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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好，我是伦敦国王学院中国学联（KCLCSSA）的学联君，

欢迎你来到King�s College London，开启⼀段新的旅程！ 

想象⼀下，在不久的将来，你将孤独漫步，⼀个⼈乘上去往异国

的⻜机，从此便将努⼒地，去过⼀个⼈的⽣活。要学会做饭，学

会打理⾃⼰的时间；学会在学习之余，⽤更多的感官感受着这座

古⽼的城市。在泰晤⼠河的岸边，听着古⽼伦敦塔传来的钟声，

⼀个⼈去欣赏着另⼀种⻛味的⽇出⽇落，潮涨潮汐，听起来也莫

过于是⼀场景⾊优美而⼜充满挑战的旅途。 

短暂的学习⽣活，只占据着漫漫⼈⽣路的⼀瞬。我们抱着不同的

⽬的匆匆赶来这⾥，学着不同的专业，过着不同的⽇⼦，经历着

不同的，发⽣在⾃⼰⽣活中的事情。但我们却同样希望着，毕业

后的我们，能成功到达各⾃⼈⽣阶段的彼岸。⽆论是希望⾃⼰过

着丰富多彩的课余⽣活，还是希望⾃⼰能够在学业上完成突破，

都完完全全掌握在你的⼿上。 

这份新⽣⼿册，就是国王学联在你的旅途中，提供的⼀份安全保

障，⼀份⾏动指南；这是⼀本⽆数“过来⼈”在伦敦地图上总结

标识的备注；给你在伦敦这⼀座⼤宝藏⾥，绘制出⼀副尽量清晰

的路线图，在荒野的迷途⾥，做你头顶夜空中那座不离不弃的北

⽃七星。 

望各位以梦为⻢，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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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学校简介
KCL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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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简称King's或KCL），伦敦大

学的创校学院之一，世界顶尖综合研究型大学，英国金三角名校和罗素集

团的重要成员。

国王学院由英国国王乔治四世和⾸相威灵顿公爵建于1828至1829年期间，

于1829年被授予皇家特许状。作为历史最悠久的英国大学之一，其创立时

间仅次于⽜津、剑桥和伦敦⼤学学院，是英格兰第四古⽼的⾼等教育机

构，享有世界性的学术声誉。学院的校友及教员中共诞⽣了12位诺贝尔奖

得主（仅在20世纪便诞生了8位诺贝尔奖得主）、1位图灵奖得主 、2位拉

斯克奖得主；此外还拥有19位政府或国家⾸脑、37位英国现任国会议员。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在多个国际排行榜上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最高世界排名

第10位。2021QS综合排名世界第31位，英国第7位，欧洲第9位。

学校历史及概况



学
校
简
介
·
校
园
及
地
理
位
置

校园设施：食堂餐厅，咖啡馆，酒吧，公用电脑室，露天桌椅，礼拜堂

附近地铁站：Temple Station，Covent Garden Station，Holborn

Station

Strand校区是国王学院最早的校园，主要由Somerset House东翼，Strand

Building，King's Building 和Bush House组成。其地理位置极其优越，

位于泰晤士河北岸的威斯敏斯特区。该校区以人文学科、法律、社会科学与

公共政策为主；物理、工程与数学专业亦座落在主大楼Strand Building。

河岸校区的King's Building由罗伯特·斯默克爵士于1831年设计，为英国

一级保护建筑。楼内的学院礼拜堂为拜占庭式哥特建筑，于1864年由英国建

筑大师贾莱斯·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重新设计。

在1975年建成的Macadam Building曾为学生会（KCLSU）大楼，大楼命名

自国王学院毕业生、英国大学学生会联盟的首任主席麦克亚当爵士。现

KCLSU主要办公地为Bush House South East Wing。

校园及地理位置

STRAND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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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设施：食堂餐厅，咖啡馆，健身中⼼，图书馆，电脑室等

附近地铁站：Waterloo Station

Waterloo校区位于泰晤士河南岸，与Strand校区隔河相对，旁边有BFI

IMAX影院和National Theatre（英国国家大剧院），离伦敦眼等著名地标

也很近，文化气息也很浓厚。

该校区的Franklin-Wilkins Building于1912至15年间建成，最初为处理皇

家版权和英国国家档案的公共部门信息办公室；后在一战时期改作乔治国王

军队医院。该楼于1980年代改由国王学院拥有，命名自发现DBA结构的国

王学院教职员罗莎琳·富兰克林和莫里斯·威尔金斯。目前此楼是全校最大

的教学建筑，商科、经济管理、卫生、生命科学、教育系与部份的护理学等

专业一般均在此上课，大楼一楼也是Franklin-Wilkins Library所在地，该

图书馆24小时开放。

校长室与大多数主要行政单位均位于该校区内的James Clerk Maxwell

Building。

WATERLOO CAMPUS

校园设施：餐厅食堂，图书馆，医院

等

附近⽕车站：Denmark Hill Station

Denmark Hill 校区位于伦敦南边的

Camberwell，是国王学院中唯一一个不

在泰晤士河两旁的校区。该校区内包含

了King's College医院、Maudsley医院

和Institute of Psychiatry，Psychology

& Neuroscience（精神病、心理与神经

科 学 研 究 所 ） 。 国 王 学 院 的 宿 舍

Champion Hill Residence也在此区。

DENMARK HILL CAMPUS



学
校
简
介
·
校
园
及
地
理
位
置

校园设施：食堂餐厅，咖啡馆，2个图书

馆，Guy's医院，电脑室，健身中⼼，

酒吧，游泳馆等

附近地铁站：London Bridge Station

Guy's校区以由托马斯·盖伊于1726年建立

的Guy's医院为主，包含口腔医学、医学、

生物医学、心理学等其他医学相关专业。

该校区位于伦敦塔旁，紧邻伦敦第一高楼

The Shard（碎片大厦）。

国王戈登病理学博物馆亦位于Guy's校区，

此博物馆为全英最大的医学博物馆。

该校区的New Hunt House Library图书

馆是全年24⼩时开放的。

GUY'S CAMPUS

ST. THOMAS' CAMPUS

校园设施：餐厅食堂，图书馆，咖啡馆，餐厅

食堂等

附近地铁站：Westminster Station，Lambeth

North Station，Waterloo Station

St. Thomas'校区位于泰晤士河南岸，与大本钟

和英国国会大厦相对。部份医学系与牙医系位于

该校区内的St. Thomas'医院。闻名遐迩的南丁

格尔纪念馆也设于此医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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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nd校区：Maughan Library

Waterloo校区：Franklin-Wilkins Library

Guy's校区：New Hunt's House、Wills Library

Denmark Hill校区：IoPPN Library、Weston Education Centre

St. Thomas'校区：St. Thomas' House

*大部分图书馆在考试期间均会24⼩时开放

*大部分图书馆里面都设有Student Service，这里的工作人员会在旅行签

证、校园ID、学生证明等其他方面给与我们建议与帮助。

图书馆与学习生活

图书馆藏书量达80万册，还收藏有约2,500种定期刊物以及各类重要的专题

著作、电子信息和音像资料等。图书馆的书目全部计算机化，学生可以十

分便利地在校园各处对书目进行检索，也能查询到重要的网上书目资源和

文献目录信息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Maughan Library是

我们学生公认的颜值最高、藏书最多

的图书馆了。19世纪哥特式建筑，古

老的钟楼，以及丰富的典藏，无疑令

它上榜每一位书虫”必去图书馆“的

心愿清单。走在Maughan Library的

长廊里推开一扇扇实木大门，就像走

进历史的故事中。图书馆内最著名的

非穹顶十二边形的Reading Room莫

属，其曾是周杰伦“夜的第七章”MV

和哈利波特的取景地。

Franklin-Wilkins Library和New Hunt's Library更加现代化，并有独立

的Study Rooms供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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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s，King's Building 2层

The Somerset Coffee Bar，King's Building 2层

King's Kitchen Bush House，Bush House South East Wing -1层

Arcade Bush House，Bush House Central 0层

Bytes Restaurant，Franklin-Wilkins Building 1层

Bytes Cafe，Franklin-Wilkins Building 0层

Henri's Deli，Henriette Raphael House 0层

The Restaurant，Henriette Raphael House 0层

Keats' Cafe，New Hunt's House 0层

Weston Education Centre Refectory，Weston Education Centre 0层

IoPPN Cafe Diner，IoPPN main building 2层

Wohl Cafe，0层

Strand校区：

Waterloo校区：

Guy's校区：

Denmark Hill校区：

The Vault，Bush House South East Wing

Philosophy Bar，Norfolk Building

Guy's Bar

Strand校区：

Guy's校区：

食堂&咖啡厅

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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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房：

Strand Gym, Lower Ground Floor, 57 Aldwych

Waterloo Gym, 127 Stamford Street

London Bridge Gym, 135 Borough High Street

BeActive：

学校开设在各宿舍的体育健身课程，涵盖各项体育运动

运动健身

健康中心：Surrey大街上的Macadam Building（学生会大楼）的三楼。

所有国王学院的学生都可在此注册并能够接受任意一位医生或护士的诊疗

中心在每个工作日11:30-14:00有无需预约的门诊，每周五9:00-11:00还

开设一个性健康诊所（学生们要预约做性健康检查的话随时都可以），另

外还有免费咨询服务。

医疗 

King's Careers & Employability

位于BH (SE) 5.15 Bush House South East Wing，Strand

网站：https://www.kcl.ac.uk/campuslife/services/careers

就业咨询



Part 2
行前准备
PREPARATION



护照（注意自己的护照有效期）

学校Offer（从King's Apply或者UCAS上下载）

CAS（从King's Apply上下载）

肺结核证明（原件复印件皆可）

国际旅行健康证，预防接种转卡记录（中国海关抽查）

身份证（需要在国内转机或者坐高铁的同学必带，国外转机或直飞的同学可以忽略）

雅思成绩单

高中或大学成绩单/学位证

银行资料（用于英国当地银行开户，具体见后银行开户）

住宿确认件（用于入住宿舍时办理相关手续）

2英寸证件照若干（用于各项注册、申根签证或其他用途）各类文件复印件若干（用于

学校注册，警局注册，银行开户等等）

信用卡（Visa/Master Card）

少量英镑现金（建议1000-2000镑，以备急需）

Where do you study?

What's your major?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ay in the UK?

Where are you living？

How will you go to your accommodation?

第一次入境时务必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需要给海关查验：

1.

2.

3.

4.

5.

其他重要文件：

1.

2.

3.

4.

5.

6.

7.

8.

Note：

入境过海关时，海关人员会询问一些问题，例如：

......

如实回答，先主动提供有效护照，再根据海关人员的要求提供其他资料。

资料文件



适量衣物和鞋子，英国气候大部分时间都偏凉，昼夜温差大；夏天通常10～25度，冬天

一般0～10度；室内均有暖气

脚小的人建议多带点袜子，37码及以下码的袜子在英国不常见

一套正装，男生西装，女生晚礼服+皮鞋/高跟鞋

短期洗漱用品，供刚抵伦敦时应急使用

英国当地购买日韩系产品（比如修眉刀、美瞳、片状面膜、日韩风格衣服等）         

价格昂贵且较难买（通常为国内零售价三倍左右，且若网购，多从亚洲地区           

邮递，到货时间较久），习惯使用该类产品的同学建议自带

自带床品的同学需要注意中国和英国的尺寸差异，具体参考请扫二维码

英国当地文具用品价格偏贵，可携带适量文具用品，如笔，笔记本等

在伦敦生活，购买衣服或者其他日用品均非常方便，而且各种价位和款式都有，所以不提

议携带过多，增加行李负担，以下建议仅作参考，根据个人情况酌情携带。

1.

2.

3.

4.

5.

6.

7.

衣物和日常用品

电器和电子产品
个人电子设备以及配套充电线（英国电子设备价格偏高），手机（建议准备一部备用

机，方便接收国内短信验证码，国内电话卡尽量不要停机，以免收不到一些重要的短信

验证码），iPad，笔记本电脑，充电宝（有明码标识的，机场安检需检查）等

英国电话卡，可以提前在淘宝买好一张电话卡以便落地能及时联系接机

USB/硬盘，可以存一些重要的资料，以及电影剧集等

网线和路由器酌情携带，学校宿舍网络一般不是很好，但是可以自接路由器，也可以到

达伦敦后购买

英标转换插头至少2个，欧标可以到伦敦后再购买

电器需求比较多的可以带一个插线板

手机壳和钢化膜，英国的手机壳样式少且价格贵，建议多带一些备用

1.

2.

3.

4.

5.

6.

7.

Note：临走前再检查一遍所有电子设备的充电线有没有装箱！



多功能电饭煲等小型厨房电器

可以适量带些零食、小吃，但注意不要携带违禁品，具体说明请扫二维码

一般厨房用具在当地超市，购物商场和亚马逊都能买到。中式厨房用具可以酌情携带，也

可在中国城购买。

1.

2.

食品和厨房用品

其他

常备非处方药品，例如感冒药、消炎药、止疼药等，以备不时之需（建议装箱时药品说

明书留住，以防万一海关需要开箱检查）

个人日常需服用的药品，如过敏药，鼻炎药等，注意不要带含麻黄碱类药物和含土的宁

类药物，部分中药材、熬好的液体中成药可能会被扣留，建议不要携带入境

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礼物，可以送给外国朋友（若准备送老师，请注意价值不要过高！）

宿舍清洁用品都是公用的，对卫生要求比较高的同学可以自带卫生清洁用品，也可以安

置下来后购买

英国防疫物资较为昂贵且难以购买，尤其是口罩，现在仍处于疫情期间，建议自带适当

防疫物资，例如医用外科口罩、N95口罩和护目镜等。

1.

2.

3.

4.

5.



Part 3
开学前重要
手续
PROCEDURE
BEFORE SCHOOL BEGINS



Department Induction Week活动时间安排

校园参观

Welcome Checklist

伦敦国王学院Student Union信息

宿舍信息

如何注册你的KCL邮箱邮箱

各个Department活动信息

学校Career服务相关信息

伦敦生活指南

强烈建议大家在出发前，下载KCL Welcome APP！这款KCL官方的App，是帮助大家顺

利办妥各项入学手续的利器！

在App中，大家可以自行用邮箱或者Facebook注册账号，然后下载App中的官方指南。

在官方指南中，你可以查询到超多干货：

下载KCL Welcome APP

请大家时刻关注学校邮件，所有的手续步骤，邮件都会逐一推送。 

大家可以先登录 https://www.kcl.ac.uk/new-students ，这是学校官方的Before you

arrive页面，可以帮助你具体了解入学前你需要完成的各项任务。



P.S: 大部分活动的具体地址会在页面上明确标明，如果当天找不到，新生周有很多工作人

员可以帮你。如没有标明，会通过邮件另行通知。

领取Student ID及警察局注册

参加Department Induction

预约Campus Tour

另外：

这些必须是通过KCL Welcome App来预约具体时间的。 

所以这个App的重要性不用多说，赶快下载吧！



4 Steps to getting started at King's（包括Collect Student ID、Attend induction等

重要信息）

Set up your IT account（包括注册KCL邮箱）  

Complete your online enrolment（开学前必完成的线上注册）

Upload a photograph on Student Records (具体要求会说明）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国际生迎新会）

Hints and tips for visa applicants（签证信息）

Collect your Police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警局注册信息）

在各位入学前，学校会发多封邮件帮助大家准备做入学前的准备，请大家多多关注以下邮

箱的邮件。

1. Registry_services@kcl.ac.uk

2. welcome@kcl.ac.uk

3. hello@kclsu.org

邮件主要内容为 ：

关注KCL Welcome邮件

领取Student ID

没有学生卡会无法进入到学校任何设施，所以大家千

万记得领取并每日佩戴。开学时通常各部门会发放系

带可时刻悬挂脖子上，若没有领到可向自己的学院索

要。建议每位同学提前在Student Record上（完成

Online Enrolment后会生成账户）上传自己满意的照

片，到学校便可直接领取卡片， 否则需要当场拍照并

等待⼀周后才能领取。



领取BRP

如果在办理签证时，勾选了将BRP寄到学校，

那么你将在报道当天同时领取你的BRP和学生

卡。学校的工作人员会有指引，只要跟着队伍

排队就可以了。如果勾选了将BRP寄到邮局，

需要自行提取。请大家确认BRP领取的地址，

并提前做好准备，带齐个人证件前往领取。

打印在读证明

每位同学需要在Student Records中，My Programme一栏打印多份在读证明

（Confirmation of Study Letter）。在银行开户中，提交免除Council Tax申请，办理他

国签证时都必须提交此证明。领取学生卡时或者在学生宿舍时，都可以询问工作人员帮忙

打印。大家可以提前在Student Records上把个人信息填写完成。



NHS（国家医保系统）注册

KCL的NHS位于Strand校区Bush House SE Wing四楼。在NHS领取表格填写完整后提交

到NHS便注册完毕。有了NHS，在英国看大部分的小病都免费。

警察局注册

所有16岁以上且将在英国居住超过6个月的海外公民，必须在抵达英国7天内去警察局注

册。（如果排号时间靠后，可以与其他同学调换） 

新生报道当天，学校将会帮助你预约警察局注册时间，并且给你一张预约确认信。待约定

日期当天去Borough的Overseas Visitors Records Office办理注册即可。前往时需带上护

照，证件照，申请表，预约确认信, 任何来自英国UKBA，显示你名字的信件（比如brp领

取信）和34磅现金。 

如果你报道时间较晚，学校注册的名额可能已满，需要自行去Overseas Visitors Records

Office排队拿号（自行办理通常队伍会很长，一等可能就是几个月，若圣诞有出国旅行计划

会比较麻烦，因此强烈建议除非必要应按时到校报道），并在规定时间内再次前往注册。



Welcome Fair 社团迎新日

Welcome Fair是KCL Student Union在开学前举办的社团招新大会。KCL超过300个社团

都将来介绍自己的活动，并欢迎所有新生加入。

在开学前或Induction Week中，你将收到邮件或通过其他方式了解Welcome Fair的举办场

地和时间。你也可以登录KCLSU的官方网站https://www.kclsu.org/了解更多详情。

届时，国王学联也会到场，所有有兴趣加入国王学联的同学们，不要错过了哦!



学生宿舍及校外租房

KCL学生宿舍

伦敦大学联合宿舍（Accommodations for Students from Universities of London）

自行租房

伦敦留学生在住宿方面一般有三种选择：

1.KCL宿舍

伦敦国王学院的宿舍几乎遍布各大校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行选择，并且预科、三

年本科、以及研究生的同学们均可申请学校宿舍。其次，学校宿舍的调配比较具有灵活

性，比如，开学后学校如果有空余的宿舍房间，我们也可以再去与宿舍方面进行调配 。另

外，部分宿舍允许学生带自己的朋友或者亲属Short-stay，就如宾馆一样。



各宿舍与主要校区距离





International Hall

Eleanor Rosa House

College Hall

Connaught Hall

The Garden Halls

Lillian Penson Hall

Nutford House

Clandon House

Gower Street

Handel Mansions

除了本校宿舍外，伦敦大学联合宿舍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选择这一类宿舍最大的优势在于

可以认识来自各个伦敦大学的同学，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大部分的UoL宿舍集中在UCL和

Russell Square附近，有些距离更北。UoL宿舍的价格比较适中，距离学区较远的价格会更

亲民，而带有三餐供应（Catered）的宿舍租金也会偏高。

2.伦敦大学联合宿舍（UoL）

3.私人租房

Rightmove：www.rightmove.co.uk

Zoopla：www.zoopla.co.uk

SpareRoom：www.spareroom.co.uk（合租网站）

英国的学生宿舍普遍是偏拥挤，床、桌子、卫生间都挤在十几平米的空间里。想要更大、

更舒适的生活空间，自行租房是不二之选。同时，相对于昂贵的宿舍费，租房有时也可以

节约不少，当然，租房非常重要的一点，根据个人生活习惯找室友非常必要。

常见房源网站：



租房须知

想要了解伦敦各地区平均房租价格的同学们可以到以下伦敦政府官网查看：

https://www.london.gov.uk/what-we-do/housing-and-land/renting/london-rents-map

好房源难寻，同学要注意避免“租房陷阱”如二房东、假房源等。英国大部分租房房源都

是通过中介联系的，所有租房手续也都是和中介完成，所以同学务必找一个靠谱的中介租

房，这样才能有保障。

一般租房手续有：材料证明、签订合约、支付租金。

有些查的比较严格的中介需要本人携带护照，BRP和学校证明信到当地Office去核查，有

些中介也接受通过邮件的方式核对材料。只有所有资料证明通过后，才可签租房合同。

入住前务必要签租房合同，并且仔细阅读合同条款，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尤其是关于修

理、退还定金和是否允许养宠物方面的条款需要再三确认。一定要对合同租期仔细阅读，

如果你确定只来读3年或1年，无论中介如何忽悠，尽量不要租多于3年或1年的房子。一旦

中途中断合约，中介可能会让你自己找继续履行合约的租客，如果找不到可能会扣掉你的

押金。 

租房合同坑很多，如果你对租房合同不放心，学校很贴心的提供免费的合同查验服务，在

签订合同之前，你将你的合同电子版（上面应高亮表明你比较担心的条款）发送至

advice@kcl.ac.uk，并在正文跟校方说明这是否是你第一次租房。学校会有经验丰富的专

人帮你检查，当然，邮件学校应越早越好，以便不会耽误你的签订进度。

材料证明

签订合约



租金支付方式一般有两种可供选择：一次性付清和分期付款。一些中介或房东会要求有

guarantor，需要提供担保人的住址和ID，这里要注意的是担保人只能是英国人，但也有时

候可以通过跟宿舍沟通，用留家人的信息作为担保人信息，但所有中文材料均需翻译件。

值得注意的是，看房前各种原因要求交押金或房租都属不正常现象，这是一种常见的网络

租房诈骗。

优点：专业贴心安全，全程资金追踪和1对1顾问指导的服务体系，不用排

队、填写繁琐的电汇单。

缺点：只支持人民币，不支持外币

易思汇是专门为中国留学家庭量身打造的留学缴费咨询服务平台，三分钟

即可完成线上缴费。

通 过 下 方 链 接 或 直 接 搜 索 易 思 汇 并 进 入 易 思 汇 支 付 界 面 ：

https://www.easytransfer.cn

输入基本信息，上传学生资料用于证明学生身份，选择付款方式。

支付成功后，您将收到短信提醒及邮件通知。

易
思
汇

1

支付租金

学费支付方式



优点：无手续费；操作比传统电汇简单

缺点：没有中文客服，只能英文邮件沟通；汇率比银行现汇卖出价高，实

际换算成⼈民币的价格比传统电汇贵

西联电汇是学校的官网渠道，学费支付系统接入了Global Pay For

Students 的服务，方便中国学生使用国内常见的付款方式来支付学费。

汇率将采取付款后72小时内的交易处理实时汇率。

https://student.globalpay.wu.com/geo-buyer/kingscollege#!/

在以上网址填写付款金额信息，点击“Get A Quote”，选择支付方式，

然后在新页面填写自己的学生ID、姓名、出生日期、邮箱地址等信息，

得到具体的付款操作说明。

西
联
电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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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无额外费用，操作简单

缺点：需要提前换好汇；第一次来英国的新生无法提前办理本地银行卡

银
行
电
汇

拥有英国银行账户的同学可以直接把学费转入KCL的英国账户。学校银行

账户信息可在Student Record上找到，汇款时建议备注Reference：学生

卡号、姓名、Accommodation fees或者Tuition fees。银行转账需要3到4

个工作日才会显示在你的学生账号上，如果仍然查询不到，可以填写好转

账明细的表格给相关部门：https://www.kcl.ac.uk/paymentdetails

3



因为我们学校跟西联有合作，所以如果用国内银行直接转账，需要给

Credit.Control@kcl.ac.uk发邮件询问学校的具体银行信息。

注意：

带有学校银行信息的邮件发件人一定是credit.control@kcl.ac.uk，并且

信息内容是在以https://www.kcl.ac.uk/开头的链接中。

优点：国内同学 容易接触到的缴费途径，享受银行实时汇率

缺点：去银行填汇款单花费时间较长；需付手续费、电报费以及足额到账

费

国
内
银
行
卡
外
汇
转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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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支持网上支付，实时到账

缺点：信用卡支付可能会被收取手续费，通常为费用的1%；学校官网注

明来自中国的学生在使用信用卡支付学费时候容易遇到支付问题，建议学

生使用别的方法

信
用
卡

使用国内银行发行的信用卡来进行支付可以选择使用Elavon提供的汇率，

也可以选择用发卡行提供的汇率来结算。转账前建议提前24小时与银行沟

通，确保大额支付可以顺利完成以及自己的信用额度可以足够完成学费支

付。转账之后就可以进入：https://studentfees.kcl.ac.uk填好相关信息

并按照⽹页提示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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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BC

英国 大银行，知名度高，支行密集，学校附近就有

银行，使用便捷。此外汇丰提供的国内开卡英国领卡

的服务对于留学生来说非常实用且方便。

LLOYDS

几乎没有冻卡，口碑较好；每天ATM提现额度500磅，比HSBC

和Barclays多200磅；可以申请Planned Overdraft；但在伦敦分

行较少，在留学生中普及度不高

BARCLAYS

普及度高；Barclays账户之间使用Pingit转账只需手机号，不用其

他卡号信息；推荐小伙伴开通可获5磅奖励；DIY卡面；但有部分学

生反映会有刷错款和寄卡慢的情况

银行开户

英国本土的银行主要有：HSBC、Lloyds、Barclays、NatWest和Santander。



Confirmation of Study Letter（Welcome Week时有专门负责人开具，或从Student

Record上自行下载打印）

护照与BRP原件

CAS

住宿确认信或能够证明住宿地址的文件

1.

2.

3.

4.

银行开户必备资料

银行开户流程

提前在银行官网预约开户，到达英国时就可以免排队快速办理（也可以

由本人在到达后在 近的银行去预约。越早到校注册，越早办理，拖延

入学可能导致银行卡会排很久的队，而很多同学圣诞有出国旅行安排，

如果没有足够时间的银行流水，签证可能会遇阻）

预约申请时，在银行官网打开International Student Account的申请页面

点击Apply Online, 选择：

1.

2.

将在英国本科学习2年及以上或者研究生1年及以上

Over 18

课程不属于A-Level、City&Guilds、ONC、HNC、GNVQ、NVQ

LEVEL 1,2&3、BTEC or Art Foundation Course

3. 填写信息时需注意：

Living Status选Alone（宿舍）或者Sharing（合租）

若无英国手机号，电话一栏选择Non-UK，先填中国号码（+86开头）

UK Current Address选NO，即使有宿舍offer也推荐先选NO，因为需

要精确到房间号，此地址后期可修改

Employment Details填0

Course Funding选Other

4. 到银行办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更新（本地） 新电话号码以及住址信息



Part 4
伦敦生活
LIFE IN LONDON



日常 交通

遍布大街小巷的黑色出租车是伦敦独有的一道风景线，然而，乘坐它的价格也是让人措不

及防。

出租车 Cab

如果打车较频繁的话，建议使用打车软件代替Black Cab，车费可以节省许多。常用软件

有：Uber、Addison Lee和Gett Taxi。

公交&地铁 Red Bus & London Underground

Oyster Card（牡蛎卡）

Contactless Card（感应式银行卡）

公交付费方式：

1.

2.

收费标准：公交票价1.5镑/次

自动售票机直接购买单程票，票价贵

Oyster/Contactless Card，票价便宜

地铁付费方式：

1.

2.

收费标准：例如1区内的地铁单程票为

£4.9，但使用Oyster卡将只扣£2.4。

Note：公交和地铁都不接受现金。



Note：

Gatwick Express 、 Southern High

Speed、空中缆车以及伦敦交通船都不

属于Daily Cap的计算范围内。

Oyster卡可在地铁站的自动售票机、游客中心或是部分商店购买。购买Oyster卡需支付£5

押金；办理退卡时将退回押金及余额。

牡蛎卡 Oyster Card

Travelcard覆盖公交地铁火车等各种交通方式，使用Oyster卡可购买日票、周票、月票

等；价格按区和时效长短来定价，例如普通Oyster卡1～2区内月票价格为£134.8

Bus & Tram Pass仅可乘坐公交，普通oyster卡月票价格£81.50，适用范围1～4区

这两种票使用学生Oyster卡购买都可以打7折

扣款上限 Daily Cap

Bus & Tram ONLY：若只搭乘巴士和有轨电车，

则每天 高扣款£4.5

All Services：若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如地铁、地上

铁、伦敦区内大部份火车等，则按不同分区设定扣

款上限（请见下表）

Oyster卡可享受每日扣款上限，其分两种模式：

1.

2.

Travelcard / Bus & Tram Pass

Note：伦敦地铁里是没有信号的，只有在到达站台时可连接wifi，大家可以下载Tube Map

或其他可离线的伦敦地铁App。



实用网站信息

https://tfl.gov.uk/fares-and-payments/adult-discounts-and-concessions/18-student

该网站可指导你如何申请18岁以上学生专用Oyster卡

https://www.londonpass.com.cn/london-transport/london-underground-tips.html

该网站通告伦敦交通系统近期计划内的工程和事件，包括社会各界会影响交通运输的罢

工，游行与街头赛事，以及道路工程

https://tfl.gov.uk/status-updates/major-works-and-events

https://tfl.gov.uk/fares-and-payments/oyster/using-your-oyster-card

该网站介绍刷卡系统的各个标志以及注意事项

伦敦地铁的中文版提示，点击页面上方的“伦敦旅行指南”，内部附有免费的电子版伦

敦地铁地图、地面地图以及伦敦通票（London Pass）所提供的指导手册



由Santander银行发行，收费相对昂贵。使用者应先

从网络上进行注册并绑定用于支付车费的银行卡

（每张卡能够同时租用4辆），插入自行车泊口的电

子操作台，获得凭票，输入车栏上的电子锁即可使

用。

收费标准：24小时内激活费2磅；行程前30分钟不收

取额外费用，之后每30分钟收费2磅。

公共自行车 Santander

火车 Rail

购买火车票可享受1/3 Off

将Oyster卡与Railcard绑定之后地铁票同样可以1/3 off

包含许多景点与餐厅的优惠打折服务

对于喜欢在英国境内乘坐火车旅行的同学来说，Young

Person Card是必不可少的。Young Person Card的正式

名称是16-25 Railcard，年费为30镑，三年期则为70镑。

其福利有：

申请网址:http://www.16-25railcard.co.uk/

常用的订票网站：www.thetrainline.com 以及各铁路公

司官网

Note：车票大部分都是网络订票，且必须使用网上支付时的银行卡来取票。



日常 购物

对于留学生而言， 重要的就是提前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日常生活中需要的物品，以

及新鲜的食材，解决三餐问题。大部分人习惯早餐、晚餐在家吃，午餐带饭或者在学

校食堂吃。然后周末偶尔和朋友约着出去吃。伦敦的大学基本都配有食堂，所以对于

没有时间自己准备午餐的同学们来说非常方便、快捷。

平价超市 土豪超市

特色超市

Ocado：只做线上购物

Iceland：主售冷冻食品

Poundland：一镑店



英国的日用化妆品大部分都可以在Boots和Superdrug这些药妆店里找到。Superdrug店内

还可以做睫毛和修眉，不少网红产品可以在Superdrug买到，但是大牌化妆品或者洗护用品

一般除了百货商店就是在Boots里有售。至于药品，两者差不多，Boots更专业， 常常有药

剂师（Pharmacist）在。

药妆店

Note：两家都可以办会员卡，积分可以直接抵扣现金，有时搞活动甚至有三倍积分，送500

积分等。折扣力度Superdrug跟Boots差不多甚至更大，常常有买二送一的活动，值得注意

的是Boots一般是某品牌内买二送一，而Superdrug常常是店里全部美妆买二送一。

Argos：专卖家用电器等
中国超市： China Town的中国超市，

里面能买到大部分做中餐需要的食材



英国 通讯

即充即用的Pay as you go，无需

签合同或绑定银行卡，适合马上需

要手机卡的同学和来英国游玩的

人。（推荐）

只买卡并且可以选择30天和12个月

合同的SIM Only，需要绑定英国

银行借记卡，还需要带上护照到营

业厅做credit check（个人信用调

查），考虑到寒暑期回国的情况往

往比较亏。

签手机包话费流量的Monthly

Contract Phone，相当于国内的话

费合约机，也需要做credit

check，而且往往需要在英居住时

间要达到至少六个月，不适合刚到

英国的学生。

在英国常见的手机卡有三种模式：

1.

2.

3.

在机场、超市以及实体店都能买

到电话卡，也可以登陆运营商的

官网免费订卡。其中，中国移动

CM link的手机卡可以直接国内

领取，到达英国当地就可以立即

使用。

O2

Vodafone

EE

3 (Three)

Giffgaff

英国著名的手机运营商：中国运营商（英国公司）：

中国移动CMLink

中国电信Etexcel

中国联通CUniq



实用 APP

Facebook Messager Whatsapp

Twitter Instagram Snapchat

Google Map Citymapper

伦敦地区 

Yelp

Trainline Uber Addison Lee

Amazon ASOS Deliveroo Just Eat

生活类

Note：购物时大家可以随身携带学生卡，很多店线上线下都可以享受到学生优惠，进店购

物 好可以随时问一句是否有学生优惠。UNIDAYS的网站在认证学生身份后可以获取许

多店铺的优惠码；也可以购买一张年费£12的NUS Extra Card，享受更多学生优惠。

出行类 社交类

Line

Nectar

超市优惠券 

Hungry Panda

中餐外卖  

UberEats



Part 5
在线学习
ONLINE STUDY



在线课程资源

KEATS概览

通常来讲，在线课程的学习材料可以通过King’s E-Learning and Teaching Service

(KEATS) 获取，而KEATS平台可以通过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以及移动电话接入，网址

为：https://keats.kcl.ac.uk/。KEATS也提供多种多媒体工具与资源来辅助大家的学

习。

由于新冠疫情原因，学校已发布邮件通知一些学院上半学期专业课程将改为以在线网课形

式授课。课程类型主要分为Lecture，Seminar和tutorial ,线上Lecture一般以录播的形式观

看，而Seminar和tutorial为直播。所有直播课都需要同学们提前通过KEATS选定时间，课

程开始前也会有相应的点名环节。由于具体授课流程仍无法确定，我们参考了并总结以往

学校在线课程模式的特点，希望为即将开学的你们提供参考。



如果大家登录KEATS，可以找到Quick Start Guide（快速开始指南）和多个支持材料，

这会帮助大家了解KEATS的布局与功能。当大家注册后，可以在学校提供的Welcome

Pack中找到更多关于如何登录与获取支持性材料的信息。

KEATS使用条件
硬件：耳机、声卡、扬声器、麦克风与网络摄像头。 低要求Intel Core i3处理器、

4GB内存、1280*800屏幕分辨率。这里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大多数日常授课与活动可以

通过移动电话来实现，但电脑/笔记本/平板电脑可能需要用于测验。 

操作系统：Windows：Windows 7或更高；Mac：OS X10.10或更高；Linux：

Ubuntu 12.04+，Debian 6.0+，Fedora 16+，OpenSUSE 12.1+；Android：OS

6+；IOS：IOS10+。 

网络连接：平日教学活动，宽带速度需达到至少2.5Mbps，当开展小组讨论或研讨会，

须至少达到4Mbps。 

浏览器：推荐 新版本的谷歌Chrome，Firefox。不推荐IE浏览器，但IE11+应该能胜

任绝大多数在线教学活动。浏览器必须支持Javascript，因此老版本的浏览器可能无法

支持KEATS全部功能。



作为国王的学生，学校将很贴心地为每个学生账号提供Skype，Adobe与Office 365等常用软

件接入，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以上软件。网课主要通过KEATS中的链接进入，接入的网站

一般为Zoom/Team，这里也建议同学们提前下载APP熟悉使用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免费

的Adobe接入需要联系本专业相关部门，因为需要管理员权限。 

对于私人电脑，学校会免费提供可以接入 多五台设备的Office 365 ProPlus大礼包，其中

包括Outlook（常用于邮件的接收与发送），Word，Excel，PowerPoint，Access，

Publisher，OneNote，InfoPath，商务版Skype与商务版OneDrive。算下来，这可以为前来

学习的小伙伴省下不少钱呢！

其他在线学习所需的软件

关于在线学习的其他问题

如果大家登录KEATS，可以找到Quick Start Guide（快速开始指南）和多个支持材料，

这会帮助大家了解KEATS的布局与功能。当大家注册后，可以在学校提供的Welcome

Pack中找到更多关于如何登录与获取支持性材料的信息。

在线图书资源

由于疫情的影响，学校鼓励同学们使用线上图书馆。尤其是在疫情的特殊时期，出版商和

学校图书馆供应商为线上图书馆和馆藏提供了临时的额外资源，以促进在线教学和研究。

学校还在不定期更新，推出新的文献资料以供有需要的同学查阅。



图书资源概览

学联为大家整理了所有学校线上图书资源的网站链接，快来看看吧

1.MyReadingLists（课内阅读清单资源）https://kcl.rl.talis.com/index.html

2.Databases，journals（数据库与各类文献）https://libguides.kcl.ac.uk/az.php

打开链接后可以选择科目，数据类型并按照字母表顺序搜索需要的文献，截至目前网页共有

818个数据库，未来学校会增加更多的文献，数据库等资料，保障同学们线上学习的需求。

 

3.Library Search & Library Catalogue (图书馆其他图书资源)：

图书目录网页： https://kingscollections.org/catalogues/home

文献使用引导: https://www.kcl.ac.uk/library/collections/archives#using

档案及专题馆藏网上阅览: https://kingscollections.org/exhibitions/home

专题馆藏研究资源： https://www.kcl.ac.uk/library/collections/special-

collections#using

特别系列资源: https://www.kcl.ac.uk/library/collections/special-collections 



4.伦敦大学（UOL）线上图书资源

伦敦大学线上图书馆的资料由伦敦大学联盟所有学校提供，文献量非常充足，是很多大学

的指定线上文献阅读平台。伦敦国王学院隶属伦敦大学联盟，所有在校学生可以免费注册

伦敦大学图书馆会员，以下是注册链接：

https://senatehouselibrary.libguides.com/remote-registration

注册后即可使用伦敦大学联盟的所有图书资源。这里学联也强烈建议同学们注册账号，以

便未来之需。

5.关于线上图书的使用注意事项

校内图书馆网站的部分电子图书许仅允许几个账户同时阅览，当多人同时在线阅览同样的

资料时，你可能需要多次尝试才能使用。由于图书馆资料是共享资源，学校不能为所有教

职员工和学生提供个性化资源或个人权限，希望同学们可以理解！

可访问格式服务(AFS)

学校将继续远程提供AFS（Accessible Formats Service）。大多数同学通过在各出版商网

页上登录kings的账号就已经可以拥有阅读文献的权限，学校图书馆将在此基础上优先获取

更多优秀的核心文本，将没有权限访问的文件或电子书数字化，让同学们可以直接阅览更

多的核心文本内容。同时，学校将一直通过监控学生或教职员工的账号所使用的任何查

询，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更多方法，让学生和教职工获取更多阅读权限。

图书馆联系方式

如果在使用中遇到无法登录或者一般的查询问题请联系library@kcl.ac.uk如果您是一名学

者，希望在寻找替代材料方面得到支持，但现在无法获得印刷材料，请登录下面的网站，

在L&C Contacts by Faculty一栏中找到各院系的联系方式以获取帮助。

https://libguides.kcl.ac.uk/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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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联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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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学联全称为伦敦国王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KCLCSSA）。国王学联是在中国驻英大使馆宏观

指导下，于 2008 年由中国留学生及海外学者在

KCLSU注册成立的学生组织。国王学联致力于为在

英中国留学生及学者提供帮助，丰富大家的留学环境

及生活，并时常与各外校学联联合推出各类精彩活动

活动。

学联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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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起来的星星也在努⼒发

光呢   (ง •̀_ •́)ง

秘书⻓  王超仪

静以修⾝，俭以养德，⾮淡泊

⽆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财务⻓ 朱嘉程

20/21执委名单

主席团

男⼉志兮天下事，

但有进兮不有⽌。

主席  刘显赫 

⽻毛满⾜于懒洋洋地躺在

尘灰⾥，忘掉了天空。

副主席  陈禹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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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的另⼀个名字叫奇迹。

组织部⻓ 邵振洋

每⼀个成功的学联背后都

有⼀个秘书部。

执⾏部⻓ 郭亦⻜

秘书部 

校友会 

在你想要放弃的时候，想想是什

么让你当初坚持走到了这⾥。              
                                       ⸺科⽐

校友会负责⼈ 张棵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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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部

⽂娱并济，开拓创新。

组织部⻓  谢梓硕

踏踏实实做⼈，⼀给我⾥

giaogiao。

执⾏部⻓ ⽥英霖

外联部

饿了么，饿了就⽤学联卡

去吃吃。

组织部⻓ 奚梦淇

未来会有⼈在。

执⾏部⻓ 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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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

迟到的向⽇葵也会开花。

组织部⻓ 刘⾬涵

每⼀个不曾起舞的⽇⼦ ,
都是对⽣命的辜负。

执⾏部⻓  薛⾠昊

就业部

稳健运营，务实创新。为全⺠

造福旨，为万世开太平。

组织部⻓ 郜林栋

如果我们都去做⾃⼰能⼒做得到的

事，我们真会叫⾃⼰⼤吃⼀惊。

执⾏部⻓ 李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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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活动部

You’ve got to stand for
something or you�ll fall for

anything.

组织部⻓ 张⽅ 执⾏部⻓  杨光

Practice  makes perfect.

Keep Calm and Do
Charity Work.

执⾏部⻓ 赵嘉怡

慈善部

聚沙成塔，聚⽔成河。慈善亦然，

它是件很小，⼜很⼤的事情。

组织部⻓ 丁⼀菡

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

时不杂，既过不恋。

执⾏部⻓ 许威



学
联
介
绍
·
20
/
21
执
委
名
单

IT技术部

编程是创造和表达的⼯具。

组织部⻓ 原⼦雯

吾⼈为学，当从⼼髓⼊微

处⽤⼒，⾃然笃实光辉。

执⾏部⻓ 王衍博

学联团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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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部作为学联中的枢纽部门，负责在十月初全

权负责学联的招新工作，招纳优秀学子，为学联

增添新生力量。整个学年中，秘书部的所有成员

定期与各个部门保持联系，确保主席团的任务按

时下达到各个部门，做好相应对接工作。秘书部

实时跟进学联所有活动进程，负责与学校的沟

通、场地安排、会场布置协调工作人员，并积极

配合各个部门，在开展活动时给予最大程度上的

帮助。

秘书部

外联部通过与全英商家进行洽谈，形成互惠共赢

的合作模式，在寻找优质赞助商为学联丰富的活

动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同时，也为我们学联的关注

者们争取花式福利及优惠福利，进而有助于学联

打造成一个连接优质商家、为广大华人学子提供

学习与生活上的便利的服务平台。

外联部

文娱部在学联活动开展上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致

力于根据需求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我们负责组

织策划及开展国王学联所有娱乐活动如我校每年

的国王好声音。此外，我们会和其他高校及第三

方联合承办各项活动，如我们19-20年度协办的

新生趴、万圣趴、狼人杀比赛、音乐节、圣诞舞

会、Running man等。同时我们将配合学联其

他部门举办相关活动。

文娱部

部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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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主要负责学联各种活动的宣传工作，包括

前期的海报设计、活动的摄影记录，以及推送的

撰写、排版与发布等。此外，宣传部还负责建

立、更新与维护学联各大社交平台，定期发布留

学之声、疫情播报、英国生活和其他部门活动宣

传及回顾等原创推文，并为同学们答疑，充当着

学联的一扇窗口、一座桥梁。在过去一年中，为

学联撰写了50篇+的原创推送，内容涵盖了伦敦

学习生活等方方面面。

就业部门主要负责组织举办与学生未来就业兴趣

有关的活动，其次协助学联其他部门联系布置校

外合作活动。在过去的一年里，就业部门的各位

成员一起组织举办了创业论坛，邀请到场数位青

年创业者，各来自不同领域；让到场参加的同学

有了近距离和创业者们的机会。

慈善部作为2020学年度新成立的部门，将主要负

责为在校学生提供多样化，多元化参与慈善和公

益事业的机会，内容主要包括物资捐赠活动，志

愿者活动，慈善晚宴等。我们致力于为同学们增

添社区参与感，丰富日常课余生活，并提供大小

型活动的志愿者机会，填充在校同学的履历。我

们也将与学联其他部门、社团、和国内外慈善机

构进行合作，引进高质量的公益和慈善活动资

源，并代表国王学联为慈善和公益事业作出贡

献。

宣传部

就业部

慈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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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活动部主要工作是培养在校学生的

兴趣爱好和竞技体育等多项活动。部门

建立的各种社团和球队丰富了学生的课

余时间。每年度会定期举办和伦敦各个

高校的联谊活动和友谊赛，例如伦敦高

效羽毛球赛，全英线上电子竞技大赛

等。同时我们是为年度盛大活动国王春

晚贡献节目的部门之一，也是全面致力

于通过各种渠道为同学们搭建和学联沟

通的桥梁。

IT部主要负责学联小程序和网站等网络

平台的开发与维护，在技术方面为同学

们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便利，辅助学联其

他部门开展工作。国王小程序预计在今

年全面上线，将涵盖校内二手交易、图

书馆实时信息、城市资讯、学联活动报

名等功能。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校友会

（KCLAlumniCN）于2011年成立，近

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加强国内外校友之

间、校友与母校之间联系，服务广大校

友，发扬学校传统。为了提高校友联络

率，国王校友会将在今年正式与国王学

联合作，共同举办更丰富的校友活动，

搭建更多样的服务平台，传承国王精

神，服务校友成长。

兴趣活动部

IT技术部

校友会



学
联
介
绍
·
兴
趣
活
动
部
社
团
球
队
简
介

伦敦国王学院华人羽毛球队正式向您发出邀约！勾、搓、挑、放、

抽、挡、接、杀这些在羽毛球中被运用的技巧也会告诉你生活的道

理。我们是一个因为小小羽毛球而永不知疲倦地挥洒汗水的球队，有

机会参加全英最大型的比赛，想要金榜题名就带着球拍和自己来吧。

兴趣活动部社团与球队简介

我们是一个海拔极高的球队，此外我们会每周训练和参加伦敦各高校

举办友谊赛和联赛。让我们用篮球强化身体、用艺术诠释生命！

羽毛球队

这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项艺术。还在因为球踢得不好而发愁找

不到组织么？还因为没有同伴一起踢球而郁闷么？那国王华人足球队

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足球队

篮球队

为球队注入新鲜血液，新增网球球队在伦敦的影响力，同时发觉一批

有天赋的网球爱好者，为广大网球爱好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将好玩有趣的游戏与逻辑分析、综合判断、口才辩驳结合在一起，举

行一场桌游盛宴。我们有狼人杀、剧本杀、纸牌和麻将等。不要纠结

聚会找不到乐子，不要烦恼找不到逗比的小伙伴，没关系，优哉游

哉，加入桌游社可以解决上述一切问题！

网球队

桌游社

”A wise man told me: the obsession is a young man’s

game.” 魔术俱乐部给你提供找回童真好奇心的能力！但是注意了，

The closer you think you are, the less you’ll actually see.

魔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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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电竞，不青春！无论你是塑料脆皮、青铜白银、大神王者，只要你

有一颗热爱电竞的心，我们都十分欢迎。一年一度的全英大学生电竞

比赛有机会拿到丰富的奖金。

电竞社

舞团成员可以遇见各个学校里热爱跳舞的学生，和专业的舞蹈老师上

课，并有机会登上各大学联的春晚、快闪舞台，以及参加大型街舞比

赛等活动。舞动青春，张扬个性，舞蹈社团，期待你的加入！

舞蹈社

书法的美，不在于书法，而是执笔挥毫的你。中华的文化，不在于文

化，在于传承下来的过程。喜欢书画的同学们我们等待你们的加入！

这个世界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摄影是光与影的梦幻结合，是时间

的定格，是精彩的生命的回忆，诚邀热爱的摄影的你加入我们！

书画社

摄影社

商谈是在礼仪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让步和平衡，争取在某一商业议

题上与对方达成一致，获得自身的最高利益。

商谈队

音符就是造就美的眼睛，音乐新主张，主张不同且丰富的音乐，希望

各种有音乐细胞、热爱音乐的人加入我们！音乐社包含独唱、合唱与

乐队形式，会提供许多不同的舞台如“国王好声音”、各学联的春

晚，欢迎喜爱乐器的同学们也加入进来与我们一起玩音乐~

音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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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们

微信公众号 Instagram

微博 Facebook



在国外正规⾼等学校或科研机构进修、学术访问、攻读学位（学历）并在外居住6个⽉及以上，拟回国⼯

作的留学⼈员可申请开具。

申请⼈应持有效学⽣签证（STUDENT）在英全⽇制⾼校攻读本科（含）以上学位；或持学术访问签证

（ACADEMIC VISITOR）在英国⾼校进修；或持WORK PERMIT（⼯作许可）签证在英国⾼校、科研

院所从事博⼠后研究。

攻读学位⼈员申请时应已获得学位证书或校⽅出具的毕业证明信。

护照⾝份信息⻚。

抵英签证⻚及BRP卡正反⾯扫描件(若签证期限已覆盖留学期限，则⽆需提供)。

授权证明信。

在英攻读学位⼈员，需上传本⼈已获得学位证书扫描件。如尚未领取学位证书，须上传学校出具的毕业

证明信扫描件。访问学者、博⼠后类别⼈员，需提供进修或科研⼯作单位出具的⼯作证明信扫描件（使

⽤留学单位抬头信纸；注明研究⼯作的起⽌时间；包含签发证明信⼈员的联系电话、传真和邮件地

址）。

已填写本⼈收件地址并⽀付邮费的回邮快递单PDF⽂件（⾃愿选择以下两种快递服务：英国境内快递

（http://sto-express.co.uk/index.php/site/backstu或https://www.eto.uk.com/site/eduback），

英国⾄中国快递（http://sto-express.co.uk/index.php/site/edu或

https://www.eto.uk.com/site/edu）。

⾃费留学⼈员（⾮国家留学基⾦资助或中国科学院资助留学员，含单位/地⽅公派留学⼈员）抵英后，需在

驻英使馆教育处“留学⼈员报到登记信息管理系统（http://hr.csc.edu.cn/commoner/uklogin）”，以

下简称“管理系统”办理注册登记和报到⼿续；完成学业回国时，可按规定向教育处申办《留学回国⼈员证

明》。

⼀、办理条件

1.

2.

3.

⼆、申办⽅式与要求

⾃2018年8⽉15⽇起，⾃费留学⼈员均需通过管理系统在线申办留学回国证明并上传规定材料，我处不再接

受纸质申请材料。

（⼀）在http://hr.csc.edu.cn/commoner/uklogin 填写留学⼈员报到登记表并在线提交。

（⼆）在线提交申请办理《留学回国⼈员证明》，并上传以下材料：

1.

2.

3.

4.

5.

三、办理时限

⾃费留学⼈员成功提交申请材料后，教育处⼀般将在20个⼯作⽇内进⾏审核。审核合格后会打印寄出《留学

回国⼈员证明》，审核不合格将通过管理系统退回申请并注明原因。申请⼈可通过管理系统⾃⾏查询办理状

态；我处不受理申请材料及办理情况相关问题的电话及邮件咨询。如遇申办证明⾼峰期，审核办理时间可能

相应延⻓，望予谅解。  

四、其他说明

驻英使馆教育处办理《留学回国⼈员证明》不收取任何费⽤（邮寄费由留学⼈员⾃理）。留学⼈员不得委托

任何中介机构或个⼈有偿代办。

申办过程中如有技术问题，请联系国家留学基⾦管理委员会系统管理员，电⼦邮件：zwukie@csc.edu.cn

办理证明的其他常⻅问题，请参阅教育处⽹站上《留学回国⼈员证明》常⻅问题解答。

请各位留学⼈员相互转告，感谢对我们⼯作的⼤⼒⽀持！

驻英使馆教育处

2019年5⽉29⽇

自费留学人员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明》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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