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2021·夏季线上学期
LSE Summer School Online

项目类型：短期研学（有学分）
学杂费：2500 英镑起
管理费：人民币 2000 元起
项目时段：Session 1：2021 年:6 月 21 日至 7 月 9 日
Session 2：2021 年:7 月 12 日至 7 月 30 日
Session 3：2021 年 8 月 2 日 至 8 月 20 日
报名截至：建议尽早报名，满额即止
培养方向：经济、金融、市场、会计、管理、法学、政治、国际关系、大数据、数学、心理学、英语等
（具体时间和价格以学校安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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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夏季线上学期
2021 年度夏秋招生简章
 基本信息|Basic Information
(一) 项目标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夏季线上学期
(二) 项目名额：**人（其中**学院**人，**学院**人）
(三) 主办单位：**大学外事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环球翔飞教育集团

 项目简介|Program Introduction
为进一步加强和推动世界主要国家间的高等教育交流，培养国际化人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面向全
世界优秀学生开设暑期学分课程项目。学生可根据自身的专业兴趣选择项目进行学习，完成学业并通过
考试可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分。项目对学生开放八个专业的上百门课程，学生可以选择自身背景
专业课程或其他感兴趣的学科进行学习。在大流行的背景下，风靡全球的伦敦正经济学院夏季学期同步
开放全程在线授课版本，让学生足不出户即可体验世界顶尖名校的精品课程。

 院校简介|University Introduction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简称伦敦政经，是一所在政商界享誉盛名、专注于社会科学的院校，它
在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水平之高在全英国是独一无二的。伦敦政经学院一直以来与牛津大
学、剑桥大学、伦敦帝国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一起并称为“英国 G5 大学集团”
伦敦政经其优势正如它的名称所述，在于政治学及金融和商科。经济专业的含金量被普遍认为是全
英第一，其他强势专业如社会科学及管理学、政治学、会计与金融学、新闻传播学排名、社会学、经济
与计量经济学、法学，排名均位列世界前十。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校友及教员之中包括了 18 名诺贝尔得奖者、42 名政府或国家元首。在 2013
至 2019 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LSE 在社会科学及管理学领域连续七年荣登世界第二，仅次于哈佛
大学。在 2011-2016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社科领域中，LSE 居欧洲第一位。在 2016-2017 的 QS 媒体
与传播学排名中，位于世界第三。在 2020 年 THE 全球大学排名中，LSE 位居世界 27 名。

 项目特色|Program Highlights
1. 顶尖教育水平
- 世界一流名校，英国 G5，学术水平享有世界级声誉。
2. 选课自由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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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商课程设置齐全。
- 同时支持研究生和本科生入学。
- 部分课程不受专业背景限制。
3. 在线沉浸学习
- 与来自全世界各地优秀学生同坐一堂。
- 教授学术水平极高，多为业内顶尖人士。
- 全程在线授课，安全学习，不受旅行困扰。

 学习计划|Study Plan
(一) 项目时段
项目选择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Session 1

2021 年 06 月 21 日

2021 年 07 月 09 日

Session 2

2021 年 07 月 12 日

2021 年 07 月 30 日

Session 3

2021 年 08 月 02 日

2021 年 08 月 20 日

报名截至
不设截止日期，名
额有限，尽早报名

(二) 选课须知
LSE 暑期的每门课为 54 学时，通过期末考试可得 7.5 欧洲学分（等同于 3-4 美国学分，约合国内
4 学分）。
每个 session 为期 3 周，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报读 1、2、3 个 Session。
若学生的语言能力未达到托福 107 分（小分均不低于 25 分）或雅思 7.0（小分均不低于 7.0），
则需要在首个 session 开始前增加一周的语言课程（语言周）。
课程难度可参考课程编号，100 级别适合大一学生，200 级别适合大二或大三学生，300 级别适合
大四或研一学生。部分 100 级别课程无先修条件，学生可凭兴趣跨专业选择。
(三) 可选学科/专业/课程
伦敦政经暑期开设八个专业上百门课程，请点击链接查看：
https://www.lse.ac.uk/study-at-lse/Summer-Schools/Summer-School/Courses/Secure


会计

会计系以其卓越的教学和研究能力以及在解决公共政策问题方面的领导作用而享有盛誉。自 1896
年 LSE 开设会计课程以来，此系的排名一直在世界前列。在最近的 National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国家评估研究活动）中，LSE 的会计系和金融管理系一同被评为英国商务管理研究的领先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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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与管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管理系成立于 2006-2007 学年，将学院的四个学术部门（就业关系与组织行
为，信息系统与创新，管理经济学与战略以及管理科学）合并为一个部门。
该系的愿景是成为欧洲一流的管理系，为学生提供对全球商业环境运作的深刻见解，并在教学和研
究方面成为世界顶级。


经济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系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学系之一。 根据其研究和出版物，它在国际上
享有很高的声誉，并被公认为拥有欧洲领先的师资。该系的规模可确保经济学的所有主流领域在本校的
研究和教学中都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教授获得过 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十二名前工作人员或学生已
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金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金融系因其出色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在公共政策问题上的领导作用而享有盛誉。
LSE 的金融系是全球最受好评的金融系。
LSE 的金融系近年来发展壮大，已成为英国和欧洲最大、最受尊敬的金融系之一。它与伦敦证交
所的金融市场小组（Financial Markets Group）保持着紧密联系，该小组定期举办由知名学者和从业人
员参加的各种研讨会、会议和公共演讲。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政府，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的核心活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长期以来一直以运营西欧最大的国际关系学院而感到自豪，而其政府和社会学系则是英国规模最大，知
名度最高的教学研究机构之一。
所有的教学人员都出版过学术著作，其中许多是其专业领域的常驻广播员和顾问。


法学

自 LSE 成立以来，法律研究一直是学院的不懈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学院建立了英国领先
的法律系。
按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传统，该系实行“研究主导”的教学。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国家和国际政策制
定，以及企业、政府和其他机构内部的决策流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该系的许多毕业生在本土和国外的法
律，政治，政府，商业，媒体和行政管理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四) 授课形式
为应对疫情影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2021 夏季学期才用两种不同的授课形式，学生可根据自身情
况任选其一。在项目课程开始前，学生也可以随时做出改变。


Blended Learning 混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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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生能够在项目期间前往英国，LSE 建议学生选择混合学习模式。该种模式下，学生将有约
2/3 的时间在教室中与教授和其他同学面对面学习，以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其他 1/3 的时间将佐以线
上课程。面对面学习的环节，学校也将控制班级人数和授课环境，以确保学生安全。


Remote Learning 远程学习

如果学生无法在项目期间前往英国，LSE 将为学生准备完善的远程学习计划。该种模式下，学生
将全程进行在线学习。为了满足不同时区的学生的需要，LSE 将为所有课程开设两个时间段，并且所
有课程均有视频记录，以确保学生能够充分享受学习的快乐。

 留学服务|Student Services
为使学生拥有安全舒适的海外生活，主办方为项目参与者提供如下服务：
1. 选课指导：为学生解答课程设置、学分设置、学时安排等问题，并根据学生意愿匹配相关课程；
2. 申请材料审核：为学生准备申请材料模板，并对于已经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和实质审查，
确保递交的申请材料符合要求，避免因材料不合格而耽误申请；
3. 项目申请递送：熟悉并精通申请流程的指导老师为学生递交审核通过的资料，并及时跟踪材料
审查进度，申请中出现的新情况，并及时完成申请流程，确保合格学生的申请得到最大程度的完整审
查；
4. 优先材料审核：翔飞与众多名校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递送的申请材料一般会以最快的进程审
核。部分项目可以在开放申请日之前申请，为学生提供大量便利；
5. 境外汇款：项目参加者需要支付包括学费、杂费、住宿费等各种需要支付给大学的费用，主办
方会建议最合理的付款方式确保学生不耽误课程顺利进行；

 项目费用|Program Fee
(一) 项目学杂费
语言周：750 英镑
一学期 2500 英镑；两学期 4200 英镑；三学期 4980 英镑
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收取，包含课程费、校园服务费等。另外，项目申请时需支付申请费 50 英
镑。该申请费已经收取不可退还。
(二) 项目管理费
人民币 2000 元
由环球翔飞教育集团收取，包含课程咨询、项目申请、材料邮寄等费用。
(三) 项目费【不含】
因个人配置上课的软件，设备等产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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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条件|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1. 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
2. 有优秀的学术能力，建议 GPA 不低于 3.3/4.0
3. 大学英语四六级 470 分以上即可申请，托福 107 分（小分均不低于 25 分）或雅思 7.0（小分
均不低于 7.0）可免修语言周课程。

 申请材料|Supporting Documentation
1. 英文版成绩单扫描件
2. 语言成绩单扫描件，如使用四六级成绩需提交翻译件（报名后由主办方提供模板）
3. 护照扫描件

 申请流程|Application Process
1. 填写报名表链接
2. 主办方将确认报名信息并对报名学生进行筛选
3. 缴纳项目费，并与主办方签订项目协议
4. 主办方将为学生申请项目
5. 学生获得录取后，凭学生账户参加课程

 报名方式|Sign Up
 预报名链接：http://apply.xf-world.org/
 咨询邮箱：duanqi@xf-world.org
 咨询电话：021-55661085
*国内合作院校推荐名额请咨询各指定校外事处、各院系或其他学校指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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