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大学学院暑期在线学术英语项目
英国 • 伦敦

第一部分：

项目概述

项目概览
SAF 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合作推出在线学术英语项目。通过这个为期两周的项目，学生可以通过远程学
习方式，在世界 20 强院校伦敦大学学院学习英文听说读写等综合知识，全方面提高自己的学术英语水
平，并在项目结束后，获得伦敦大学学院的项目证书。通过该项目，学生将全方位提升英语听说读写的
能力以及学术英语水平，为今后参加托福、雅思考试，以及在英美国家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同时 SAF
也为同学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 Beyond Classroom 系列活动，帮助同学足不出户即可和 SAF 美国老师们
深入探讨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
项目特点
项目时间匹配中国大学校历；集中提升英语语言能力；侧重学生的思辨能力及口语、书面表达能力；学
生群体多元化；文化活动丰富。
项目收获
国际化视野、交流经历、语言能力整体提升、项目结业证明、多元化人脉、英国文化深入掌握
项目时间
2021 年 8 月 9 日 – 8 月 20 日

第二部分：

大学简介

伦敦大学学院简称 UCL，建校于 1826 年，位于英国伦敦，是一所誉满全球的世界顶尖名校。它是伦
敦大学联盟（University of London，简称 UOL）的创校学院，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称“G5 超级精英大学”，代表了英国最顶尖的科研实力、师生质量以及经济实力。伦
敦大学学院同时也是英国顶尖研究型大学联盟罗素大学集团的成员。
伦敦大学学院师资实力雄厚。在该校 600 余位教授中，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不列颠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士、英国医学科学院院士人数达到 210 名，并拥有 33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
3 位菲尔兹奖获得者。学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士，其中包括“光纤之父” 高锟、前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
文学家泰戈尔、圣雄甘地以及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和小泉纯一郎等知名人士。
伦敦大学学院主校区坐落于伦敦市中心，邻近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使学生可以充分感受伦敦
这个国际化都市提供的文化、艺术、商业金融氛围及利用相关的实习及工作机会。
大学排名
•

QS（2020）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世界第 8

•

The Times（2020）英国大学综合排名位列世界第 9

•

US News（2020）世界大学排名位列世界第 21

第三部分：

项目内容

1. 项目时间：
o

o

2021 年 8 月 9 日 – 8 月 20 日（2 周）
Orientation 新生指导：2021 年 8 月 6 日

2. 实时课程主要内容：（周一至周五上课，小班授课，每班最多 12 人）
•
•
•
•
•
•
•

Language and skills needed to study at a UK university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a questionnaire
Analysing the results of a questionnaire
Writing an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Delivering an academic presentatio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visits including language preparation.
Skills needed to research UK culture and English language.

3. 自主学习内容：你需要每天在自己方便的时间里完成自主学习的内容
1) 学术讲座（录播）：
• Training in the listening skills needed to process lectures
• Discussion forums on lecture content
2) 伦敦大学学院与学术文化：
• Introduction to UK/UCL academic culture and norms

• A guide to UCL and researching the work of its departments
3) 语言与文化：
• Introducing various aspects of life and culture in the UK via virtual tours and online resources
• Developing the skills for researching aspects of UK life, culture and English language
• Developing the skills to allow you to independently access information about and experiences of UK
culture and English language
• Introducing and researching the language used in different areas of life and culture
4) 探索伦敦/英国文化：Guided visits to plac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London and the UK
5) 社交活动：The opportunity to meet and talk with UCL students online
4. 课表样例：

注：实时课程将安排在英国时间周一到周五的上午 9 点半到 12 点半（中国时间下午 4 点到 7 点
半）进行，请同学注意安排时间。自主学习部分由同学自行按照自己的时间进行安排学习。
5. 课程形式
本项目将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教学，包括：
• 实时讲座及工作坊（Live seminars and workshops）：周一至周五每天 3 个小时，课程将采用导
师线上授课、录音和视频、阅读材料，以及伦敦大学学院学生可用的多种在线资源相结合的形式
来呈现。鼓励学生以小组形式，与其他学生或导师一起完成小组任务。

• 导师指导学习（Guided Study）: 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自学任务，导师会监督学生的学习并给予
有建设性的指导。在导师的指导下，周一到周五每天至少要完成 2-3 个小时的自主学习内容。
• 个人辅导课（Personal Tutorials）: 学生有 2 次个人辅导课。学生将会与导师，以 1 对 1 或者是以
小组形式进行。
• 学术讲座（Academic Lectures）: 学生将观看预录好的学术讲座，并完成 tasks 和 activities，来帮
助学生掌握讲座中的学术知识和所用到的语言。
• 虚拟参观（Visits to place of socio-cultural interest）：每周共 3 个小时的虚拟参观时间，tasks 和
activities 会带领学生熟悉伦敦/英国多个名胜古迹。导师也会在 Live seminars and workshops 课程中
带来更丰富的相关信息，以及给学生提供表达感受的机会。
6. 考核形式
课程结束时，UCL 将通过书面学术研究报告和演讲对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进行评估，并给予学生
成绩。
7. 项目证书
达到 80%出勤率的学生将会获得由伦敦大学学院颁发的线上英语课程结业证书。
8. SAF Beyond Classroom 活动：SAF 将为学生提供 Beyond Classroom 系列讲座和讨论活动，就西方
文化、跨文化沟通、在线学习、职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介绍和分享。

第四部分：

项目费用

•

参考项目费用：1170英镑

•

以上项目费用包括：学杂费（学费、注册费等）、SAF服务管理费（项目咨询、项目申请、在线课程
支持、Beyond Classroom讲座和活动等）。

第五部分：

报名程序

1. 报名条件
1)

英语要求：IELTS 5.0/ TOEFL 45 / TOEIC 600 / CET-4 425 & CET-6 400（如果没有英语语言成绩需
要参加UCL组织的语言测试或者线上面试）

2)

GPA: 无要求

2. 申请截止日期：2021年5月7日
3. 申请步骤：
1) 请阅读 SAF 官网申请概览（点击链接）；
2) 请填写在线咨询表（点击链接），并联系 SAF 指导老师获得个性化、针对性指导；
3) 学生在SAF老师指导下准备并提交申请材料；
4) 学生完成国内高校所需流程（请咨询SAF指导老师）；
5) 获得录取后，进行学习或者根据SAF老师指导进行后续各种准备工作。

第六部分：

暨南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
张老师、梁老师
电话： 020-85220457
电邮： 张老师 oia@jnu.edu.cn
电邮：梁老师 xyliang@jnu.edu.cn

联系我们

SAF 广州办公室
罗老师
电话：020-87586035
SAF 项目交流 QQ 群：810896055
电邮：guangzhou@safabroad.org
官网：https://www.safchina.cn/
SAF 微信公众号：SAF 海外名校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