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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伦敦大学学院：伦敦的世界顶尖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是一所多学科的世界领先大学，以高质量的研究和教学享誉世界。是
世界大学排名前十的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坐落于伦敦市中心布鲁姆伯利地区，主校区临近各种卓越的学术、社会和文化资源，以及先进的体育和娱乐设施，使学生们能够
便捷地享受世界第一大学城的社会资源。** 

伦敦大学学院简介

11个学院60个系所

师生比例1:10

18个专业的图书馆，拥有
超过两百万图书

来自150个国家的41000
名学生

在英国最新（2014）卓越研究
框架中，研究实力排名第一

2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伦敦大学学院学生会开设 
250多个社团和俱乐部

海外学生占比41%

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

排名 大学名称 国家

1 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

2 斯坦福大学 美国

3 哈佛大学 美国

4 加州理工学院 美国

5 牛津大学 英国

6 剑桥大学 英国

7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瑞士

8 帝国理工学院 英国

9 芝加哥大学 美国

10 伦敦大学学院 英国

* 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 
** 2018年QS 最好学生城市



伦敦大学学院硕士预科课程概述 

伦敦大学学院硕士预科课程为国际学生提供必要的学术和语言技能、知识与支持，使学
生自信且顺利地入读伦敦大学学院或其它英国顶尖大学的研究生学位课程。

我能学习什么？  
• 伦敦大学学院国际硕士预科 

• 伦敦大学学院建筑学硕士预科 

• 伦敦大学学院学前语言课程

我将学到什么？ 
开发学生的语言、学术以及研究技能，以帮助
其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位课程，包括以下方面：

• 批判性思维技能 

• 高效阅读学术文章 

• 提升讲座理解能力 

• 学术交流中清晰而准确地表达和论证自己的
观点 

• 通过演讲和课堂参与提升语言沟通技巧 

• 开展独立研究

为什么学习伦敦大学学院的硕士预
科课程？
• 教学质量：由伦敦大学学院具有丰富的国际

生教学经验的高水平教师授课。平均班级人
数是14人。

• 浸入式教育：您将在英国教育系统中获得宝
贵经验，并迅速了解英国所需要的学习方
式。授课方式包括讲座、课堂教学及导师辅
导；还需要参与完成社会活动。

• 帮助与支持：定期一对一辅导以及来自教育
顾问的学位课程申请专门指导。学生可以充
分地使用伦敦大学学院的各项学术和服务设
施。

申请指南 
1. 请参考课程说明手册及网站信息，并依据自

己的语言程度、升学目标及申请可能性来选
择最合适的课程。 

2. 通过网站在线申请： 

 www.ucl.ac.uk/gpc

3. 申请经受理评估后，伦敦大学学院将通知是
否予以录取。录取与否主要取决于申请者目
前的英语成绩（包括各单项成绩）、学术背
景和所申请学位课程的语言要求。 

*伦敦大学学院每课时50分钟

4. 获得录取的申请者会收到学校的电子邮件通
知，邮件中会详细说明如何接受位置、支付
课程费用以及申请住宿。

课程及住宿名额有限，请尽早递交申请以确保
位置。

住宿 
  www.ucl.ac.uk/accommodation

住宿费用因个人需求、地理位置以及公共设施的
差异而有所不同。

下方表格列出的是2018/19学年的费用范围。 

2019/20学年的费用将于2019年春季确定。

伦敦大学学院的大部分学生宿舍距离主校区需要
步行10-30分钟。

自炊式: 伦敦大学学院学生公寓

单人间 138英镑– £284英镑

包餐式: 伦敦大学学院学生宿舍  

单人间: £181英镑– £236英镑



伦敦大学学院国际硕士预科课程

  pre-masters@ucl.ac.uk

  +44 (0)20 7679 4841   

  www.ucl.ac.uk/pre-masters

 @uclclie

联络信息

伦敦大学学院国际硕士预科课程

费用课程目标

• 伦敦大学学院国际硕士预科课程能够促使
教育背景各异的学生快速融入到硕士课程
中。2017年，来自16个不同国家的学生中，
超过74%都成功拿到了伦敦大学学院或其
它英国顶尖大学的学位课程录取通知书，包
括：

 »  牛津大学 

 »  剑桥大学

 »  爱丁堡大学 

 »  曼彻斯特大学 

 »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  布里斯托大学

• 国际硕士预科课程鼓励学生研究自己感兴趣
的知识领域，为今后的学位课程奠定基础。
通过深入探讨与未来学位课程相关的话题，
能够进一步培养学生特定学科的学术技能。

• 国际硕士预科课程采取小班授课，平均每个
班级不超过14位学生，此外，还有每周一对
一的教学辅导。学生可以享受个性化的支持
和指导，包括硕士学位课程申请的协助。

课程结构
学生将学习三门必修课程，这些课程能够让学生
掌握必要的英语语言能力、研究方法以及学习技
巧，以便顺利完成硕士学位。

1. 学术英语课程：通过阅读、写作、口语和听
力的训练，能够在学术语境中传播、构建和分
享知识。

2. 研究、论证和批判：学习研究生水平的研究
方法，培养学生的思辨分析能力、论证技巧，
并提高其语言能力，以应对研究生阶段的学业
任务。

3. 特定学科的研究、论证和批判：以上述两门
课程为基础，学生可以选择一门学科或相关学
科并在其学习过程中进一步培养自身的研究能
力、论证技巧和批判性思维方式。选择科目时，
学生需要考虑所选学科或相关学科所包含的知

伦敦大学学院国际硕士预科课程主要为准备在伦敦大学学院或者其它英国大学修读硕
士学位课程的国际学生而设立。国际硕士预科课程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达到硕士课程的
语言要求并掌握一定的学术技能。

识内容及其结构设置和教授方式。可供选择的
科目如下：

• 建筑和城市设计 

• 商业、金融和管理 

• 生命科学和医疗科学

• 人文和社会科学

• 法律

• 公共政策和国际公共政策

•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

教学形式包括讲座、课堂教学、研讨会和讲习
班。此外，学校每周还会为学生安排个人学术
辅导。

课程评估
学生顺利通过课程评估与考试后将会获颁国际
硕士预科文凭证书。 

此证书可用于满足伦敦大学学院的英语要求。 

如果学生打算申请入读除伦敦大学学院以外的
其他大学的硕士课程，需要和所申请学校确
认是否可接受伦敦大学学院的国际硕士预科
成绩。

入学要求
以下两个课程可供选择 

• 32周（9月开学） 

• 20周（1月开学） 

具体入读的课程视学生目前的英文水平而定。

以上入学要求为最低入学标准，通常情况下，
达到此条件的学生可以获得录取。

对于申请1月份入学的学生，若是雅思总分达
到6.0且学术成绩十分优秀，即使有一个或两个
雅思单项只有5.5，学校仍然可以考虑录取。 

伦敦大学学院研究生课程的入学要求请参见
网站： 

  www.ucl.ac.uk/graduate 

开课日期 雅思总分最低
要求

雅思单项最低
要求

2019年9月  
(32周）

5.5 5.5

2020年1月  
(20周）

6.0 6.0

开课日期 费用

2019年9月 £17,485

2020年1月 £13,210

学生感言

国际硕士预科课程远远超出了我
的期望。

我不但提高了学术英语水平，而
且还掌握了学习技能，这将有益
于我今后的硕士课程学习。

姓名：Mina Stojanovic
国籍：塞尔维亚
学习课程：国际硕士预科
接续课程：伦敦大学学院  社会认知：研
究与应用理学硕士学位

国际硕士预科课程于2020年6月30日结束。课
程日期包含考试结果及额外的行政作业时间。
教学和考试最晚于2020年6月12日结束。 

与课程相关的其他费用信息详见学校网站。



伦敦大学学院建筑学硕士预科课程

2017年，83%的建筑学硕士预科学生升读到伦
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硕士课程

课程结构
两门必修课程 

设计：此课程向学生介绍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
特建筑学院，通过绘画和模型制作将批判性思
维转变成设计和建筑猜想。该课程以作品制作
为目的，可以帮助学生提升用于建筑学硕士课
程面试的作品质量。 

学术研究和反思性实践：此课程着重于学术英
语技巧和读写能力，重点强调反思、关键性、 
研究以及有效的沟通和连贯的论证。教学形式
包含讲座、研讨会、讲习班以及实地考察。另
外，学校每周都会给学生安排个人学术辅导。

课程评估 
学生顺利通过课程考核与考试后将获颁建筑学
硕士预科文凭证书。考核内容如下： 

• 一份研究方案 

• 一份反思性报告 

• 设计方案是以最终的口头报告、纸质照片作
品集、绘画和命题模型进行评估。

入学要求和费用
英语语言最低要求：

课程目标
此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技能、经验与信心，使学
生能够在世界顶级建筑学院中学习以下课程： 

• 建筑学 建筑学硕士（英国皇家建筑师第二阶
段）

• 建筑计算学 理学硕士/研究式硕士

• 建筑设计 建筑学硕士

• 建筑史 文学硕士

• 建筑学和古城市环境 文学硕士

• 生物一体设计 建筑学/理学硕士

• 制造设计  建筑学硕士

• 性能与交互设计 建筑学硕士

• 景观建筑 文学/景观学硕士

• 城市设计 建筑学硕士

技能培养： 建筑学硕士预科课程旨在培养学生
的学术英语和读写能力，以及研究生阶段所需的
研究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技巧。建筑学硕士预科课
程也会通过设计方案和作品制作提升学生的建筑
设计技能，帮助他们在将来的工作中更好地体现
自己的专业性。 

专业知识：此硕士预科课程是由伦敦大学学院巴
特莱特建筑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语言与国际教
育中心特别开设。此课程是基于建筑学硕士学
生的需求而设置，每个学院都有优质的师资队
伍，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使学生
受益匪浅。

支持：建筑学硕士预科课程是一门贴心的课程。
学生会受到个性化的支持和辅导，包括伦敦大学
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硕士课程申请协助。巴
特莱特建筑学院的任何硕士课程都不能直接入
读。2016年，伦敦大学学院的7位建筑学硕士预
科学生中有6位顺利升读本校硕士课程，另1位
则入读了伦敦地区的其它大学。

升学：在巴特莱特学术团队的支持下，只要顺利
完成课程并取得如下分数，就能确保获得学位课
程的有条件录取：

• 申请建筑学 建筑学硕士的学生（英国皇家
建筑师第二阶段）成绩要求：设计学最低70
分，学术研究和反思性实践学最低65分

• 上述列出的所有其它课程成绩要求：设计学最
低65分，学术研究和反思性实践学最低65分

伦敦大学学院建筑学硕士预科课程为期六个月，此课程是针对收到伦敦大学学院
巴特莱特建筑学院的建筑学硕士课程有条件录取的学生所设置的。

学术观点

我见过很多有才华的海外学生想要来
这里学习建筑学硕士学位课程。学习
建筑，优秀的作品集和学术水平是前
提，但是形成自己的评判性思维和写
作能力才是学习建筑硕士课程成功的
关键所在。在伦敦大学学院，论文是
非常重要的，论文的实力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学生们在课程上的成功。最
优秀的建筑学硕士学生有能力交流并
参与到学术讨论中，并将批判性思维
转化成创意设计理念。伦敦大学学院
建筑学硕士预科课程很大程度地培养
并提升了建筑学硕士国际学生的学
术表现 。

CJ Lim教授 

建筑与城市化教授 

国际事务主任 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
建筑学院

开课日期 雅思总分 
最低要求

雅思单
项最低 
要求

费用

2020年1月 6.0 6.0 £12,200 

伦敦大学学院建筑学硕士预科课程

  pre-march@ucl.ac.uk

  +44 (0)20 7679 8666    

  www.ucl.ac.uk/pre-march

 @uclclie

联络信息

建筑学硕士预科课程将于2020年6月30日结
束。课程时长包含考试结果和额外的行政作业
时间。与课程相关的其他费用信息可参考官方
网站。

  www.ucl.ac.uk/pre-march



伦敦大学学院学前英语课程

为何学习学前英语课程？
通过学习此课程，将获得一系列学科必备的学术
技能并且达到在世界一流大学学习需掌握的英语
水平。2017年，89%的学生在成功通过学前英
语课程后升读到伦敦大学学院学位课程。

具体来说，就是要实现以下几个目标： 

• 培养学生对学术文章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并
且能够在写作和演讲中熟练使用这些技能 

• 帮助学生充分理解授课内容并有效记笔记 

• 参加学者和专家的讲座

• 提高学生在学术语境中的发言能力，尤其是
在报告和小组讨论中的口语表达能力 

• 培养学生撰写具有学术风格且论证充分的论
文

• 培养学生选择、使用和参考适当的学术资源
的能力  

• 改善学生在学术语境中的英语语法、词汇和
发音 

• 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技巧

• 提升学生独立的和基于图书馆的研究技能 

• 鼓励学生在英国大学采取独立的学习方法

课程结构 
学前英语课程安排密集，周一至周五，早上或者
下午都有教学。小班授课，平均每个班级不超过
14位学生。 

学生每周都遵循课堂教学和课后辅导的授课模
式。其中伦敦大学学院的著名学者会通过讲座，
向学生们展示各种不同的学科和世界一流的研
究。

课程考核 
考核方式如下：

• 一场综合读写考试

• 一篇长篇学术专题论文

• 关于学术专题的口头演讲和问答环节

• 课堂听力评估

若成功通过考试并达到伦敦大学学院硕士课程录
取通知书上的英语要求，即可直接升读硕士课
程，无需重考雅思。

此课程是专门为有意入读伦敦大学学院或其它英国大学的硕士课程，但尚未满足语言
条件的学生开设的强化课程。

入学要求

针对学位课程不同的英语录取要求，每个学前英
语课程都有相对应的最低英语语言要求。 

请通过官网的指导信息确定适合学生的课程长
度：

   www.ucl.ac.uk/pre-sess

课程日期和费用 

所有的学前英语课程将于9月13日结束。课程日
期包含考试结果及课程行政作业时间。教学及考
试最晚于2019年8月31日结束。 与课程相关的
其他费用信息（如：申请费、生活费、实地参观
考察费和短途旅行费）可参考官方网站。

学历资质
伦敦大学学院学前英语课程可以作为满足伦敦
大学学院英语要求的证明。获得其他大学而非
伦敦大学学院录取通知书的学生，请确认伦敦
大学学院的学前英语课程考试成绩能够受到该
学校的认可。

课程 开始日期 费用

18周 2019年4月29日 £8,650

12周 2019年6月10日 £6,260 

8周 2019年7月8日 £5,285 

6周 2019年7月22日 £3,950

课程 课程对象

18 周 计划入读伦敦大学学院或其他英国
大学的学生

6 周、8 周和
12 周

持有伦敦大学学院学位课程有条件
或无条件录取的学生

伦敦大学学院学前英语课程

  presess@ucl.ac.uk

  +44 (0)20 7679 8665    

  www.ucl.ac.uk/pre-sess

 @uclclie

联络信息
免责声明: 此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
合约的组成部分，请勿将其曲解为劝荐之
意，也不要过分依赖此手册。若想了解更
多有关伦敦大学学院硕士预科课程的信
息，请参阅学校官方网站：

 www.ucl.ac.uk/gpc

UCL Pre-Master’s and 
Pre-sessional courses 
UCL Centre for Languages  
&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6 Bedford Way 
London WC1H 0AP

学生观点

学前英语课程真的能帮助到我，
因为它比雅思课程更注重学术
准备。

例如，在学前英语课程当中，我
必须做一个与我未来研究兴趣相
关的演讲，并向不熟悉这个主题
的听众去解释非常技术性的内
容，学前英语课程就对我非常有
帮助。

然而在雅思考试中，我只需要拿
起一张卡片，随便谈论一个话题
就好，比如汽车或电影。

姓名：Essam Tawfik 
国籍：沙特阿拉伯
课程：19周学前英语课程
接续课程：伦敦大学学院  制药学
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