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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学院
欢迎来到伦敦大学学院，校址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世界顶尖大学之一
伦敦大学学校简史
本校设立于公元1826年。目前学生总数超过24,500位。其中9,600名为研究生。，女学生占52% ，男学生占48% 。 从英国以外地区的海外
学生目前已经超过9,100 位。全校共有十个学院，其中包括有52个系所:

• 艺术人文学院 • 脑科学学院 • 建筑环境学院 • 工程科学学院 • 法学院 • 生命科学学院 • 数理学院 • 医学院 • 人口卫生学院
世界级学术水平

本校接受下列的英文检定资格:

伦敦大学在诸多的外部评鉴与大学评比上经常名列前茅。在“时代
高等教育与QS世界大学2010排行评鉴榜”中(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0)本校被鉴定为第4名。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0

• UCL EAP： 伦敦大学英语先修班检定考试
• IELTS： 雅思英文测验
• TOEFL：托福英文测试-（此处指的是网络在线版测验，IBT “Internet-Based Test）
所有伦敦大学的英文检定资格认定，可从以下网站查询：
www.ucl.ac.uk/prospective-students

标准级英文水平

Rank

Institutions

Country

1

剑桥大学 英国

UK

2

哈佛大学 美国

US

3

耶鲁大学 美国

US

4

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英国

UK

5

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

US

6

牛津大学 英国

UK

7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英国

UK

8

芝加哥大学 美国

US

9

加州科技大学 美国

US

10

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

US

校区位置

适用于申请以下学院的
大部分科系中
•生化医学学院
•环境建筑学院
•工程科学学院
•建筑环境学院
• 数学与物理科学与艺
术学院

IELTS
Overall: 6.5
Subtests Minimum: 6.0

优秀级英文水平

UCL EAP
Overall: 70%
Subtests Minimum: 60%

适用于申请以下学院的
大部分科系中

IELTS
Overall: 7.0
Subtests Minimum: 6.0

进阶级英文水平

UCL EAP
Overall: 75%
Subtests Minimum: 70%

适用于申请以下学院的
大部分科系
• 法律学院和历史系及政
治科学

多彩多姿的校园
本校的学生，基本上是以学生的资质与潜力为遴选的条件。超过35% 的
学生都是来自英国本土以外。伦敦大学的校风本质上就是洋溢着，属
于“全球性”、“友善性”与“包容性”的氛围。

www.ucl.ac.uk/language-centre

TOEFL IBT
Overall: 92
Subtests (reading and writing): 24/30 minimum
Subtests (listening and speaking): 23/30 minimum

• 艺术与人文学院
• 生命科学学院
• 斯拉夫及东欧研究学院
• 社会与历史科学学院与
Eastman 牙医学院

位于伦敦市中心，提供了同学在学术、专业、与生活社交上的便利性。
周遭是充满活力与新鲜有趣的都会生活圈，再加上一些世界知名的机构
或是设施，都在校区的徒步范围之内，像“大英图书馆”。在这样富有
启发性的伦敦市里，伦敦大学恰好身处其中。

UCL EAP
Overall: 65%
Subtests Minimum: 60%

TOEFL IBT
Overall: 100
Subtests (reading and writing): 24/30 minimum
Subtests (listening and speaking): 23/30 minimum

IELTS
Overall: 7.5
Subtests Minimum: 6.5
TOEFL IBT
Overall: 109
Subtests (reading and writing): 24/30 minimum
Subtests (listening and speaking): 23/30 minimum

伦敦大学学院
学术英文预备课程
主要内容
学术英文先修班检定

•
•
•
•
•
•
•
•
•
•
•
•
•

达到伦敦大学的入学英文要求水平（请参见表格后，所详列的
各项要求标准的基本介绍）
也能符合其它英国大学的入学英文检定资格
提供高质量和密集的课程。授课者都是母语为英文的英国籍教
职人员
本先修班能够使学生成为伦敦大学的一份子。能够便利地使用
伦敦大学的学校设施，以及学生宿舍。
本先修班专门加强学生在进入正式课程之后的英语口语、听
力、阅读与写作的能力以及运用
伦敦大学语言先修班的学生将藉由以下方式，来熟悉英国的学术
环境与英国高等教育系统

有助于欧洲与国际学生（来自欧洲以外的）
授课场所为伦敦大学的课堂上、座谈会与演讲场合上
本语言先修班提供每星期平均20小时的教学

►►

聆听学术演讲

另外包括每周的个别教学（一对一的课程，每位学生配有一名
个人导师）

►►

作出有效的笔记

►►

快速且有效地阅读相关学科的原文书籍

同时还包括出席聆听伦敦大学提供的学术演讲活动

►►

清晰且准确地在学科写作上表达出观点

以及辅助与指导学生，大学系所申请以及申请书的提交

►►

进行独立研究

还可选择雅思预修课程

►►

做口头简报

最后，还提供所有先修班学员一项社交规划，可参加位于伦敦
的活动

►►

小班制教学- 每班学生最多人数为14人

伦敦大学学院学术英文预备课程 -- 基本介绍


  
  
 

Full course: 32 weeks






   




 





  



MINIMUM ENTRY LEVEL*
IBT = Internet Based Test

  

















  
 

 

*Applicants without an IELTS or TOEFL or equivalent score may take the UCL Language Centre English Test depending on course duration and immigration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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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有文凭证明的英文先修班
课程目标
本语言先修班的课程目标是提供给国际学生的语言预备课程，让他们能
够适应以及跟上伦敦大学，或其他英国大学的大学部或是研究所的课
程。有些学生参加本课程的目的是想提升英文能力，或是为了工作和职
场上的需要。
基本上，的学生英文水平大致是从雅思的5.0 至6.5 之间。（或是相同
的水平）
在本课程完成时，学生们的英文能力将会提升，能够对英国大学的课程
内容以及所需的口语技巧运用自如。同时，还能了解到英国高等教育系
统里的学术文化与传统。

课程与日期
2012,2013入学日

入学学
费

英文检定之要
求*

单项分数
要求

Full Diploma
September Start
Terms 1, 2 and 3: 32 weeks
Start: 24th September 2012

£11,500

IELTS: 5.0

4.5

TOEFL IBT: 62
(Internet Based Test)

15 in subtests

January Start
Terms 2 and 3: 20 weeks
Start: 7th January 2013

£8,000

IELTS: 5.5

5.0

TOEFL IBT: 71

17 in subtests

17 in writing

20 in writing

课程结束日为2013年6月14日
* 附注:

课程架构
本先修班全部课程的周数为32周，课程内容包涵课堂教学、演讲、小组
讨论课与个别辅导等课程。以上构成之每周授课时数，平均为20小时。
第一学期 课程包括学科英语，同样涵盖了4种英文技能：写作、阅读、
听力与口语。其中也有增进文法、字汇、小组讨论与笔记摘要的能力。
每周的演讲课程，是由伦敦大学所提供的著名学术讲座，包罗万象的内
容：从建筑到动物学都包含在内。
学生英文的提升与进步情况，将从课后作业的练习与随堂测验中，缜密
地检定与测验出来。
第二学期 教学的目标是专注训练学生能够自行独立研究的技术。训练学
生能够撰写研究论文，与上台提报的能力。这些学习技术都和正式课程
的科目是相关的，主旨也是希望同学能专注在自己所申请之科系的训练
（例如：法律，工程等等）。在第一学期中所学到的主要学习技能，将
继续加强。各学员的研究报告均受到每周个别教学的教师，缜密的指导
与辅助。定期出席伦敦大学各系所的课程讲授，将提供绝佳的机会来增
长学员对学科的专有名词与知识的了解。

先修班入学是依据申请学生既有的英文水平，同时也需参照学生之前的学科学。
习结果与最终成绩。
在课程网页上已详细标明，所有英语先修班入学的英文检定之接受标准。
申请入学的同学，如无雅思或是托福成绩。可参加本语言中心举办的英文测
验，以获得测验成绩。

学科评鉴
学生获得修业证书，将基于学生在第二与第三学期的学科评鉴结果。请见
课程架构。

检定资格
伦敦大学的英文先修班，是被认定符合伦敦大学入学的英文检定资格。同
时，也符合许多伦敦与英国其它知名大学的入学资格。

评估方式 ：
(学术英语口语能力小组讨论技巧评估占期末成绩的10%）
第三学期 课程与小组讨论课将继续建构在主要学习技术上。英文先修班
的同学持续致力于独立的学科研究专题。
在第三学期结束之前，会有一个正式的成绩鉴定。
学期间之平时作业

期末考试

占总成绩的30%

占总成绩的60%

•
•

•
•
•

包含一篇研究报告文
一个上台以英文的提报

写作能力测验
听力与笔记能力
阅读能力测验
伦敦大学学院课表范例, 平均每周上课20个小时
早上10.00 -13.00

欧洲
中东
非洲
东南亚

周一

英文写作技巧

周二

英文听力技巧 与 笔记摘要技巧
英文口语技巧

周三

英文写作技巧

周四

英文写作技巧 / 英文口语技巧

周五

英文阅读技巧 / 英文口语技巧

南高加索地区
拉丁美洲
中亚
东亚：中国 、日本、
韩国 、台湾

www.ucl.ac.uk/deap

加强班与11周英语班的学生在课程学期前数
周的周六要上课

中午時間的 演講課程

Diploma in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student nationalities 2010, 2011 Entry

语言先修课程
课程目标
所有语言先修班的密集课程，是专门设计给准备进入伦敦大学研究所的
国际学生，以及其他英国大学的研究所的国际学生们。（包括：文学硕
士，工程学硕士，法学硕士，哲学博士，或其他博士学位等等）
入学的学生通常都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英文能力进步到很明
显的程度。以适应将来的硕士与博士的课程要求。还有一小部分的学生
还得到大学部预修一些相关的研究所课程。
选择正确的预修课程
学生课程时数的长短，是根据学生既有的英文水平，与年度成绩总和的
需求来订定。

课程与日期
2011入学日

入学学费

英文检定之要求*

The Extended Course
Start: 30th April

£7,000

IELTS: 4.5

Eleven-week Course
Start: 25th June

£4,200

Eight-week Course
Start: 16th July

£3,000

Five-week Course
Start: 6th August

£2,400

TOEFL IBT: 55
(Internet Based Test)
IELTS: 5.0
TOEFL IBT: 62
IELTS: 5.5
TOEFL IBT: 71
IELTS: 6.0
TOEFL IBT: 79

欲选择预修课程的同学应考虑以下几点:

课程结束日为2011年9月 7 日

• 欲选修的先修课程的语文最低要求程度

* 附注:

• 欲选择的课程时数依据同学所申请的就读系所，对英文要求的程度来
判定。

先修班入学是依据申请学生既有的英文水平，同时也需参照学生之前的学科学
习结果与最终成绩。
在课程网页上已详细标明，所有英语先修班入学的英文检定之接受标准。
申请入学的同学，如无雅思或是托福成绩。可参加本语言中心举办的英文测
验，以获得测验成绩。

依据伦敦大学语言中心的评估，一般学生可以在每4星期的课程学习
中，英文成绩提升大约是雅思0.5分。（另外，还得加上每星期最少10
小时的自修时间）
最低授课时间的范例

•

例如: A学生的雅思成绩为6.5
，他需要雅思最终成绩为7.0才能
进入他所申请的系所就读。A学
生可以选读至少5周班，但建议选
读８周班。

学科评鉴
所有的考试将在先修班课程的最后一周举行。

•

又例如: B学生，雅思成绩为6.0
，他需要雅思最终成绩为7.5才能
进入他所申请的系所就读。B学生
可以选读至少11周班，但建议选读
加强班。

预修课加强班（预定于2012年4月开班），该课程是让想要英文程

课间作业

期末考试

•
•
•

•
•
•
•

占总成绩的40%
包括一篇研究报告文章
一个以英文上台所做的口		
头简报

度能有突飞猛进效果的同学所设置的。以利于其往后在英国就读研

占总成绩的60%
写作能力测验
听力与笔记能力 测验
阅读能力测验

究所。这些学生同时也可到语言中心，寻求关于他们在英国其它研

检定资格

究所申请的相关指导与协助。此外，课程设置安排了多种类型的社

伦敦大学英文先修班是被认定，能符合伦敦大学入学的英文检定
资格。同时，也受到许多伦敦与英国其它知名大学的认可。

交课外活动。

课程架构
将授与学生一系列的综合教学课程，内容包括每周总共20小时的课堂
学习、演讲、个别授课。主科课程的教学，将提供机会，分配同样专业
的学生在同一组学习。其中的课程表也包含了伦敦大学所提供的学科讲
授。

下午演讲，小组讨论，及个别辅导14.00 -16.00
10月-3月

个别辅导 (和自己的导师面谈 ) 以及自修
演讲：学术演讲以及自修
自由参加活动：
教育咨询：个别约谈
会话课程/自修
伦敦大学学生总会：体育，社团，与社交活动
小组讨论：学术项目分组
课堂：测验技巧和准备
自由参加活动：
教育咨询：个别约谈
自修
伦敦大学语言中心社交活动

伦敦大学英语先修班2010年学生国籍简介
欧洲
中东
非洲
东南亚
拉丁美洲
中亚
东亚：中国 、日本、
韩国 、台湾

www.ucl.ac.uk/pre-sess

住宿申请
为确保您的席位 ，

请尽早的申请您在伦敦大学学院的英语预备课程和在
校内的宿舍，
1.

2.

3.
4.

从本手册或是学校的官方网站里所提供的信息中，同时配合自己现
在的英文程度、以及求学目标，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 。
课程申请表格可从学校官方网站上下载；
www.ucl.ac.uk/language-centre 完成申请表格之后，将表格寄回时，
也同时附上其他必须的相关文件。
您的申请经审核后 ，校方会与您联络来确定是否得到入学许可，如
果得到入学许可的话，校方会寄给您相关的入学许可文件。
校方的入学许可文件信函里，包括了 您该以何种方式来回复给校方
您是否将入学、学费付费方式、和符合资格者如何申请伦敦大学学院
宿舍办法。

 



 

 

 


 

伦敦大学学院宿舍(自炊)

每周约为150-170英镑

每周约为120-190英镑

  
 



 






  

 

伦敦大学学院宿舍(提供膳食)











 




  

 







 
















 



 




  

 






单人房每周租金(2012-13学年)

 





一系列在伦敦市中心的学生宿舍，将开放给取得伦敦大学学院英文预备
课程的入学生申请。完整的宿舍申请信息，将会包含在伦敦大学学院英
文预备班课程的入学许可文件信函里

  

UCL in Bloomsbury, Central London

伦敦大学学院学生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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