
https://ukcisa.org.uk/ 
https://www.nhs.uk/every-mind-matters/
www.officeforstudents.org.uk/
在www.ucas.com查询COVID-19政策措施

财务与奖学金
https://www.ukcisa.org.uk/Information--Advice (费用)
https://www.visa.cn/ 
www.Scholarship-Search.org.uk 

预科项目
https://www.ucas.com/undergraduate/what-and-
where-study/choosing-course/foundation-degrees 

牛津剑桥
www.oxbridge-admissions.info 
www.ucas.com/undergraduate/after-you-apply/under-
graduate-interview-invitations 
https://www.ox.ac.uk/admissions/undergraduate/
applying-to-oxford/guide/interviews 

特殊教育需求
https://www.disabilityrightsuk.org/telling-people-
you%e2%80%99re-disabled-clear-and-easy-guide-stu-
dents

https://www.seniainternational.org/ 

更多支持
www.TheMix.org.uk
18岁及以下青少年 www.Childline.org.uk 
www.TheStudentRoom.co.uk

游历欧洲
www.gov.uk/guidance/gap-year-foreign-travel-advice 
www.backpackeradvice.com 

大学开放日
www.Open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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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11月，中国英国商会(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和问创教育 (Venture Education)共同主办了英国大
学升学峰会(UK University Path)年度活动，并在会后编写了这份《英国大学（本科）申请指南》。该指南中的许多引用、
建议和统计数据均来自活动现场。

我们谨向以下机构和大学致以衷心的感谢：

The British Council 英国文化协会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剑桥大学

The Flight Program Flight 升学导师项目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The University of St.Andrews 圣安德鲁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College of London 伦敦大学学院

UCAS 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

UK Visa & Immigration 英国签证及移民局

感谢你们慷慨地贡献你们的时间，并分享了宝贵的专业洞察和经验。在此由衷地感谢峰会赞助商Visa的赞助支持，得以让
本次峰会顺利举办。

如果您是学校的驻校升学指导老师并想要参加下一届峰会，或是想要赞助下一届峰会的企业和组织，敬请垂询 
education@britishchamber.cn

英国大学本科申请指南由问创教育编写并设计。

问创教育(Venture Education)通过开展专题研究、行业峰会、教师职业发展项目，和赋能家庭教育持续为教育生态圈赋
能。我们也为学校的海外招生和就业竞争力教育提供支持。

 问创教育

 www.ventureeduc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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