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拓联国际教育 中央兰开夏大学 

院校介绍 

中央兰开夏大学成立于 1828年，英文全名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UCLan)，

是一所英国百年公立大学。中央兰开夏大学坐落在不列颠西海岸红玫瑰之都兰开夏郡，大学

校名由所在郡之名 Lancashire音译而来。UCLan由知识传播学院发展而来，它的口号是“从

地面到太阳”（From the Earth to the Sun)，寓意是“帮助来自社会各阶级的人，发挥他

们最大的潜力”。大学的宗旨是确保最好的设施，教学和服务，以帮助学生取得成功。 

兰开夏郡是英国滨海之郡，与爱尔兰隔海相望，常年盛产红玫瑰。中央兰开夏大学校标

也因此被注入浪漫气息，由两朵主色为艳红和深黑的玫瑰花组成。其校内大楼和建筑为多为

欧式复古风，也融合了现代建筑的特点，红玫瑰校标在校园内随处可见。 

UCLan的国际商务以及媒体类专业历史悠久。由于其学生在国际商务、媒体、酒店管理

等专业的优秀以及学校自身的财力和业内口碑，中央兰开夏大学与美国迪斯尼集团，英国广

播电视台(BBC)，万豪集团等跨国集团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以供在校生获得实习机会。 

中兰开夏大学在英国列第四大国立大学，被英国皇家质量检测局认定为最好的综合性大

学之一。目前在校生近 3.6万，其中有来自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泰

国、新加坡和非洲等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多位国际学生。在中央兰开夏大学生活可

以感受大都市的气氛，但生活费消费水平却不高。中兰开夏大学可以授予的学位有：语言文

凭、大学预科、本科、硕士、博士。其就业率高达 95%，媒体和传播类专业就业前景为全英

第二名。 

学校特点 

▪ 在校生超过 35000 名，是英国规模第六的公立大学 

▪ 在 2012年 University Guide里，UCLan又一次被确认为英格兰西北部最现代化的大学。

学校在提升教学和学生课外生活硬件设施上的投资已经超过了牛津大学 

▪ 13 个专业获得最优评级 

▪ 获得“泰唔士报 2005杰出学生支持”奖 

▪ 全英最便宜的住宿费和生活费 

▪ 为学生，尤其是国际学生提供一流的学习和职业发展支持服务 

▪ 对众多领域的就业机会予以公告, 提供职业发展 建议和指导, 对众多职业常年提供服

务, 帮助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毕业前工作技能提高, 许多课程提供实习机会 

学校荣誉 

▪ 进入 2010，2011QS世界大学排名 600强，是唯一一所新进排行的英国现代化大学 

▪ UCLan和 NASA一起探索太阳，是唯一的英国大学参与了这个国际项目的信息分享 

▪ 《卫报》教育指南中学生就业前景名列前茅的大学 

▪ UCLan在泰晤士高等教育调研中，学生就读经历排名前列。 



▪ 酒店，休闲，娱乐，旅游大类，在过去的 10年中，泰晤士排名高居前 5位 

▪ 法律研究和实务课程质量评级为四星 ， 是英国评级最高的大学之一 

▪ “教学质量评估指南”中“语言和国际研究”系排名第 7 

▪ 新闻专业在英国名列前茅，英国质量保证局(QAA)为本专业的评分为 22/24 （24 分为

满分） 

▪ 艺术和时尚系在英国排名前茅，参展伦敦毕业生时尚周并多次获奖 

▪ 英国最大的设计社区之一，在质量保证局的政府评审中获得“优秀”评级 

▪ 通过实习和与学生发展相关的课程，最大限度满足学生的职业需求 

▪ 英国法庭辩论教育领域发展最快速的服务提供者 

▪ 与 6大洲的 50多所大学和国际天文台在天文学研究项目上有合作 

▪ 唯一有赛车运动学生参加正式冠军比赛的大学 

▪ 2015年卫报会计金融大类排名 37位，学生满意度极高 

▪ 高质量的图书馆服务设施和图书馆开放时间被评为英国第 5位 

▪ 2015年卫报商务管理营销大类排名 50位，学生满意度极高 

费用&入学要求 

 

预科 

入学学费 入学条件 语言及相关考试 

入学学费：8450 英镑 

(人民币约：83960.89 元) 

生活费：6000-10000 英镑 

(人民币约：59617.2 - 99362 元) 

入学年龄:无明确要求 

教育程度:高中毕业 

雅思：4.5 

托福机考(CBT)：150 

托福网考(IBT)：50 

传统托福(PBT)：450 

其他条件 

学术要求： 

高中毕业，且平均成绩达到总分数的 85% 

注：雅思成绩自参加考试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以上要求为一年制预科课程要求（在合作院校上课）。 

本科 



入学学费 入学条件 语言及相关考试 

入学学费：10450 英镑 

(人民币约：103833.29 元) 

生活费：6000-10000 英镑 

(人民币约：59617.2 - 99362 元) 

入学年龄:无明确要求 

教育程度:高中毕业 

雅思：6.0 

传统托福(PBT)：550 

其他条件 

学术要求： 

高中毕业，且平均成绩达到总分的 85%，或 

高考成绩在 500 分以上（750分满分），或 

完成大学一年级课程 

语言中心申请日期 

语言中心申请时间：6 月 30 日 

硕士 

入学学费 入学条件 语言及相关考试 

入学学费：10450 英镑 

(人民币约：103833.29 元) 

生活费：6000-10000 英镑 

(人民币约：59617.2 - 99362 元) 

入学年龄:无明确要求 

教育程度:本科毕业 

雅思：6.5 

传统托福(PBT)：600 

托福机考(CBT)：250 

托福网考(IBT)：92 

其他条件 

学术要求： 

大学毕业，且平均成绩达到总分的 65%（重点大学），或 

平均成绩达到总分的 75%（其他大学） 

语言要求： 

雅思：各部分最低分 6.0 



传统托福（PBT）：英文写作分数 5 

托福机考（CBT）：英文写作分数 5 

托福网考（IBT）：写作分数 23 

语言中心 

入学学费 入学条件 语言及相关考试 

入学学费：200 英镑 

(人民币约：1987.2399999999998 元) 

生活费：6000-10000 英镑 

(人民币约：59617.2 - 99362 元) 

入学年龄:无明确要求 

教育程度:无明确要求 
雅思：4.5 

其他条件 

课程历时 5 星期，开课时间因雅思分数而已。 

语言中心申请日期 

语言中心申请时间：4 月 29 日 

院校设施 

学习生活环境 

大学主校区位于兰开夏郡普雷斯顿市中心。普雷斯顿（Preston）是北英格兰最受人钟

爱的城市之一，其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 1179 年。如今，该市是重要而繁华的商业、购物和

娱乐中心，当然也是学习中心。在 Preston，随意浏览一下繁荣的中心，便可找到时装设计

商店，大型的行会会馆和剧院有代表性的摇滚乐队、管弦音乐会和一流的喜剧演出。您还可

以参加丰富多彩、每年一度的节日活动。普莱斯顿市人口约有 15 万，交通便利，距伦敦乘

火车 2小时，距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乘火车 40分钟。 

大学优质宿舍的数量，十分充裕。绝大部分宿舍都在校园内，靠近市中心，离公共交通、

商店和精彩的夜生活场所都很近。学生宿舍临近教学楼，大部分都在与校园三公里的范围内。

所有的住宿均为自己举炊，但学生可在校内多个大型餐厅、几个咖啡店、学生会和靠近校园

的许多外卖店、酒吧、咖啡店和餐馆买到主食和小吃。 

教学大楼是传统与现代化风格的建筑混合在一起。图书馆学习与资源服务部是现代化的

四层大楼，这里和校园内的几幢楼内都设有电脑终端，学生可免费上网，有自己的电邮地址

和大学计算机网络上的个人空间。校园无线网络覆盖。学期中，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 24

个小时开放。 



大学的生活远远不止是听课和学习！在本校或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生活探索，学生能充

分地利用提供的各项活动。学生会大楼内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如现场乐队与舞台表演、

舞蹈之夜、智力竞赛和现场足球转播。艺术中心定期主办音乐与戏剧演出和展览。另一个是

组织活动与旅游观光的留学生协会。普雷斯顿市的娱乐活动有进行或观看体育比赛，还有剧

院、电影院、博物馆、在外就餐，以及在优良的购物中心内买东西。 

学校设施 

大学的目的是使知识和实践经验完美交融，使其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中拥有可以出人头地

的信心和技能。大学不仅把就业技能嵌入到每一个学位课程中，同时还设有专门的机构对学

生未来的职业生涯提供咨询和帮助，提供工作机会，以帮助中央兰开夏大学的毕业生的简历

在所有人中脱颖而出。大学同时还拥有一个专门为学生提供服务的部门。这些一流的设施和

服务，使中央兰开夏大学在 2010年被授予“泰晤士报最佳学生体验奖”。 

学生上课的教室内有座位、白色的写字板、高射投影器和幻灯放映设备。阶梯教室还有

电视、录像和电脑推介设施，这些电视录像阶梯教室有可能进行全国和国际性的电视会议。

拥有欧洲最大的 3D教室。 

图书馆学习与资源服务部是一幢现代化的四层大楼。图书馆的总面积为 8,750 平方米。

联网的服务使学生可使用全球上百万册的图书与杂志，图书馆还订阅其他国家的国际性报纸。

图书馆内有大学最大的计算机使用场所，有大约 240 台 联网终端。校园内的其他几幢大楼

内也有计算机终端室，上千台电脑供学生使用。学生还能在图书馆内免费借用手提电脑。学

生可免费上网，有自己的电邮地址和大学计算机网络上的个人空间。学期中，图书馆每周七

天、每天 24小时开放。图书馆外每天晚上 9点起至第二天早上 4-5 点，每小时一班车送学

生回家，保证送到每个学生家门口。 

学生不一定非要加入体育俱乐部才能使用大学的体育设施。室内运动中心有运动大厅、

健身房和舞蹈排练室。大学的室外运动场在离校园一公里半远的地方，这项造价一千二百万

英镑的设施，提供进行田径、网球、足球、无挡板篮球、橄榄球、板球和骑自行车的场地，

最近还增添了一个健身房。健身场馆曾用于伦敦 2012 奥林匹克运动员的训练场所。现对所

有学生免费开放使用。 

校园内有几个大型餐厅和几间咖啡店，提供多种冷热食物，如三明治、各类小吃和主食

等。许多食物满足国际口味，并总有素食。学生会在其经办的三间咖啡与酒吧店内提供饮食

与娱乐活动。校园附近还有出售食品的一系列商店，如外卖店、酒馆、酒吧、咖啡店和餐馆

等。 

医疗保健 

如果学生攻读为期六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全日制课程，则他们就有资格享受免费的国家医

疗保健服务（NHS）。学生一到校就应与医生登记，绝大多数的留学生都利用本校新建的医疗

中心。中心位于校园内，五名医生负责周一到周五的日间门诊，另有两名护士提供帮助与建

议。 

交通 

可从伦敦乘火车去到中央兰开夏大学（旅途为两小时 10分钟）；也可从爱丁堡（三小时

15 分钟）和曼彻斯特（45 分钟）抵达。若开车从伦敦去，需要四个小时；从曼彻斯特和利

物浦去学校，只需 45 分钟；从伯明翰去则要两个多小时。曼彻斯特国际机场有直达普雷斯



顿市的铁路交通；伦敦希思罗机场有直达曼彻斯特的铁路与空中交通。 

大学离海滨，只有 30 分钟的路程；离风景秀丽的湖区和约克郡山谷区国家公园有一小

时的路程；大学校园一英里范围内就有三个大型的公园。学校也靠近其他旅游景点，如布莱

克浦市（有著名的高塔、海边街道上五颜六色的彩灯和世界上最大的过山车 The Pepsi-Max 

Big One）；利物浦市（甲壳虫乐队的故乡）和曼彻斯特市（英格兰西北地区的首府，拥有艺

术展览馆、博物馆、主要的娱乐场所与购物中心，还是 2002年英联邦运动会的主办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