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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application:�a�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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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准备清单：申请英国大学本科你需要哪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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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5所大学的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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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恰当的时候考试，成绩不达标会导致即使收到条件录取也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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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申请时老师必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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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所有专业的申请截止日期都在10月份。

完成面试，现在通常为在线

完成专业要求的考试

艺术类课程项目需要提交作品集

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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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在官网的课程页面会标明额外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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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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申请进度
您非常清楚自己在申请进程中的角色，但是当在UCAS平台上点击“提交申请”按钮后，幕后
流程是什么，进度如何？当等待着所有5个录取结果发送到您的UCAS帐户时，您可以参考
以下伦敦大学学院的录取规程示例：

大学如何处理接收到的申请？

申请提交完成了吗？

个人陈述是否表明学生是课程的强有力候选人？

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如成绩）是否达到基本标准，以进
入申请的下一阶段？

学校推荐信与申请人自述情况是否相符？

额外测试（例如TSA）是否满足大学要求？

伦敦大学学院会通过打电话或发邮件
的方式，向申请人确认更多细节

在UCAS设定的最终截止日期之前，大学不会发出任何
确定的录取结果，以确保对所有申请人给予同等机会。
尽管部分大学采用滚动录取进程，但无论多晚提交，只
要在截止日期前完成，都将获得同等机会。

申请被拒绝

申请被拒绝

申请被拒绝

申请被拒绝

递交给招生行政部门

递交给招生委员会

发送有条件录取通知书或无条件录取
通知书

（有条件录取更加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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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通知书——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
当拿到所有的录取结果时，就可以通过申请系统进行回复了。

• 如果你的第一志愿是一份无条件录取，那么这将是你的最终唯一选择。

• 你的第二志愿应比第一志愿的录取条件低，如果你的成绩满足了第一志愿录取，那么你
将无法接受第二志愿的录取，即使那个时候你更倾向去第二志愿学校。

• 一旦你明确了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你的其他录取通知书将失效，你需要拒绝其他的录
取通知。

• 只有拿到全部考试成绩，才能确定你是否最终获得录取。

• 你需要在所有高中考试成绩之前拿到达到录取通知要求的雅思成绩，并及时通知大学。

• 如果你没有收到任何录取结果，或者所有的录取结果你都不愿接受，那么可以在
UCAS 官网上撤回申请，并查看UCAS补申和补录程序。对于申请进展并不顺利的学
生来说，推荐他们仔细了解并使用UCAS Extra, UCAS Clearing 和Clearing Plus页
面。欲了解更多详情，请在UCAS官网中以下页面进行查询：https://www.ucas.com/
undergraduate/after-you-apply/types-offer/extra-choices，及https://www.ucas.
com/undergraduate/results-confirmation-and-clearing/what-clearing

• 在提交你的决定后，如果改变主意，你需要在提交后不超过14天内联系UCAS。

回复期限是多久？
取决于你的录取通知何时到来，请以个人申请页面中标注的截止日期为准。

如果你在2022年5月19日当天或之前收到院校录取，那么回复日期为2022年6月9日（除非
你使用Extra进行补申）。如果你在2022年7月14日或之前收到院校录取，那么回复日期为
2022年7月21日（包括Extra补申的情况）。

Firm�acceptance——我的
第一志愿选择

Insurance�acceptance——第二志
愿，没达到第一志愿录取所要求的
考试成绩时我的选择

Decline——拒绝该录取

结果公布日
• 大学会将录取或拒绝的结果发送到UCAS申请平台，你也要在UCAS平台

上确认接受或拒绝录取。

• 对于没有达到第一志愿院校录取要求的申请人，只要达到第二志愿院校的
录取标准，申请人就会自动被第二志愿院校录取，除非申请人也没有达到
第二志愿录取的成绩标准。

• 请注意，自2022年起，UCAS为实际成绩优于预估成绩的学生所提供的调
剂服务将不再运行，但Clearing补录和Clearing Plus服务仍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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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录取志愿的分数都没达到怎么办？
与发送条件录取的两个大学联系，询问大学是否仍然考虑录取你。直接给招生办打电话或者
发邮件是最好的方式。如果学校想知道你的任何成绩或学校有其他要求，请尽快回复他们，
这对你的录取结果大有助益。 

达到你的录取目标了吗?

找到你想要的信息了嘛？

成功了？

祝贺！你被录取了一一开始为赴英做准
备吧！

申请课程

祝贺！�
准备出发！

与升学指导老师讨论你现在的可选
方案，仔细查看UCAS的补录页面
（包含仍然有录取名额的专业）及
全新的Clearing�Plus服务，该服
务会根据你的个人申请资料匹配推
荐可能适合你的课程。�

你也可以考虑申请国际预科课程，通
过额外的一年时间来提升你的基础，
帮助你更加胜任你想学习的科目。
点击UCAS的网站相关页765，了解
更多信息：https://www.ucas.com/
undergraduate/what-and-where-
study/choosing-course/foundation-
degrees

这也是向自己的内心提问的时
刻。你是否真的想在今年去上
大学。如果你对间隔年、实习
机会或志愿服�务机会感兴趣，
请参阅本手册末的一些实用网
页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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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英国生活做好准备
当你开始为启程做准备时，你开始考虑到赴英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让也要自己的思维
方式准备好，准备好迎接一个全新的激动人心的体验。下面我们将总结一些赴英生活的实用
建议。

学生签证
一旦你接受了英国大学的录取，就要开始准备英国学生签证了。学生签证已经取代了Tier 4
签证，成为赴英留学生最常用的签证类型，所以如果看到旧签证名称，请不要混淆。

签证申请本身并不棘手，但它需要你同时平衡和处理多件事，所以提前计划、熟悉最新办事
流程，并确保你对申请流程有清晰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统筹时间管理：
板块1：

如果在中国申请签证，那么最早可以在课程开始
前6个月递交申请。你通常会在提交申请后的3周
内拿到签证结果，但如果你想尽可能避免延迟（
尤其是在疫情持续的情况下），那么建议你预留
出至少双倍的等待时间。

板块2：

只有当你已经收到大学发放的无条件录取时，才
具备申请此类签证的条件。基于大多数学生的本科录取通知书都是有条件录取通知，这意味
着申请签证前需要先获得满足大学要求的考试成绩。在你确定接受了大学的录取后，大学就
会向你发送CAS（Confirmation of Acceptance for Studies）文件，CAS是申请签证的必备
材料。

板块�3：

你需要证明你有充足的资金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而资金证明需要在签证申请前至少一个月
就能体现。大学会在 CAS上列出学费（参见板块2）。目前最低生活费的设定为：

• 伦敦上学的生活费用：1,334英镑/月（至少9个月）

• 其他城市上学的生活费用：1,023英镑/月（至少9个月）

为了让所有板块顺利同步进行，黄金法则是确保尽早申请。在获得成绩之前，你可能无法完
成以上全部流程，但你可以将其他所有事项依次提前准备。例如，确保达到你所申请的院校
的额外成绩要求（例如英语语言测试）；确保护照有足够申请签证的有效期（受到疫情影
响，获取护照的时间似乎比往年更长，一定要尽早准备！） 

你可以在此处找到所有相关信息：https://www.gov.uk/student-visa/apply

该网站的布局和文字非常清晰，值得和家人一起了解，以确保你们都清楚地了解自己需要在
什么时间点完成哪些事项。记得定期查看疫情最新政策，以跟进申请流程变化，或因疫情防
控产生的更多要求和程序。

实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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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打包建议
床上用品和厨具很容易买到，大学附近的中国超市不难找到！很多大学校园里还会有卖生活
必需品、文具和布置宿舍用品的集市。请携带所有入学和住宿相关的文件，手机里安装的小
程序例如微信即使换成英国的电话卡，也是仍然能使用的。

适宜英国气候的服装 床上用品 过多的衣服

在中国购买更便宜的教
科书（大多数英国校园
里也售卖二手教科书）

洗漱用品 大量食物和厨具

所有个人文件复印件

适宜潮湿天气的衣物—— 
—件质量好的雨衣和轻

便保暖的内搭

昂贵物品（一旦失去或
损坏你会很难过）

让你感受到家人温暖的
照片和熟悉的小物件

家具

不需要带：请带上：

实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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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家长采访
英国留学的具体费用是多少？（学费、房租及其他费用）
回答：英国留学费用因城市而异。我的经验来自于孩子在伦敦的学习经历，我们就以伦敦为
例。伦敦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城市，相应留学生的日常开销也会比较高。但如果你要去伦
敦学习，你应该尽可能多地体验外国文化，并尝试融入本地的生活。从学习者的角度来说，
并非所有额外开销都是浪费！

在伦敦学习和生活会产生以下几类费用。

（1）�学费和房租：这是国际学生最大的开支。父母可以在家用信用卡支付，也可以让孩子
在抵达英国后在当地支付。

（2）生活日常花销：交通方面，伦敦地铁票价较贵，每天至少7英镑(约58元人民币)。 食
物的可选范围很大：自己做饭最经济，外卖很方便但价格稍高，在餐厅用餐最贵。家居用品
(日用品、服装、鞋帽、电子设备等)的价格与中国价格不相上下。

（3）学习、休闲和娱乐：留学生需要购书(英国的纸质书很贵，但有许多二手书选择)， 可
能还有电影、戏剧、音乐会、艺术博物馆、健身等开支。

（4）假期旅行：到了公共假期，如阅读周、圣诞节、春假等，学生可乘火车前往英国各个
地区游历，如牛津、剑桥、约克、巴斯，甚至到更远的苏格兰地区如爱丁堡，或者和朋友到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路途都不远。

学生需要在家提前支付哪些费用？如何支付？（美元可行吗？）
回答: 通常雅思考试费用、学费和房租都是在国内支付的，用信用卡直接支付很便捷。我特
别想和大家分享我当时自己交学费的经历，希望对各位家长有所帮助。

经常听到家长们问：怎样交学费方便又安全？我自己的经验和建议是：信用卡！因为信用卡
支付学费非常快捷、安全且经济。

以下是使用信用卡支付学费的两大好处。

（1）快捷，实时支付：银行转账没有延迟，通过信用卡实时将学费转到学校的指定账户，
通常能在第二天或第三天收到学校的电子确认邮件和收据。

（2）安全，全额付款：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费用会通过英国当地的银行转入大学的指定
账户，但此过程可能会有延迟和手续费，例如家长通过银行转账汇款7,000英镑，学校可能
只收到6,800英镑，中间银行收取200英镑的手续费。但使用信用卡支付学费就不会出现这
个问题，并且可以全额支付。

我用的是招商银行Visa信用卡，但是国内其他银行发行的信用卡也可以用来交学费。例如，
中国银行的留学生Visa信用卡，还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都有这类产品。

实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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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到英国后一般会遇到哪些支付问题？怎样解决？
回答：我个人而言，我的家人在英国使用银行卡支付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因为英国当地银行
卡支付非常普遍。虽然我偶尔会遇到一些不接受中国信用卡的线上/线下小商户，但较大型
的超市和商场一般都没问题。

我觉得在国外使用银行卡的最大挑战是支付安全问题。在孩子出国前，他/她应提前了解并
熟悉银行卡使用的基本知识，并注意风险，尤其要懂得如何保护个人信息。例如，在网上购
物时，我们经常被要求提供信用卡背面的三个数字，这被称为“CVV2”或3D-Secure支付验
证服务，这是Visa早年发明的一项技术，用于核实持卡人的身份。通过这种方式，银行可以
确认交易是由持卡人本人执行的，交易是安全的。因此，银行卡背面的三个数字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能透露给其他人，一旦信息泄露，银行卡就可能被盗用。

银行卡遗失怎么办？
首先，您应该立即致电发卡行，冻结丢失银行卡并要求立即补办一张新卡。如果您的孩子手
头没有补卡或现金，那么您可以通过国内的发卡银行致电所在地的Visa全球客户支持服务

（GCAS ）申请一张临时卡。临时卡会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发送给持卡人，通常根据发卡行批
准的金额，在1-3个工作日内交付给持卡人。

当然，最好的办法是给孩子准备两张银行卡，一张国内银行发行的Visa信用卡（为方便使用
必须是芯片卡，因为英国商户基本只接受芯片卡），和一张来自英国当地银行的借记卡用于
日常购物。这样孩子就可以交替使用两张银行卡，并且手头留少许现金。

您在支付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碍是什么？您是如何解决的？
回答：我自己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孩子的房租支付。由于国内发卡机构具有超强的风险
意识，对与一些不知名的英国房产经纪公司或房屋租赁公司进行交易的授权有限制，国内发
卡机构的把控极为严格，因此很难用一张卡一次性付清全部房租。后来我使用了几张来自不
同银行的信用卡付款，每张信用卡的交易额约为2,000英镑，最终付款成功。

您对今年申请英国大学的家庭有什么建议？
回答：在英国大学学习的学术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在这就不展开讲了。生活方面，除
了上述的日常支付常识和培养风险意识以外，最好在启程去英国前就找好住处（比如学生公
寓），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前往英国学习，宿舍也比以前更加紧缺。如果你是第
一次来英国，那么第一年你可以考虑住在大学宿舍或与室友同租，会让你感觉不那么陌生或
孤独，尤其是在你刚抵达英国的过渡初期，肯定需一些时间来适应。最后，祝愿各位同学享
受海外留学生活，学业进步，未来可期！相信这段时光会成为大家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
一！ 

实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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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银行卡的优势
Visa为海外学习生活的每个步骤提供快捷，安全和方便的支持。

额外优势
Visa还与很多全球企业建立了良好伙伴关系，为持卡人提供福利和折扣，包括：

• 为中国留学生提供服务的机构

• 全球机场候机室

• 保险

• 全球移动电话卡

• 餐饮/交通出行/线上购物积分卡

• 医疗保健服务

• 毕业/职业规划

13

英语语言测试准备 签证准备

毕业和职业规划

银行卡申请

学费航班和酒店安顿入住

网购



用信用卡支付学费的四个步骤
英国的大学学费通常在一年中分三期支付，每次支付总额的三分之一。

假设您有一张中国银行Visa全币种信用卡并打算用它来支付学费，那么您需要完成以下步骤。

1

3

2

4

14

首先检查信用卡的额度。

打开学费支付链接，选择“Visa信
用卡支付”。

如果额度不够，可以马上打电话给发
卡行的客服，说明您需要给孩子交学
费，申请银行提高您的临时额度（一
般临时额度有效期是一个月，之后会
自动恢复到原始额度）。

输入支付金额，看到弹窗提示后输
入一次性密码（您的手机会收到该
密码），在电脑弹窗中输入一次性
密码，点击支付。支付完成后，页
面上会显示“支付成功”字样。



选择住处

实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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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些学生会选择合租公寓，但我
们建议学生宿舍，尤其入学第一年，
在学生宿舍更容易交朋友，你也会有
一个小社区，遇到问题大家一起互相
帮助解决。

许多大学还提供接机服务并设有迎新 
周，绝对推荐参加！

有些大学宿舍提供餐食，有些则不提 
供。所有大学宿舍都有洗衣房和厨
房。通 常也会有公共社交区域。

如果出于任何原因，你在抵达后发现
不喜欢你的住宿安排，建议你立刻与
大学住宿管理部门沟通，并尽快做出
调整。

学生确认接受录取后，大学就会询问
你的住宿安排，这些在启程去英国之
前都可以安排妥当。

在学业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当学生熟
悉了所在地区，也有了自己的朋友
圈，学生们也会选择一起租房。在寻
找和租房遇到问题时，也可以向大学
住宿管理办公室寻求建议和帮助。



心态篇

我享受学习吗？

在准备小组作业/展示
时，我能与同龄人配
合良好吗？

对于吸引人的娱乐活
动，我是否节制的意
识和能力？

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娱乐习惯，对有的
人来说是手机游戏，对有的人来说是出去
玩、沉迷社交媒体或网络电视剧，我们得
诚实面对，只有你自己知道该注意什么。

我可以在没有老师提
醒的情况下按时完成
所有作业吗？

在不依赖老师帮助的
的情 况下，我是否能
够对自己的学习和进
度做出客观的判断？

我可以在没有老师给
出框架的情况下完
成、管理、并复习学
习笔记吗？

我能否管理好自己的
睡眠习惯？

除了坐在电脑前学习，
今年我是否安排了合理
的时间来锻炼身体或享
受朋友的陪伴，以保持
平衡健康的节奏 ？

我了解被卡住和拖延
症之间的区别吗？

当我遇到困难时，我
知道如何有效地寻求
帮助吗？

我能在课堂上提出具
有挑战性的问题吗？

我是否在阅读学科相关
书籍、收听播客、阅
读更有深度的文章和
杂志？

即使当我还没能完全理解
一个学术任务时， 或当
我还没人帮我梳理了所有
流程步骤时，我是否有信
心、和技能开始一个学术
任务？

学业
现在你已经了解了在英国生活的基本准备，下面是心态和思维方式的准备建议。

今年，准备大学申请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努力学习，多读书多思考，享受学习的过程。
随着录取结果开始发放，你可能会把现阶段的学业视为不得不打钩完成的任务清单。成绩当
然非常重要，但是从现实的意义来讲，比起单一分数或者进入某所你中意的院校，你未来的
幸福和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你日常的习惯，以及你是否会学习并且享受学习。 趁着你现在
还在国内，有家人和老师的支持，在熟悉的朋友陪伴下，去建立健康的习惯，做出你想要的
改变和调整。

花几分钟时间思考以下问题，并考虑你当前的学习习惯是否适应大学节奏：

如果对于以上的问题，你的答案是“否”，那么你现在就该花时间来做出改变！当下你有家
人、老师和朋友的支持，是做出改变的好时候，比你上了大学再去解决要跟容易。一次解决
一个问题，把你的决心告诉支持你的人，到了年底你会为自己的改变感到惊喜和骄傲。 



独立生活
对于许多学生来说这是第一次远离家乡。我们希望对于下面
的问题列表，你可以自信地回答“是的，当然！ ”。 
（如果你还不能做到，那现在开始学吧。） 

心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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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如何使用洗衣
机吗？

我能做4道以上的菜
肴吗？

我是否制定了每个学
期、每周和每天的花
费预算？

我是否复印了重要文
件并将副本发给了我
熟悉的人？

我是否能在不求助国
内家人的情况下解决
日常小问题，比如钥
匙丢了。

万一手机丢了，我是
否有额外保存一份重
要联系人的电话号
码？

我会做基本的家务
吗？

没有打车软件的情况
下我能安排交通出行
吗？

我知道如何规划周
末，而不是只会宅在
家里吗？

我能够设定作息时间
安排并执行吗？

我会骑自行车吗？ 我能计划和安排有趣
的出游吗？ 

如果有人骚扰我、偷 
我的东西或让我感到 
不安全，我知道怎么
做吗？

我有基本社交能力
吗？



心态篇

确保加入俱乐部和
社团

确保锻炼领导力，在
社团中承担不同的角
色和责任

确保抓住所有的旅行
机会，越多越好

确保在努力学习的同
时，也有玩耍的时间

确保每年都尝试一项
新的运动或爱好

确保每个学期都尝试
一些利他的事情，例
如，参与慈善机构或
志愿者组织的工作

充分利用时间
如果你认真选择了适合你的专业，并努力学习，那你一定会带着满意的成绩和学位离开。那
除此以外，你还会有哪些收获呢？大学的作用不仅仅是学习，也是你在人生更多方面探索和
成长的机会，你可能在这个时期建立持续一生的友谊，在这个时候进一步培养你走向社会的
自信和笃定。

18



心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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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和志愿服务
归根结底，旅行和志愿服务是真正让你的大学时光丰富而有意义的最好的途径。帮助你与他
人建立联结，交换观点，经历挑战和尝试新的体验。给你留下难忘的美好回忆，拓展你的视
野和格局，并且打开你的思路。 我们相信你可以找到很多有智慧的建议，我们在这里也给
出几个： 

志愿服务
• 大学就业办公室：多数大学的就业

办公室都为学生提供大量支持，但
许多学生并不了解。就业办公室通
常会提供非常棒的本地志愿服务机
会，也有很多符合你专业才能的实
习项目。一定要尽早去看看。

• 学生RAG和STAR社团：RAG 
(raising and giving)指的是“筹集和
捐赠”，STAR(student action on 
refugees)指的是“学生对难民援助
行动”，几乎所有的英国大学都有
这两种组织(每所学校的名称不尽
相同)。许多大学都在指定周开展 
RAG活动，请在新生集市上和这两
个组织取得联系，记得保存好主要
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 Do-it：该网站在全英范围内提供
丰富的志愿服务机会.官网为https://
doit.life/discover

旅行
• 背包客——背包客一一为在

全球背包旅行的人提供信息和
实用建议，非常全面。 www.
backpackeradvice.com

• 英国政府——如果你计划前往其他
国家或地区旅行，应该提前查看官
方的安全、 健康和法律相关的最
新建议，可读性很强：www.gov.
uk/guidance/gap-year-foreign-
travel-advice

• 间隔年：希望了解在间隔年期间的
旅行或志愿服务机会的指导建议，
这个网站的信息非常全面。https://
www.gapyearassociation.org/ 

https://doit.life/discover  
https://doit.life/discover  
http://www.backpackeradvice.com
http://www.backpackeradvice.com
http://www.gov.uk/guidance/gap-year-foreign-travel-advice
http://www.gov.uk/guidance/gap-year-foreign-travel-advice
http://www.gov.uk/guidance/gap-year-foreign-travel-advice
https://www.gapyearassociation.org/
https://www.gapyearassociation.org/


制作你的梦想清单

免费

攀登你所在国家最高
的山峰 完成一段徒步 去国家公园玩一次 和朋友争论哪种薯片

的味道最好吃

穿戴暖和，参加一次
篝火之夜

体验当地圣诞灯饰点
亮的时刻 收听海盗电台 圣诞节观看女王演讲

参观至少5个伦敦的
博物馆

看一集《Eastenders》 
、《Coronation 
Street》、
《Hollyoaks》、 
《Emmerdale》

体验圣诞颂歌
在老酒馆、咖啡厅或
餐 厅尝试一份兼职工
作体验

参加一场当地城市图
书馆举办的活动（大
学图书馆不算哦，你
应该没事就呆在那才
对）

在邮局排队做点什么 一天内说 35 次对不起 在开阔水域游泳（你
会游泳的话）

观看一次公开议会问答
观看卫兵换岗仪式并
编造一个故事讲给别
人听

在食物救济站做志愿者 参观至少5个不同地区
的教堂

听一次教堂的唱诵 在公园里尝试滑板或
轮滑

成为Radio4频道 的
观众

在雨中来一次漫长的
散步

低于15英镑

购买《卫报》、《每
日邮报》和《太阳
报》 ，并在同一天读
这三份报纸。

去看看罗马遗迹 购买一份The Big 
Issue周刊 在酒吧玩棋盘游戏

在海边吃炸鱼薯条  去私人独立电影院 乘坐一次夜班车 参加伯恩斯之夜

看一次乡村表演 参观你所在城市的博
物馆 游览一所著名花园 参与公园跑步活动

在慈善商店消费10
英镑 吃一次宵夜烤肉串 在 Grand National上

投注1英镑 乘坐一次渡轮

吃一次培根三明治早餐 去超市的杂志区，随
机选一本

品尝 20 种不同的巧克
力棒（建议别在同一
天里品尝）

带上三明治去公园野餐

去一次乡村假日活动 去摘草莓 在酒吧玩飞镖 购买并寄出一张明信片

去别人推荐的餐厅吃
一次咖喱 参观一次军事博物馆

收集每种硬币，并计
算最物有所值的花费
方式

上午11点去一次
Wetherspoons 酒馆

15-50英镑

夏天去啤酒花园酒吧 在海边度过一天 看一场你从未听过的
乐队现场演出 来一场雨中烧烤

边喝Pimms边看网球赛 去当地剧院
在大学城品尝至少一
种来自五大洲当地的
食物

乘坐蒸汽火车

在英国的河流上尝试
三种不同的交通方式 玩bingo游戏 乘坐缆车旅行 和朋友喝下午茶 

露营一次 报名参加一次晚间课
试试波特酒（port） 
和斯蒂尔顿奶酪
（stilton）

观看一场足球赛

看一场板球比赛 体验疯狂高尔夫 看一场露天戏剧表演 看几次单口喜剧

看场哑剧 参观战场遗址或历史
复原村庄 看一次盲盒电影

徒步，然后去乡村酒
吧吃一次周日才有的
午餐

超过60英镑 参观5个国家名胜古
迹建筑

到访UK联合王国的4
个王国 观看赛狗 参加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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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知道自己要去英国了，想想你要为自己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体验。从上面的图表中选择
一些你喜欢的，再加上一些你自己想到的，做一个你自己的梦想清单吧！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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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态篇

兼职、实习和职业发展
兼职工作不但能为你增加收入，也能帮助你今后就业学习技能和收获经验。学生应该花些时
间来探索实习和工作机会，从出发前和到达之后，都应该花一些时间去找到这些合适的机
会。实习和工作经验越丰富，未来就业时你的机会和筹码就越多。

和志愿服务一样，首先应该与您的大学就业办公室联系，也可以在大学公告板查看当地兼职
工作机会，以下这些网站也很有帮助：

• 行业项目：学生带薪实习机会 www.etrust.org.uk/the-year-in-industry 

• 创业者手册：给在英创业者的建议 www.entrepreneurhandbook.co.uk

• Shell livewire计划:为年轻创业者提供支持和奖励计划 https://www.livewire.shell/ 

• 人们谈论自己职业发展经历的视频 www.icould.com ; www.Careersbox.co.uk

• Targetjobs网站 :大量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信息 www.Targetjobs.co.uk 

• 提供应届毕业生岗位信息、研究生申请和按照传统专业分类的职业方向  
www.Prospects.ac.uk

• 适用于求职者和转业者的实用手册 www.jobhuntersbib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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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问题向谁求助——获得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专业帮助
医疗/安全紧急情况
最重要的是提前规划，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再做计划可能会让你手忙脚乱。

• 在宿舍生活的第一周就要搞清楚发生火灾的紧急集合点。英国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里都贴
有防火安全指南，请一定花时间阅读！

• 确保填写医疗保险公司的所需信息，例如：健康保险卡，并保存好所有信息。

• 确保您在英国有一位紧急医疗联系人，并将其联系方式保存在钱包里。

• 保存紧急服务的电话号码（警察、救护、医疗救助、消防等）一一在英国以上任何情况
的紧急求救号码都是999！

• 熟悉您住所附近医院、诊所、警察局的位置。

• 家中备好一个应急“随身包”（身份证复印件、零用现金、急救物品、少量水和食物、手
机充电器等）。

• 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过急救课程，建议你到了大学以后去报名参加一个急救培训。

生活建议和心理健康支持：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遇到低谷和困难时刻。如果你遇到了，不要独自默默承受！英国有大
量的机构和组织提供心理支持。留意你在入学前几周收到的相关的宣传页和服务热线，并保
存以备需要。你也可以看看自己所在大学的网站，看看你所在的院校向学生提供哪些具体
的帮助。所有的大学都有责任照顾自己的学生，绝大多数院校都非常重视学生关顾这个方
面，他们有能力也有义务为学生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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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帮助

大学网站会提供学习的指导，并提供线上或面对面的学
习技巧课程和学术写作课程。请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认真考虑在学业第一年得到英语文字编辑上的支持，直
到你的英文准确度达到写论文的母语标准。这会减轻你
的压力，更好的帮助你提升英语语言水平。

如果你觉得在理解课程的学术内容上有困难，你可以联
系同一专业课程的研究生学长或学姐给你一些辅导。 

如果你感到焦虑、抑郁或察觉到可能的任何心理健康问
题，你可以通过大学提供的免费心理咨询服务。关于考
试焦虑和学术焦虑，心理老师都可以帮你找到可以应对
的方式。

学业方面最大的危机是被抄袭指控，因此请务必尽早阅
读大学相关的学术诚信指南，并严肃对待这一问题。 

如果出于任何原因你的考试成绩不佳或没能参加考试， 
你仍然有机会重新参加考试或重新提交评估作业。但是
你必须要提前告诉导师，并回复导师发送给你的任何
邮件。再次强调一下，每个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顺利
完成学业，但他们需要在所有截止日期之前知道你的困
难，才能提供帮助！

你是自己的学习计划和所有截止日期的唯一负责人，因
此请务必提前计划作业时间。多项任务的截止日期交叉
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如果你把所有的任务都留到最后
一分钟再完成会非常痛苦，除非你提前请求延期并符合
延期提交申请的条件，否则大学几乎不会容忍延迟提
交作业。

充分利用大学提供的资源来提升你的英语。

永远不要害怕向老师求助。老师会帮你厘清努力的方
向，并尽最大努力帮助你。

如果你在求学过程中遇到困难，一定要告诉你的大学辅
导员，没有一个老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顺利的完成学
业，你要主动去沟通并寻求帮助。

大学是有延长作业提交期限的政策的，你可以询问清楚
机制和流程，并且在自己需要的时候即使提交申请。

保留参考资料列表，特别是如果你郑在撰写论文或研
究报告。

如果你没能通过考试，你可以在夏季重新参加考试或重
修这门课程。

尝试与学习相同课程的同学组成学习小组，讨论解决你
不理解的课程内容。 



依照学校报到时间，尽早抵达英国，别因为可能的防
疫隔离而错过新生周！新生周非常重要，是你选择你
参加的俱乐部和社团的时期，也是你了解新环境和结
交新朋友的时候。

在抵达英国前加入线上的学生社群提前认识校友，并
在你到达英国之前与就建立联系。 

去移动通信商店购买英国本地SIM卡，以便在英国
联络无阻。购买电话卡需要你的银行卡号和住址等
详情。

到达英国时，去住处放下行李，然后去附近的
Sainsbury或Tesco购买床上用品、毛巾等生活用品。

可以用谷歌搜索“我附近的中餐外卖”好好吃一顿晚
餐，其他的事情就都可以等到第二天。 

许多大学都会为国际学生安排入学指导周，帮助学生
们适应和了解新的国家和环境。你也会认识和你有同
样感受的外国学生。

大学可能提供接机服务，请联系你的学校的国际办
公室确认。 

办妥这些基本的事情，就去校园或者大学所在的区域
走走看看吧。别害怕跟校园的新生面孔打招呼。大家
都想要认识新的朋友。

一旦有了住宿地址和学生卡，你就可以在当地银行开
户，可能需要等上几天时间才能收到银行卡。 

入睡前也要向中国的家人报平安，要计算一下时差
哦。

1 2

3 4

7 8

9 10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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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的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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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的中国组织
如果你想要找到祖国的同胞和组织、获得一些中文服务、找到好吃的中国餐厅、或是中国的
文化活动，最好的方式是先找到离你最近的华人社区中心。以下，我们帮你找到了部分华人
社区的联络方式，不能囊括所有的在英华人组织。建议你自己也搜索下你附近的社区，有可
能会找到更加合适的。

Blackpool Chinese Community Association
1A Poulton Gr, Fleetwood FY7 6
+44 1253 872399

The British Chinese Network https://e-voice.org.uk/bcn/ 

Camden Chinese Community Centre
https://www.camdenccc.co.uk/ 

Chinese Information and Advice Centre
https://ciac.co.uk/

Chinese Community Centre Birmingham
https://chinesebirmingham.org.uk/

Chinese Community Centre – One Westminster 
https://www.onewestminster.org.uk/directory/10660 

Federation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of Manchester
1St Floor, 12 Newton Street, Piccadilly, Manchester M1 2AN
+44 161 655 3600

Hua Xin Chinese Society
58 Queen Street, Morecambe LA4 5EP
+44 7745 873200
www.chinesesociety.org.uk 

Leeds Chinese Community Association
84-86 North Street, Leeds LS2 7PN
+44 113 234 6019
www.lcca-uk.org 

Leeds Chinese Women’s Group
The Compton Centre 322 Harehills Lane, Leeds LS9 7BG
+44 113 336 7801

Liverpool Chinatown
3-5 Nelson Street, Liverpool L1 5DN
+44 845 915 4515
www.liverpoolchinatown.co.uk 

Liverpool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94 Seel Street, Liverpool L1 4BL
+44 161 463 0586
www.lcba.net 

London Chinese Community Centre
https://www.ccc.org.uk/

Wai Yin Chinese Women Society
Woolwich House 61, Mosley St, Manchester M2 3HZ
+44 161 237 5908
www.waiyin.org.uk 

Wah Sing Chinese Community Centre
149 Duke St, Liverpool L1 4JR
+44 151 709 9842

Wai Yin
66-68 Swan Street, Manchester M4 5JU
+44 161 833 0377 www.waiyin.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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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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Advice/Studying--living-in-the-UK/Coronavirus-Covid-19-info-for-
internation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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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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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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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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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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ing-in-the-UK/Coronavirus-Covid-19-info-for-
internation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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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gradua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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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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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