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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优势

学生将收到布里斯托大学的有条件

录取通知书

从本国高中顺利转入友好的，具有

支持的学习环境。在开始大班化的

大学生活前，得到更多的针对性指

导 

定期参观大学校园，与布里斯托大

学教职员工沟通交流，并得到布里

斯托大学教职员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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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学院与布里斯
托大学：卓越教育
合作关系

国王学院与布里斯托大学正式达成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录

取，为我们的学生打开一扇通往全球一流学府的大门。

收到国王学院录取书的同时，你将收到一份布里斯托大学

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

在达到布里斯托大学要求的录取标准后，可以进入学布里

斯托大学进一步学习。



 
 
 
 
 地点：  
 
 
 
 
 
 
 
 
 
 
 
 
 

 最近的机场： 布里斯托机场、希思罗机场

 成立时间： 1876 年

 本科生人数： 17,117 

大学概况
布里斯托大学成立于1876年，善于将学术成就与
前瞻性思维完美结合，因而在各大学中独树一

帜。根据QS世界大学排名，布里斯托大学全球排
名第51位，且该校的83%研究项目都被评为“全球
领先”或“世界一流”水平*。

在布里斯托大学，我们鼓励每一位学生开发自己

的潜能，吸收各类知识，确保学生取得优秀的学

习成果，为整个环境、所属社群和未来的职业发

展做好充分准备。 

（*2019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2014 年 REF 研究
报告）

排名 
 z 全球排名51（2019 QS世界大学排名）

 z 毕业生就业排名在英国第6位（2019年QS毕
业生就业能力排名）

 z 2017 - 2018年度90%的毕业生取得了一等或者
二级甲等荣誉学位

 z 全英5所顶尖研究型大学之一（2014 REF高等
教育分析报告）

 z 83%的研究项目都被评为“全球领先”或“世
界一流”水平（2014年REF研究报告）

布里斯托大学：学校概览
 z 布里斯托大学现有学生23,000名，来自150多
个不同国家。 

 z 大学不断投入资金鼓励国际学生群体，2019
年为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提供价值超过100
万英镑的国际奖学金，并计划将在2020年继
续提供奖学金。

 z 布里斯托大学是英国罗素大学集团成员之
一。

 z 这是英国第一所承认男女平等的高等学府。

 z 布里斯托大学是世界大学联盟成员之一；该组
织汇集了全球知名的研究型高等学府。

 z 大学学生会提供350多个学生社团。

 z 该校培养了十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前首相
Winston Churchill，曾在1929到1965年间担任
布里斯托大学校长。

 z 布里斯托这座城市于2017年被《星期日泰晤
士报》评选为英国最宜居城市，报道称这座城

市‘宁静、优雅、而且创造力非凡’。

 z 布里斯托大学与全球35个国家的150多所国际
知名院校保持良好的交换合作关系。

就业前景
布里斯托大学的学位对雇主公司来说很有吸

引力：布里斯托大学是毕业生雇主公司招聘人

才的五大首选高等学府之一（来源：High Fliers 
Research，2014年毕业生市场调查）而且每年会
有超过500家雇主访问校园选聘人才。

了解更多信息

如需了解更多布里斯托大学学生发展前景信息，

请访问：

 伦敦 

 布莱顿  伯恩茅斯 

 牛津 

 布里斯托 

布里斯托大学

bristol.ac.uk 或咨询资深顾问⽼老老师



国王学院 
十大优势

1. 布里斯托大学联合录取
联合录取，清晰、明确、直接的表达了专业录取所

需要求。与此同时，学生还可以享有国王学院的

个性化学术支持。

4. 质量有保证
一年制预科课程由培生进行质量审

核，确保课程内容可以帮助学生做

好充分准备，迎接英国的高等教育

学习。培生是英国最大最权威的认

证组织之一。

8. 定期与大学互动 
在整个课程学习过程中，国王学院将组织各类学

术活动，其中包括：参观校园，参与大学校内讲

座，与院系师生见面交流。另一方面，布里斯托大

学的老师也会定期访校与学生交流。

2. 灵活的课程选择
学生可以选择一年制预科课程或2年制A-level课
程。两种选择都可以在入学前为学生提供布里斯

托大学和国王学院的联合有条件录取通知书。一

年制预科课程包括核心模块和选修模块，可以灵

活搭配，定制属于自己的预科课程。 

5. 精品小班授课
国王学院提供小班授课。最大程度

保障教师与每个学生之间有充分的

沟通时间从而获得更多的学术支

持：每班4 - 10人（A-level课程）和每
班8 - 12人（预科课程）。

9. 专业大学指导
在收到布里斯托大学录取的同时，国王学院的辅

导老师也很乐意为学生提供其他帮助。比如，他

们可以给你专业的课程选择建议，并且提供更多

其他大学的升学选择，如果你没有满足布里斯托

的入学要求。 

3. 一年制预科课程基于A-level教
学大纲

一年制预科课程以A-level课程教学大纲为基础，
根据A-level标准进行评估，并由A-level教师负责
授课，大部分教师持有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

10. 个性化学生支持
在国王学院，我们致力于帮助每位学生从本国的

教育体系顺利过渡到英国教育体系的大学，并且

我们擅长帮助国际学生进入英国顶尖大学。所有

的学生都将受益于定期阶段测试和技能分析。此

外，我们在校福利社团队会照顾和关怀每位学生

的日常学习生活。

“ 我想学习预科课程，而且我发现这里的
课程与其他学校不同，这里的课程内容与
A-level教学大纲很接近。”
Vun Yee Wah（Vivian），来自马来西亚，在国王学院牛津校区完成了高级预科课程，成绩优异，并顺利入读布里斯托大学，攻读细胞与
分子医学专业

7. 学术拓展
国王学院拓展项目面向所有学术学

生。拓展项目通过实践使所学知识 
变得鲜活，实现学以致用。另一方

面，通过该项目可以拓展学生的通

用技能并增强学生能力，为大学学

习做好准备。

国王学院帮助学生从高中顺利过渡到布里斯托大学。我们

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确保帮助学生做好充分准备和知识

积累，在这所世界顶级学府取得优异成绩。以下是选择国

王学院的10个重要理由。

6. 国际融合度高
去年，共有近100个国家的学生来到
我校就读。这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良好

的社交圈，同学之间平等交流，英语

成为日常沟通的通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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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录取适用于1年制高级预

科课程或2年制A-level课程。

四大校区皆有开课，你可以在 

布莱顿校区、伦敦校区、牛津

校区和伯恩茅斯校区之间自由

选择入读地点。两种课程都有

良好的国际环境及小班授课

特点，并提供高水平的个性化

教学与指导。你将受益于定期

访校及布里斯托大学的到访。

布里斯托大学学术拓展课程 

除国王学院课程外，学生还将与大学保持定

期互动，提前感受布里斯托大学。活动包

括： 

 每学期参观布里斯托大学

•  与各院系教职员工见面

•  参加示范性讲座

•  与布里斯托大学在读学生见面

布里斯托大学教职员工定期来访

•  与大学招生官见面 

•  与布里斯托大学教师见面 

Aibar Axubayev 
来自：哈萨克斯坦 
专业：机械工程

Helen Chivadze  
来自：格鲁吉亚  
专业：管理学 

Liam Hanley  
来自：爱尔兰  
专业：教育研究 

Euiwan Jung 
来自：韩国 
专业：航空航天工程 
 
 
 
 
 
 

Hon Ming Lam  
来自：中国香港 
专业：病理与微生物学

Hyuk Lee  
来自：韩国  
专业：航空航天工程 

Angelina Pavlova  
来自：俄罗斯  
专业：艺术史

Sadam Raziyev  
来自：哈萨克斯坦  
专业：  
细胞与分子医学 
 
 
 
 
 
 
 

Soak Yee Teo  
来自：新加坡 
专业：法律 

Danara Temirgaliyeva  
来自：哈萨克斯坦  
专业：政治与经济学

Vun Yee Wah  
来自：马来西亚  
专业：细胞与分子医学 

Anna Shilova  
来自：俄罗斯  
专业：政治与经济学

 “ 我爱布里斯托大学！这里绝对是学习的理想场所。国王
学院在学习上帮助我很多，才使得我顺利进入布里斯托大

学。我在国王学院最大的收获是学会如何与全世界不同的

人沟通与合作，这对我的大学学习也帮助良多。” 
Tram Anh Pham，来自越南，目前在布里斯托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学位。

布里斯托大学 
联合录取

 
1年制预科课程
课程长度：1学年（3个学期）
课时：平均每周21小时，另加家庭作业及自习时间
最低入学年龄：17 岁
班级人数：8 – 12 人

国王学院入学要求

•  完成11 - 12年级（GCSE或同等学历）；

•  雅思不低于5.5分（阅读和写作5.0分） 
或同等水平

布里斯托大学入学要求（预科课程）

工程学

航空航天与土木工程：总成绩70%
电子与电气工程：总成绩达到65%，数学成绩达
到75%，且交流和学习技能成绩达到65%

人文及社会科学：

总成绩达到60%且交流和学习技能成绩达到65%

经济、会计与管理学：

经济学：总成绩达到70%
会计学：总成绩达到65%，数学成绩达到75%，且
交流和学习技能成绩达到65%

国际商务：

总成绩达到65%且交流和学习技能成绩达到65%

法律： 
总成绩达到 70%且交流和学习技能成绩达到
65%。（请注意所有申请学生都必须参加法律专
业国家招生考试（LNAT））

生命与健康科学：

总成绩达到60 - 65%，各专业均有其特定要求，
且交流和学习技能成绩达到65%

数学、计算机与科学： 
总成绩达到70%，数学成绩达到75%，且交流和
学习技能成绩达到65%

英语： 
雅思成绩达到6.5（小分不低于6.0），或在国王学
院毕业考试成绩中达到同等水平。

 
2年A-level课程
课程长度：2学年（6个学期）
课时：平均每周20 - 25小时，另加家庭作业及自习
时间

最低入学年龄：16 岁
班级人数：4 – 10 人

国王学院入学要求

•  完成10-11年级（GCSE或同等学历）； 

•  雅思不低于5.5分（阅读和写作5.0分）或同等水
平

布里斯托大学入学要求（A-level成绩）
请查阅大学网站了解A-level成绩要求详细信息

英语： 
雅思成绩达到6.5（小分不低于6.0），或在国王学
院毕业考试成绩中达到同等水平。

最新升学案例:  
从国王学院到布里斯托大学



THE 10-POINT 
KINGS  
ADVANTAGE

本科学位课程
学生将有机会入读200多个本科
学位课程。专业选择丰富，授课地

点遍及全校25个专业学院：

布里斯托大学网站提供了学校的

所有课程信息和模块详情。可根

据入学年份、学科领域和学习等

级进行筛选。

艺术学

• 艺术学院

• 人文学院

• 现代语言学院

• 创新中心

工程学

• 计算机科学学院

•  土木、航空航天与机械工程学院

健康科学

•  布里斯托牙科学院

•  布里斯托医学院

•  布里斯托兽医学院

•  健康科学教育中心

生命科学

•  生物科学学院

•  生物化学学院

•  细胞与分子医学学院

•  生理学、药理学与神经科学学院

•  心理科学学院

科学

•  化学学院

•  地球科学学院

•  地理科学学院

•  数学学院

• 物理学学院

社会科学与法学

•  教育学院

•  政策研究学院

•  经济、金融与管理学院

•  社会学、政治学与国际学研究学院

•  布里斯托法学院

请访问此地址搜索本科课程信息：

bristol.ac.uk/study/undergraduate

各课程页面提供了相关的课程概述，例如： 
bristol.ac.uk/study/undergraduate/2020/
biological-sciences/bsc-biology

页面下半部分‘课程结构’下方提供了相关链接‘查

看课程结构与授课单元详细信息 ...’。请点击此处
查看单元信息。

范例

其他信息资源

点击单元标题即可查看说明、学习成果、教学和 
评估的详细信息。

https://www.bristol.ac.uk/study/undergraduate/
http://www.bristol.ac.uk/study/undergraduate/2020/biological-sciences/bsc-bi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