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暑期专业学习
项目介绍
一、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简介


创建于 1895 年，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并称“G5
超级精英大学”，也是英国金三角名校和罗素大学集团成员；



2019 年 Times 世界大学综合排名第 26 位，
2019 年 QS 世界大学综合排名第 38 位，
社会科学领域享誉世界，常年位居欧洲第 1；



下设 25 个学术科系与 23 个研究中心，优势学科包括社会科学、管理学、金融、商
科、
经济学等，
校友及教员之中包括 18 名诺贝尔奖得奖者与 37 名政府或国家元首；



学校位于英国首都伦敦市中心，地理位置优越，比邻国会大厦、大英博物馆、特拉
法加广场等地标建筑。

二、 访学项目介绍
【项目概览】
LSE 的暑期学校创办至今已有 30 年历史，是在欧洲历史最悠久且在同类学校中规模最
大的暑期学校，
目前开设 80 多门治学严谨的课程。满足托福或雅思、以及在校成绩的学生，
可参加 2019 年 LSE 的暑期专业学习项目。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学生可以选择只修读一期
课程，也可以选择连续修读两期、或三期课程。

参加 2019 年暑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学项目的学生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在读学生混
合编班，学生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行统一的学术管理与学术考核，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正式成绩单。

【课程日期】
第一期：2019 年 6 月 17 日 – 7 月 5 日（3 周）
第二期：2019 年 7 月 8 日 – 7 月 26 日（3 周）
第三期：2019 年 7 月 29 日 – 8 月 16 日（3 周）
【课程内容】
LSE 暑期专业学习课程每期为三周，包括至少 54 学时，其中授课 18 学时，讲座 36 学
时，同时学生每天还有 2 至 3 学时的自学时间。每期课程学生选择一门专业课，主要领域包
括会计、商务与管理、文化与环境、经济学、金融、国际关系、政府与社会、法律、研究方
法、数据科学以及英语等。每个领域的课程均由浅至深分为 100、200 和 300 三种级别，选
择 200 和 300 级别的课程通常要求学生在国内大学已经修读过相关专业课程，对课程详情和
先修课程的要求，可参考 学校官网 。
希望提高在商务领域英语应用的学生，也可选择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该课程同属专业课
程，只在第三期开设。
没有托福或雅思成绩的学生，可在申请时提交符合要求的大学英语四级成绩。 学生必
须先参加一周的强化英语课程再参加专业课的学习，这样学习时间总共为四周。强化英语课
程的开课时间为：2019 年 6 月 10 日、7 月 1 日、7 月 22 日。
【项目证书】
参加项目的学生与其他国际学生混合编班，由 LSE 进行统一的学术管理与学术考核。课
程的考核方式为两次笔试、或一次期末考试加考核作业。完成学习并通过考核后，学生将获
得 LSE 颁发的正式成绩单与项目证书。通常，LSE 的课程对应美国教育体系中的 3 个学分。
经本校教务处获院系评估认可的学分可转为本校学分。

图：LSE 暑期课程成绩单与证书

项目学生均可获得 LSE 正式注册的学生证，
凭借学生证可在项目期内，按校方规定使用学
校的校园设施与教育资源，包括图书馆、健身
房、活动中心等。
参加 LSE 暑期课程的学生可入住校内宿舍（大
部分位于伦敦市中心）
。

【项目费用】
项目总费用

参加一期暑期课程（3 周学分课程）的项目费用约为 3,390 英镑（约
合人民币 3.1 万元）
。如需提前修读 1 周语言课程，则 4 周课程的项目
费用约为 4,080 英镑（约合人民币 3.67 万元）
。

费用包括：

学费、申请费、海外保险费、及项目设计与管理费

费用不包括：

机票、英国签证费、住宿/餐费、寄送材料费与个人消费

*住宿：项目学生入住伦敦政经学院的学生公寓。LSE 在伦敦市中心拥有 9 个不同的学生公
寓，步行至 LSE 校园的时间均在半小时内。住宿费用因地理位置和房型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每期（3 周）的平均房租为 1,300 英镑（约 65 英镑/天，含早餐）
，实际费用以学生的个人选
择与校方账单为准。项目学生在 LSE 网站上预订的住宿经学校确认后，需在规定时间内尽快
将住宿费直接支付给 LSE，以便学校发放“签证信”
，用于申请赴英学习的签证。

三、项目申请
1、 仅限本校全日制在校生，本科和研究生均可申请；成绩优异、道德品质好，在校期间未
受过纪律处分，身心健康，能顺利完成在英学习任务；
2、 英语要求：不同专业的英语要求有所差异。
-

金融、经济和会计：托福 93（单项不低于 23）
，或雅思 6.5（单项不低于 6.5）

-

管理、法律、国际关系、政府和社会：托福成绩不低于 107，单项不低于 25；雅
思 7.0，单项不低于 7.0
-

商务英语：托福 79，或雅思 6.0 或四级达到 470 分；

-

如果没有托福或雅思成绩且希望修读专业课，可提交大学英语成绩（CET）
：四级
470 分，需先读一周英语强化课程，即可继续修读专业课。

3、 商务英语课程要求 GPA 3.0（相当于 80 分）
；其他学分课程要求 GPA 3.3（相当于 85 分）
4、 家庭具有一定经济基础，能够提供访学所需学费及生活费；
5、 通过全美国际教育协会的项目面试、；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术审核、以及我校院系及
国际交流处的派出资格审核。

往期学生分享：
2018 年暑期 黄同学 南京
随着飞机降落在白云机场，为期三周的 LSE 访学项目落下帷幕。在飞机的无聊时间中，
我阅读了从学校 waterstone 买的《Harry Potter And The Cursed Child》，仿佛自己又再次置
身于伦敦西区的 palace 剧院，看着阿不思和斯皮尔用时间表穿梭在不同时间冒险的情形，
如此魔幻、惊喜。合上书，又恍然觉得自己这一段旅程就是一段期待很久的哈利波特的生活！

一、前期准备：像是在等待霍格沃兹（魔法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那样期待。
1 月份，我开始在学校的教务网上浏览各个项目的信息，从美国到英国再到加拿大，从
夏令营到访学，最后锁定了在社会科学和管理学世界第二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cience 以下简称 LSE），这所略具传奇色彩的学校校友及教
员之中包括 13 名诺贝尔奖得奖者、33 名政府或国家元首、30 名英国下议院议员及 29 名上

议院议员。还因为我本人学的 ACCA 是英国协会颁发的证书，而 LSE 所以我更想体验下英国
的大学。并且该项目的优势是国际学生混合编班并且可以提供成绩单参与学分转换，这不但
给我机会体验全真的国外大学上课氛围，还可以在下学期转换学分。
接下来是向学校提交材料和办理签证，从 3 月忙到了 5 月。这个过程在全美的帮助下特
别放心，有任何问题项目老师都会及时提供帮助。特别感谢帮我审核签证材料的老师，老师
非常有耐心的帮助我改正我翻译的错误。 办理材料、收集材料、核对材料单、与老师沟通，
大量的工作让我慢慢学会如何去安排时间，大概体验了申请出国的过程，仔细的了解各个程
序以及所有个人家庭信息的英文写法。
（图一出发啦）

二、三周课程体验：超值体验！英式课堂的开放与包容。
先介绍一下商务英语的课程安排，分为上午小班的 language 和下午大班的 topic，
language 主要教的是商务演讲和商务写作，下午的 topic 知识面非常广，涉及了 business 的
方方面面，讲了市场营销学、项目管理、媒体与教育应用、管理会计、创业、平衡生活与工
作各个方面的知识。总之，这不单单是一门语言课程，也是带领我们了解了商科各个方面的
知识，用 Mike 的话说‘Many people think it is an easy course but it is not easy’
Language 由 Mike 和 Alison 两个来自 LSE 语言中心（language
center）的老师负责，Mike 老师主讲商务写作，从商务单词、商
务信件、商务案例等方面来提高我们的商务写作能力，Alison 老
师主讲商务演讲，注重实践，从小到十几秒的讨论到小组展示再
到最后的 presentation，从语调、停顿、身体语言、吸引人注意
的句型等细节来优化我们的演讲展示。有趣的是，下午的 topic
不单单有夏校的教授来讲，还有一些知名公司的主管来和我们分
享实际案例。

具体来说，我们都很喜欢给我们上市场营销学的 Michal 教授，他讲课充满激情并且用
了许多简单易懂的例子来给我们讲解知识点，说明了他不但热爱这门课程也知道怎样让学生
更快的理解到他说的话，顺便一提，他很了解中国，在讲解市场的时候，他为了强调

relationship 在市场中的重要性时，提到“关系”来深度阐述。部分话题如项目管理是由在
职的管理者来授课，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上课会用一些在工作中的例子来更加生动地讲解
知识点，我们记住了故事，知识也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如讲创业的 Jon，给我们讲解了他创
办 laZook – 帮助品牌商品网络营销，最后失败了的故事，让我们深刻地记住了创业一定要
能解决目标客户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合理的解决方案或者不是着急的问题，产品很难
成为 0.01%的独角兽公司，获得长远的发展。

（图二与 Michal 和 Mike 合影）
说说国际化的课堂以及多元思想的碰撞。据说夏校有来自超过 50 个不同国家的同学。
我看到 LSE 课堂的与国内一些不同点是：老师课程设计中都安排有课后自学部分，课堂上讲
了主要知识，课后的拓展知识由学生自主完成，增加了学生的自主安排时间；课上多处设置
问题与学生互动，国外同学更加习惯于及时提出问题，在课堂上直接打断老师，提出自己的
见解，老师也很鼓励学生的提问，听完学生提问都会说‘This is a good question’之类的，班
里的国外同学对此司空见惯，都认真地倾听。对啊，这和中国课堂不太一样，提问地时候可
能会引起同学哄笑；课堂大多有小组讨论地问题设置，很庆幸地是我的小组除了我都是外国
人，我能听到许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见解，以及不同的处事方式。当然，不管是课上还是课
后，大家都很好地相处，在尬聊时，大家都很乐意分享自己国家的一些趣事，当我表达意思
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很耐心地听和猜我的意思，我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大胆地去和别人交流。
总而言之， LSE 开放包容的课堂氛围让我自身发生了改变，更加大胆地提出我的想法，更
加自信地与人沟通，我也意识到了课堂的更多可能性，充满了活力的课堂真是有种让人积极
主动参与其中的魔力。

三、LSE 校园建设与服务：把学生放在
第一位
LSE 位于伦敦中部的 Holborn，界于
West End 和 City 之间，靠近泰晤士河，
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总部、Senate
House 图书馆和小型专业图书馆都离
该校不远。距离该校园不到一英里就是
主要的政府、法律、金融和传媒中心所
在地，这些机构才是该学院“真正”的
研究对象。

学院的主要图书馆——英国政治经济
图书馆，建立于 1896 年，是全球最大的社会科学类图书馆。始建于 1896 年，位于昂内尔·罗
宾斯楼（LionelRobbinsBuilding）。作为英国国家级的社科图书馆，其藏书有重要的国内和国
际价值。
（图三：学校位置及图书馆）
LSE life、就业指导中心、Confident center 这类机构会在课外帮助学生提高自信、做计划、
提供 CV 修改和就业指导工作。在 LSE，各方面都能得到全方位的保障

四、课后生活：如果谁厌倦了伦敦，谁就厌倦了生活！
LSE 本身就处在景点云集的伦敦一区，且靠近泰晤士河。吃喝玩乐真的很多。唐人街就
在附近，如果想念中国美食，可以去解解馋。午饭的话选择蛮多的，简单点吃个三明治，附
近的 EAT 或 wagamama 甚至在便利店就可以解决啦。如果想下馆子的话，Flat iron 的菜刀牛
排、Burger and Lobster 的龙虾汉堡都是很好的体验，有时也可以自己 DIY 啦。喜欢逛集市的
同学课后可以到科文特花园淘淘，在上午一天课后，走到特拉法加广场的国家美术馆，或者
河对面的泰勒美术馆，看看美术作品，也是一种享受。如果购物的话，牛津街都在附近，方
便！

如果是周末的话，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巨石阵、温莎城堡、格林威治天文台都位于伦敦
附近，一个小时的火车差不多就到啦。
课后除了去参观旅游景点，学校也举办有 social programs，各式各样的活动包括像是欢
迎和离别 party 类的社交活动；或是集体出游或者跑步俱乐部之类的娱乐活动，当然还有太
极、CV、编程、讲座等学习活动。我参加了考完试那天晚上的送别派对，如果你是个喜欢
甜点的人，派对上无限量供应食物的巧克力糖果屋、冰淇淋小车、素食咖喱房、英式点心能
满足味蕾的体验；如果你想感受蹦迪的疯狂，DJ 打碟的舞池中的很棒；最后的告别 party 让
我们体会到了 study hard,play hard 的文化，好好地学了三周，度过了考试，要好好犒劳下自
己。

五、总结：
1922 年，萧伯纳在老楼六层的小图书馆烤着炭火盆，给左翼报刊写政论之余，也给街对面

的皇家歌剧院写音乐评论。
1935 年，哈耶克在教工办公室给《泰晤士报》写信，反驳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学说。年轻的

肯尼迪成为政治学系的一名新生。

能参加这次的项目真是我莫大的幸运，能够在历史悠久的 PAR 上课，能够享受到培育
出诺贝尔奖和首相的老师教学，能和在历史上留下厚重一笔的人一起在图书馆学习，能和来
自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人一起学习，还有课后的暴走伦敦…这一段像是处在 heaven 的时光，
太快了，太快了。 说到收获，潜移默化的：学习态度的改变、更加懂得沟通、在课堂上更
加自信的发言、懂得安排自己的行程，知识上：浸泡式的英语体验让我把练过的英语知识盘
活了，如何用英语解释英语，如何把自己不会的词语替换，太多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