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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英国学习



英国本科，硕士 主要课程模式：

A： 本科： 授课制    （3年制 or 4年制）

B： 硕士

  a: Taught: 授课型硕士，一般为1年制。

  b: Research： 科研类硕士，一般为1-2年制。



英国硕士主要三大学位：

Master of Arts: 文学硕士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 (Msc): 理科硕士  

Master of Research (MRes): 研究硕士

申请2硕：

1. 双硕士项目（dual degree）

2. 申请第二个硕士 



在UK学习常用网站：

Google scholar ;  Research Gate 等论文的网站。 

英国各个大学已经把几大查询论文的网站的使用费给支付了，学生只要在学校EDU的Wifi覆盖下，均可免费查询论文。

另外，Google Drive； Google Docs:  类似云盘。 Google 账号一键登录。



学习节奏：

英国学期：Module/ semester（Autumn & Spring）

 

举例：

MA的学生 :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Msc的学生：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学习模式：

MA的学生:

授课： 3-4 节课

书籍： 3-4本书/ Module

科研论文： 10+篇

 

MSc的学生:

授课： 周一 至 周四 

书籍： 1-2本书/ Module

科研论文： 5+篇

MA和MSc学生共有的： Tutorial 和 Seminar。  

Seminar: 研讨会

Tutorial:  答疑



假期：

英国每年有圣诞节（12月中旬 ），

复活节（3月下旬，4月上旬 ）

Bank holiday（每次一天）等七

七八八的节日。放假时间较长的是

圣诞节和复活节，分别为3周左右。



学位等第：

及格线：40 分≤X ＜50分        三等学位    【Third class 】

普通线：50分≤X＜60分          二等二学位 【 Second class , lower division (2:2)】 

优良线：60分≤X＜70分          二等一学位 【Second class , upper division (2:1)】

优秀线：70分≤X                     一等学位    【First class  (1st)】

英国本科：

50 分≤X                    Pass   （及格）

 60分≤X＜70分         Merit    （优良）

70分≤X                     Distinction    (优秀)

英国硕士：



英国学制&费用：

英国本科：3年

英国本科学费：£ 18,500起 / 年 (参考） 

英国硕士：1年

英国硕士学费： £18,500--£23,750  (参考） 



Part 2  UK生活篇



常用软件：

H&B: 英国国民健康产品连锁品牌（运动，健康补品，一步到位）

Argos: 英国版Bestbuy  （店内无实物，通过店内ipad 选购付款后，去柜台凭reference number现场提货）

Blacks： 登山户外远足爱好者必备，各品牌户外服饰，鞋子，装备一应俱全



常用软件：

Amazon:  

JD： JD sports 

Unidays: 学生折扣APP



常用软件：

Booking：  定酒店的软件。 

Trainline： 英国你不开车的话，基本出去游玩就做Train或者coach； 这个APP可以买火车票，看时刻表啥的。 
  
Couple Card： 情侣联卡（男女），打7折扣。 

Google Maps： Google Maps 带你走天下。



常用软件：

Cheapflighs： 定机票的，用英镑结汇。

Uber： 这个比国内好用多了，基本车子随叫随到。

车型：从2厢车到奔驰S级价格都是一样的。 

 
City Taxis：如果你还是觉着Uber不安全。



常用软件：

以上这些软件，是英国留学生常用的软件，基本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如果学生想要点外卖，可以用【Deliveroo】，【Just Eat】 

【hungry panda】【Uber Eat】

健身房： 健身房品牌有：The Gym;  Pure Gym 和 学校的体育运馆 

  

机场： 上海可以直飞曼城国际机场和伦敦希斯罗机场

银行:

交学费：根据你的情况选择国内银行

在英国期间生活：Lloyds bank, Barclays；

如果条件允许：可用HSBC or HSBC的母子卡

英国各大城市均有HSBC-UK ；BOC-UK 的营业厅。

出国若要携带超过£5000等额英镑，需办理【外币携带证】



银行汇款：

英国开户不管是消费还是汇款都会相对容易些。只要向银行要自己的国际账户，就可以汇款。

每个国际学生卡都有一个独特的【International Bank Account Number(银行称为IBAN号)】和【SWIFT号(也称为BIC号)】

这些信息是你家人汇英镑时必须填写的信息，另外需要告诉你的家人你【开户的银行分行地址】和【你的名字拼音】

P.S： 银行汇款会收取一笔服务费（按英镑扣款 ）



UK 期间租房：

学生宿舍：
由学校负责分派的住宿，有的是学校直接管理，有的是外包，也有可单独预定的高档学生公寓。

优点：相对安全，能更多接触同校 的同学，比较适合新生;

缺点：价格=品质。 好的则贵，差一点 或 远一点的则便宜。

 

自己租房：
自己找房源，可一人住或和其他人 合租。

优点：房型、地点及价格选择灵活;

缺点：容易被房东或中介欺骗，合租还有可能遇到室友欠款等纠纷。（我在UK的时候，听说有同学租的House被洗劫一空）



UK 期间租房：

宿舍类型：

英国大学都是提供宿舍的，大致分为三种:

1. Standard       (公用卫生间，公用厨房)一户4-6间房间:90-120 英镑/周  （价格参考）

2. En-suite        (自带卫生间，公用厨房) 一户4-6间房间:100-170 英镑/周 （价格参考）

3. Studio           (自带卫生间，自带厨房) 一户1间:180-300 英镑/周 （价格参考）

 

标准学年：51周



UK 期间租房：

宿舍类型：
En-suite (Brass Founders): 

 

 



UK 期间租房：

宿舍类型：

Studio (Brass Founders): 

 

 



UK 期间租房：  宿舍设施  (Brass Founders): 

 

 



UK 期间租房：

退押金：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规定，所有租房押金都要存在第三方独立的存储押金机构，如果你 的房东不这么做，请一定强烈要求或者考虑

不租他的房子。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存储押金的 机构有:Deposit Protection Service，MyDeposit 和Tenancy Deposit Scheme;苏

格 兰地区有Letting Protection Service Scotland，SafeDeposits Scotland 和Mydeposits Scotland。

 

我当时存储押金的机构是Deposit Protection Service（DPS），房东会在你退租后一段时间内对房屋及家电进行整体检查，根据结

果情况退押金。 



日常生活开销：

生活费： £500+ 至  £1000+

超市：

Marks & Spencer

Waitrose

Sainsbury’s

Tesco

ASDA

Morrisons

Costco

ALDI

Poundland

Iceland



Part 3   英国留学后就业情况介绍



英国留学后就业：

三大方向：

1. 毕业后，直接回国

2. 毕业后，依靠PSW政策，留英工作2年，然后回国就业

3. 毕业后，依靠PSW政策，留英工作2年后，继续获得工签并继续留在英国工作 



英国留学后就业：

2018年 VS 2019年  
    行业薪资对比



英国留学后就业：

能认证吗？

能落户吗？

就业情况？
 

符号留学知识管理系统，请详见官方网站   https://www.myuniuni.com



英国留学后就业：

国内就职企业

IT行业：1.5W +     HR: 1.0W+    咨询行业：1.0W+     财会：8K+        学校/培训行业：1.0 -- 2.5W 不等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