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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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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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麻省理工学院
02 斯坦福大学
03 哈佛大学
04 牛津大学
05  加州理工学院
06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07  剑桥大学
08  伦敦大学学院*
09  帝国理工学院
10  芝加哥大学



学生观点 

 
 

“  我真的很喜欢UCL本科预科的教学方
式。 老师想要你完全理解教学材料，而
不是只是简单的为了通过考试。老师对他
们的课程是真的非常热情。”

伦敦大学学院本科预科 
课程
概述 

伦敦大学学院本科预科课程密集且充满挑战，专门为
那些因本国教学体制无法直接入读英国本科课程的国
际学生所设立。

伦敦大学学院本科预科课程为学生提供知识，提供重
要的学术及语言技能，以帮助学生自信顺利地升读伦
敦大学学院或其他英国顶尖大学学习本科课程。 
 
伦敦大学学院本科预科课程分为两类： 

• 科学与工程学本科预科课程(UPCSE)
• 人文学本科预科课程(UPCH)

此课程将在为期一年的时间内帮助学生做好学术方面
的准备，以便迎接英国顶尖大学本科课程的挑战。

开课日期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学位课程
UCAS申请截止日：10月15日

所有UCAS申请完成

通过UCAS收到来自UCL和其
他大学的申请结果

开始在伦敦大学学院或其他英
国大学本科课程的学习

考试、课程结束

公布本科预科课程成绩

9月  
       
10月 
        
11月 
        
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2021
年9月

课程时间：
2020年9月到2021年6月
请查看网站了解课程日期:
ucl.ac.uk/upc

*罗素集团由24所英国顶尖大学构成 
russellgroup.ac.uk

为什么在伦敦大学学院学
习本科预科课程？

独特性——
伦敦大学学院是2020 QS世界大学排名
前十的大学中，唯一一所提供自办本科
预科课程的英国顶级院校，为学生创造
了去世界顶级大学攻读学位的机会。

学术质量与支持——
伦敦大学学院安排具有丰富的国际生教
学经验的高水平教师授课，为学生成功
进入本科阶段的学习提供了坚实的保
障。 提供一对一的人性化辅导，对学生
开放全部的校内学习资源。  

融入——
学生将会在英国教育体制中收获有价值
的经验并且快速理解掌握伦敦大学学院
的学习模式，包括批判性思维与研究，以
及活跃的社交课程。

2018年升读本科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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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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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学位课程录取。

每年提供两个奖学金名额 给两
位成绩最好并且继续升读伦敦
大学学院本科课程的学生。

99%

129

的本科预科课程毕业生获
得了伦敦大学学院或罗素
大学集团成员学校的本科
学位课程录取

伦敦大学学院的129个学位
课程保证为达到入学条件的
学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54%
的本科预科课程毕业生顺
利入读伦敦大学学院本科
课程。

重要信息

姓名：Arkadiy Serezhkin
国籍：俄国
就读课程：科学与工程学本科预科课程
（2017）
衔接课程：工程学（机械与商务金融）4年
制工程学学士学位 伦敦大学学院



伦敦大学学院本科预
科课程

学生观点 
 

 
“ UCL本科预科课程教会了我如何去做研

究。为我将来要做什么提供了一个清晰的
思路，并为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研究人员
提供了详细指导。” 

 
 
 
 
 
 
 
 
 

姓名：苏巴·阿尔哈尔迪
国籍：沙特阿拉伯
就读课程：科学与工程学本科预科课程
（2018） 
衔接课程：伦敦大学学院的机械工程本
科课程

必修科目
两门必修科目：
• 研究和学术技能
• 学术英语 

如果学生的英语能力接近母语水平，可以不
参加学术英语课程，而是学习一门现代欧洲
语言（如下）。 

研究和学术技能
此科目旨在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研究能
力。
 
个人研究 – 学生们探究他们感兴趣并激励他
们的领域，进行独立的研究项目，以此建立他
们在研究和表达观点时的自信心和独立性。 

科学与工程学本科预科：学生通过学习科学
与社会课程，旨在探讨各种科学问题引发的
在伦理、社会、环境与技术方面的影响。

 
人文学本科预科：学生通过学习学术研究与
方法课程来探索不同学科获得知识的基本方
法，批判性地思考不同学科领域和方法论是
如何彼此关联并相互渗透的，以及如何将其
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

学术英语
课程目的在于提升学生的英文水平，为专业
课 的学习提供支持。课程内容包括：
•  短文写作
•  课堂理解、高效地做笔记
•  学术阅读
•  口语技能（小组研讨与口头报告）

 
或者
 
一门现代欧洲语言
学生可以选择学习阿拉伯语、荷兰语、法语、
德语、意大利语、日语、汉语普通话、葡萄牙
语或者西班牙语。对此最低的英语要求为签
证类学术雅思7.5分或同等英语水平。

课程信息 

本科预科课程学生需要完成四门科目
•  两门必修科目
•  两门选修科目

这些高度密集的科目旨在快速提高学生的
学科知识，培养学生的批判分析能力，适应
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转化，为顺利升读本
科课程打好坚实的基础 。
 
伦敦大学学院本科预科课程的授课方式包
括讲座、小组研讨、个别辅导，每周23个课
时*，课程内容涵盖： 

•  实用学术技能
•  批判性思维技巧
•  学术英语
•  研究技能与研究项目
•  实验与实践技能（仅限于科学与工程学

方向）
•  法学院入学资格考试（法律方向）和

STEP考试（数学方向）考前准备课程（
根据需要）

•  设计作品集（建筑学方向）
•  户外教学旅行与个人发展机遇

定期通过家庭作业、研究项目、实践和期末
考试对学生进行考核

*伦敦大学学院每课时是50分钟 

Hear more student views:  
ucl.ac.uk/upc/student-views



本科预科课程建筑学方向
本科阶段打算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建筑学学
位的学生需要学习建筑学本科预科课程。除
了两门选修科目和学术英语以外，所有的建
筑学本科预科学生都要学习两门必修科目：
建筑视觉研究和学术研究：方式与方法
（VSAARAM）课程。   
 
建筑视觉研究课程在伦敦大学学院巴特利特
建筑学院进行授课，这也为学生提供了独一
无二的机会去亲身体验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
建筑学的感受 。 
 
在学生的作品创作和改进过程中，巴特利特
建筑学院的老师会提供各种指导，以帮助学
生们顺利申请到巴特利特建筑学院和英国其
它顶尖建筑学院。
ucl.ac.uk/upc/architecture

选修科目
除必修科目外，学生需要选择两门选修科
目。选修科目是根据本科阶段衔接课程的要
求来定，请参照以下选课指导：
ucl.ac.uk/upc/modules

申请者若想要将人文学本科预科课程和科
学与工程学本科预科课程结合起来学习，请
联系课程老师寻求建议。

科学与工程学本科预科课
程

生物学：课程涵盖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
遗传学、DNA技术、生理学、微生物学与进
化，旨在让学生通过对科学方法的认识，在
实际的实验室 操作中开展课程。

化学：课程涵盖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物理
化学，课程设置注重实践，旨在为学生攻读
本科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数学：培养学生缜密的数量分析能力，为本
科阶段的计算学科、尤其是工程学和物理科
学的学习打基础。 

物理学：运用缜密的数学方法来学习以微积
分为基础的经典物理与近代物理，同时注重
实验性和科学性的写作技巧。 

学生观点 

“ 伦敦大学学院本科预科课程是英国最好
的本科预科课程之一，所以我认为通过此
课程会有更大的可能性升读到英国顶尖
大学，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想申请牛津
或者剑桥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也向我介绍了申请流程，在
我准备大学申请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帮
助。”

人文学本科预科课程
古典文明：课程涵盖文学、哲学和政治学，主
要学习古希腊和罗马时代最重要且最具影响
力的戏剧、哲学、诗歌以及历史事件，探索古
代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联系。

经济学：运用传统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方法
来探究现代经济活动。

地理和建筑环境：思考社会、文化 、经济的改
变是如何通过全球化，人类迁移，和城市化
影响全球人类和环境的。

数学：培养学生缜密的数量分析能力，为本
科阶段的课程，尤其是经济学和统计科学的
学习奠定基础。 

现代欧洲文化：通过对重要艺术作品、电影和
现代文学的周密分析，深化对欧洲文化在历
史、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理解。 

现代欧洲历史和政治：聚焦西方民主历史、政
治、政府和国际关系，探索民族主义、全球化
和国家主权的概念。

姓名：殷艺洁
国籍：中国
专业：科学与工程学本科预 科课程（2017
年）
本科衔接课程：剑桥大学的心理和行为科
学理学学位课程



入学要求及申请
你是合格的申请者吗？
• 课程开始时年满16周岁
•  通常申请者必须在过去的12年学习生涯中

名列前茅，并且其学历背景无法满足伦敦
大学学院本科学位课程的直录要求

ucl.ac.uk/prospectus

如果申请者在入学时尚未年满18周岁，需要
在申请前详细了解伦敦大学学院对于18周岁
以下申请者的重要信息。
ucl.ac.uk/upc/under-18

入学要求
Academic requirements – you will need  
学术要求-必须具备优异的在校成绩   

请参见网页中列出的不同国家入读本科预科
课程的学术条件及最低录取分数。
ucl.ac.uk/upc/applications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s – 语言要
求-必须持有英国签证类雅思（学术类型）

 

何时可以申请？
伦敦大学学院本科预科课程竞争激烈。2020
年入学的申请将于2019年11月开放，请尽早
递交申请。更多相关申请截止日期的信息请
参见网页。

如何申请？
申请应直接递交至伦敦大学学院语言与国
际教育中心。在线申请网址：
ucl.ac.uk/upc

此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合同的组成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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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科预科课程的信息，请登录学
校官方网站
ucl.ac.uk/upc

住宿
所有接受录取并在2020年5月31日前提交住
宿申请的学生，都可保证获得学校住宿。

住宿费用因学生需求、位置和设施的差异而有
所不同。大多数学生宿舍从主校区步行10-30
分钟即可到达。

下面表格中列出的是2019/20学年度每周住宿
费的范围。2020/21学年度的费用会在2020年
春季确定。
ucl.ac.uk/accommodation

 
 
每周

申请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 填写完整的申请表，包括PS
• 一封学校老师推荐信
• 在校成绩单
•  申请者必须持有英国签证类雅思（学术类

型），请参见最低英语要求说明
• 申请费
•  作品集（仅限于申请建筑方向），包括最

少六份素描作品，或者是其它形式，例
如：绘画、抽象拼贴画、3D和摄影等

学校收到完整的申请材料和申请费后，会联
系合格的申请者安排入学考试。

入学考试简介及要求
合格的申请者需要参加入学考试，成功通过
考试者还需要参加面试。

科学与工程学本科预科课程：从四门科目中
选择两门（生物、化学、数学、物理）。
考试科目即是选修科目。

人文学本科预科课程：人文学本科预科课
程：批判性思维（和数学，仅适用于选修数
学的申请者）

申请者于申请前需熟悉和了解与自己申请
科目相关的考试内容及信息。在线样题测试
请登录：
ucl.ac.uk/upc/tests 

学费
 
 
 

关于课程的其他费用信息（如：生活费、实
地参观考察费和短途旅行费）可参考官方
网站： 
ucl.ac.uk/upc 

科学与工程学本科预科
课程 (UPCSE)

人文学本科预科课程
(UPCH)

人文学与现代欧洲语言
本科预科课程
(UPCMFL)

5.5

6.0

7.5

5.5

6.0

7.5

雅思总分 雅思单项课程类别

科学与工程学本科预科
课程: 

科学与工程学本科预科
课程（建筑方向）:

人文学本科预科课程: 

人文学本科预科课程 
（建筑方向）:

 £20,995

£21,995

£20,495

£21,495

学费 
2020年入学

单人间（含独立卫浴）

双人间

一居室公寓

单人间（不含独立卫浴）

双人间（不含独立卫浴）

每周£211.75 – £249.90

每周£97.79 – £125.44

每周£201.88 – £306.46

每周£221.69 – £243.32

每周£167.09

自炊式: 伦敦大学学院学生公寓

包餐式: 伦敦大学学院学校宿舍 

2018年升读本科学位：

本科预科课程 
伦敦大学学院语言与国际教育中心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6 Bedford Way,  
London,  
WC1H 0AP,  
UK 

+44 (0)20 7679 8664 
upc@ucl.ac.uk 
ucl.ac.uk/upc 

      @uclclie

 ucl cl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