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shu Chinese 

   3rd	Floor,	29	Gordon	Square,	London		WC1H	0PP	
				E:	Info@sishu-chinese.com				T:	+44	7463	140194	
				www.sishu-chinese.com	

思塾UCL游学营（英语大学先修营） 

时长：三周   年龄：8-15 岁/16-18 岁/18-22 岁（按年龄程度不同分班） 

课程特色： 

Writing课程：将涉及不同风格的西方学术类文献引用方法应用	(APA	MLA	Harvard	Referencing等)，如何正确

收集有用信息和资料，做研究，分析方法等为大学的学术论文写作做好充分准备。	

Speaking课程：辩论、即兴演讲、准备演讲、道具演讲等多样化形式呈现，为学生在大学本科学习的各类演

讲积累经验。	

Group	Project：学生将被分成小组，学生将根据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研究方向分组，运用课程学习的综合技能

完成小组项目，最后需要提交 3000-5000字左右报告，做口头演讲。优秀报告将有机会登上思塾合作媒体华

闻周刊专栏版面。	

UCL招生讲座：可以额外邀请优秀学长姐进行经验分享、交流。	

行程： 

第一周 

 上午(9:00-12:20) 下午(2:00-6:00) 晚上 

第一天 

 

抵达伦敦后前往住处、休息调整时差 宾馆住宿 

第二天 

 

伦敦大学学院英语先修课程 

9：00-9：50 Listening  

10:00-10:50 Academic Writing 

11:00-12:00 Speaking(Debate)  

Borough Market、国王十字车站九

又四分之三月台、海德公园（括社

交名流喜欢骑马的 Rotton Row,著

名的演讲角） 

学生宿舍住宿 

第三天 

 

伦敦大学学院英语先修课程 

9：00-9：50 Reading  

10:00-10:50 Academic Writing 

11:00-12:00 Speaking (Prompt 

Speech) 

格林威治天文台、旧皇家海军学

院、格林威治皇家公园参观,跨越

时间基准“本初子午线”，格林威

治小镇市集度过休闲时光 

学生宿舍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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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大学分专业主题课程：	
建筑 UCL			法律 QM		
商业 BBK			艺术 UAL	
（招生讲座、各主题专业分支、课程

介绍、奖学金申请介绍、模拟面试、

提问） 

Marble Arch、牛津街、邦德街、

牛津环形广场、摄政街、皮卡迪利

广场、科芬园 

 

 

歌剧欣赏：歌剧

魅影

（7:30p.m.） 

学生宿舍住宿 

第五天 

 

伦敦大学学院英语先修课程 

9：00-9：50 Listening   

10:00-10:50 Academic Writing 

11:00-12:00 Speaking 

(Presentation) 

伦敦眼（登上世界第四大摩天轮,

伦敦地标之一—著名的伦敦眼、含

门票）、大本钟&国会大厦(London 

Pass)、威斯敏斯特大教堂(London 

Pass)、唐宁街 10 号、特拉法加广

场、国家美术馆 

中国城、学生宿

舍住宿 

第六天 

 

伦敦大学学院英语先修课程 

9：00-9：50 Listening   

10:00-10:50 Academic Writing 

11:00-12:00 Speaking 

(Proposition speech) 

白金汉宫（London Pass）、圣保

罗大教堂（London Pass）、千禧

桥、伦敦塔（London Pass）、伦

敦塔桥（London Pass） 

泰晤士河游船

（London Pass）

夜景观光、学生

宿舍住宿 

第七天 

 

温莎城堡—参观世界上王室居住规模最大的城堡（London Pass），温莎

小镇观光闲逛，享受下午茶时光 

学生宿舍住宿 

第八天 

 

巴斯&巨石阵一日游：巴斯以其乔治王朝的建筑和古罗马温泉而著名。古

浴场(Roman Bath)、普尔特尼三拱桥(Pulteney Bridge)等。史前巨石阵

被视为英国古老文明象征。 

学生宿舍住宿 

 

第二周 

 上午(9:00-12:20) 下午(2:00-6:00) 晚上 

第九天 

 

伦敦大学学院英语先修课程 

9：00-9：50 Listening  

10:00-10:50 Academic Writing 

11:00-12:00 Speaking(Debate) 

自然历史博物馆、科技博物馆 

V&A 博物馆 

Kensington 区夜

景观光、学生宿

舍住宿 

第十天 

 

伦敦大学学院英语先修课程 

9：00-9：50 Reading  

10:00-10:50 Academic Writing 

11:00-12:00 Speaking(Prompt 

Speech) 

大英博物馆 

（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

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世界

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

一。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

多文物和珍品，及很多伟大科学

家的手稿，藏品之丰富、种类之

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

见。） 

学生宿舍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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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天 

 

大学分专业主题课程：	
建筑 UCL			法律 QM		
商业 BBK			艺术 UAL	
（招生讲座、各主题专业分支、课程

介绍、奖学金申请介绍、模拟面试、

提问） 

Bently Factory 工厂参观 学生宿舍住宿 

第十二天 

 

伦敦大学学院英语先修课程 

9：00-9：50 Listening   

10:00-10:50 Academic Writing 

11:00-12:00 Speaking 

(Presentation) 

BBC 总部参观 

 

 

皮卡迪利环形广

场、牛津环形广

场夜景观光、学

生宿舍住宿 

第十三天 

 

伦敦大学学院英语先修课程 

9：00-9：50 Listening   

10:00-10:50 Academic Writing 

11:00-12:00 Speaking 

(Proposition speech)自由活动 

Barbican 艺术中心 

Brick Lane 复古街 

 

学生宿舍住宿 

第十四天 

 

伦敦à华威城堡à 曼彻斯特 

 

早晨乘车前往华威城堡，英国最精致的中世纪石头城堡－，参观主楼宴

会厅、大厅堂、雪松画室、安妮女王住过的寝宫、蓝色闺房、红绿画

室、礼拜堂及六座圆塔等； 

之后前往曼彻斯特：包括曼城足球赛与 BBC 城参观。 

包括牛津大学、哈利波特拍摄场景（基督教会学院、学院食堂等）、牛

津市中心等  

 

学生宿舍住宿 

第十五天 

 

曼彻斯特à湖区à格拉斯哥 学生宿舍住宿 

 

第三周 

 上午(9:00-12:20) 下午(2:00-6:00) 晚上 

第十六天 

 

格拉斯哥à苏格兰高地à夜宿威廉堡 

 

进入神秘荒凉的苏格兰高地，可以欣赏到全英国的制高点-本内维斯山上

常年覆盖的积雪。之后来到神秘的尼斯湖(Loch Ness)，一直广为流传的

关于湖怪的神秘传说总是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湖面波光潋

滟，隐隐约约飘来远处的风笛声，晃如置身于仙境之中。 

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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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天 

 

威廉堡à皮特赫里小镇à爱丁堡 

乘车前往游览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游览爱丁堡城堡（含门票）是欧洲

最富盛名的古堡之一，也是整个城市的象征。延城堡顺山而下，来到爱

丁堡文化和历史的灵魂—皇家英里，再经过著名主要街道王子街，到达

王子街的尽头卡尔顿山，俯览整个爱丁堡。 

宾馆 

第十八天 

 

爱丁堡à约克à夜宿利兹 

前往著名古城约克，拥有 1900 多年历史，融合英国不同时代文化，是英

国历史的缩影和见证。参观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的哥特式教堂—约

克大教堂，游览古罗马式城墙。 

宾馆 

第十九天 

 

利兹à 剑桥 

剑桥一日游：座落在剑河畔的美丽学府剑桥大学城包括国王学院、王后

学院等、叹息桥等，体验剑桥河上划船和书香气息。 

宾馆 

第二十天 

 

剑桥à牛津à夜宿伦敦 

牛津一日游：包括牛津大学、哈利波特拍摄场景（基督教会学院、学院

食堂等）、牛津市中心等。 

 

宾馆 

第二十一天 

 

收拾行李，休整前往机场返回温暖的家。 	

 

**行程以当天安排为主，最终解释权归供应方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