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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发前 

 

1.1 签证信息 

如果你将要前往 UCLan 长于 6 个月的时间，并且来自非欧洲经济区（EEA），你需要一张签

证，以学生名义入境英国。 

检查你是否需要签证 

 

你在网上申请 Tier 4 签证。你必须确保你有足够的时间去申请，并且准备好所有签证所需要

的的正确文件非常重要。 

 

申请签证你需要： 

 你的 CAS（Confirmation of Acceptance for Studies）:有一个 reference number 在你 UCLan

的 CAS letter 上。如果你即将去 UCLan 读授课类课程，International Office 会给你 CAS。

如果你将去 UCLan 学习研究类学位课程，Research Student Registry 将会给你 CAS。请注

意一旦你申请了签证，你就承诺了要加入 UCLan。英国签证及移民局（UKVI）规定你不

可以转校。 

 你的 ACL code： 这将在你的 CAS 上。你需要将这个 code 填土你的申请表格，以确保

你的 Biometric Residence Permit （BRP）将直接送到 UCLan。 

 你的学术资质：你要提供所有在你 CAS 上列出的文件的原件。 

 你的英语水平证书：你需要提供所有在你 CAS 上列出的文件的原件。 

 你的存款证明：这个必须表明你能够支付你学校这个专业的学费和 UKVI 规定的生活费。

还需要证明在签证申请前，你的存款存满至少 28 天。存款证明可以在你的名下也可以

在你父母的名下。如果在你父母的名下，你必须提供你们的关系证明，例如出生证和来

自你父母允许你使用他们存款的允许文件。 

 肺结核检查报告：如果你要前往英国学习超过 6 个月，你需要前往受批准的肺结核检查

诊所进行检查，拿到肺结核检查报告。这是你申请 Tier 4 签证的必要申请材料之一。进

行肺结核检查，你需要携带以下文件：有你照片的证件，例如护照；肺结核检查费；如

果你之前有患过肺结核或者其他肺部疾病，你需要携带你之前筛查的详细信息，如果可

以，请带上你的病历和 X 光检查结果。更多信息 同时，你可以在肺结核检查的同时，

完成你的体检。请于后文查看体检相关信息。 

 如果你有资助人：一封能够证明你资助详细信息的信，这封信需要有官方抬头。这份信

应当包含是否你的资助人支付你所有学费和生活费。 

 你现有的护照和旅行文件 

提交了网上申请表后，你将会被要求提供你的指纹。你还有可能被要求参加与 UKVI 员

工的面对面或者电话面试。该面试用于发现你的计划的学习和为什么你选择来 UCLan

学习。 

 一张彩色签证照片（近照） 

 文件翻译：翻译原件必须包括译者的如下确认（是对原始文件的准确翻译、翻译日期、

译者的全名及签名、译者的联系方式）（签证中心也可以翻译，递交材料时询问此服务

即可。） 

 网上填写的申请表及预约确认信 （http：//www.vfsglobal.co.uk/china/） 

 

https://www.gov.uk/check-uk-visa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86850/panel_clinic_list_for_china.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86850/panel_clinic_list_for_china.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uberculosis-test-for-a-uk-visa-clinics-in-china/tuberculosis-testing-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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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清单：以以下网站内容为准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21122/T4

_Gen_Supporting_Documents-Chinese.pdf  

 

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特殊支持文件。申请材料因申请人自身情况而定，以 UKVI 官方网

站要求为准。 

P.S.建议所有原件复印一份和原件一起递交。并且多复印并扫描一份作为备用。 

 

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British Council），与谢菲尔德大学为中国申请者和印度申请者合作

拍摄了关于签证申请流程的短片。 

 

更多申请流程信息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21122/T4_Gen_Supporting_Documents-Chinese.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21122/T4_Gen_Supporting_Documents-Chinese.pdf
http://www.weareinternational.org.uk/uk-visa-application-from-china/
https://www.gov.uk/tier-4-general-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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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备你去 Preston 的行程 

 

请在收到你的 Visa 之后再购买机票。你最好能在学期开始前及时到达学校。然而，我们强

烈建议你在我们的 Orientation Programme（迎新活动）开始前到达。Orientation Programme

将会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并提供帮助你在 Preston 安顿下来的信息。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认识新朋友，在开课前找到有帮助的实用性建议。 

预约你的 Orientation Programme 

 

2.1 体检： 

申请学生签证，请务必在递交签证申请前的 6 个月内做肺结核检查。肺结核检查报告是签证

申请材料的重要文件之一。 必须提供 UKVI 认可 

 

机 构 出 具 的 肺 结 核 （ TB ） 检 查 证 明 ， 详 情 请 查 阅 签 证 中 心 网 站 。

http://www.vfsglobal.co.uk/china/ 

 
此外，学校建议您出国前到国际旅游保健中心做常规体检，并注射两个疫苗:MMR 和流脑。 

英国入关时，请随身带着体检证明。 

 

获得学生签证后，需要到当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办理《国际旅行健康检查证明书》和《国际

预防接种证书》，出入境时卫生官员会要求你出示。请注意体检当天成空腹。如果你的签证

距离开学时间特别近，则需要提前做体检以节省时间。 

 

a) 体检所需材料：护照或身份证、两张两寸照片和约 550 元人民币的体检费。 

b) 体检流程：受理- 付费- 填表-抽血- 内外科、五官科、心电图、B 超、放射科-预防接种-

体检表-交回受理处 

常规预防接种项目：流脑、MMR 

c) 证书领取：《国际旅行预防接种证书》在接种后当场签发；《国际旅行健康证书在体检完

后 2 个工作日内签发（实际以各体检中心通知为准），特殊情况也可以加钱办理加急手

续。 

d) 体检地址：可以参照肺结核检查获批诊所。 

可以和肺结核检查同时进行。请提前打电话看是否需要预约及所需材料金额等。 

 

 

http://www.uclan.ac.uk/students/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_student_support.php
http://www.vfsglobal.co.uk/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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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购买机票： 

a) 请尽量在你拿到签证以后购买机票。 

b) 一般至少提前一至两周联系航空公司或机票代理处订票，如果是在留学启程旺季（每年

7 月、8 月），最好至少提前一个月左右订票，以确保能够订到舱位。 

c) 注意正价票和特价票的区别：正价票可以在购买后改签，特价票不行。具体规定请提前

与航空公司核对确认。 

d) 注意转机与经停的差别：按照国际惯例，在转几点停留不超过 24 小时被视为转机，超

过则为经停。 

e) 各主要航空公司对托运行李和手提行李的规定，下表仅供参考： 

 

航空公司 经济舱托运行李限重/kg 手提行李限重/kg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1 件 32kg 行李 1 件 5kg 行李 

维珍航空公司 1 件 23kg 行李 1 件 10kg 行李 

东方航空公司 2 件 23kg 行李 1 件 10kg 行李 

英国航空公司 2 件 23Kg 行李 1 件 23kg 行李 

 

 

 

从 Manchester Airport（曼彻斯特机场）到 Preston 

 

曼彻斯特机场有从机场到 Preston 的火车线路。该线路每天有多班列车。查看火车时间表 

当你到达 Preston 火车站，你可以乘坐出租车 5 分钟到达学校。 

   

从其他大型英国机场到达 Preston 非常容易，例如伦敦希思罗机场、伯明翰机场。 

http://www.nationalrail.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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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你还可以选择乘坐出租车前往 Preston。若选择乘坐出租车，你需要提前发邮件预约

E-Mail: newcityviptaxis@gmail.com , 官网地址：http://www.newcityviptaxis.com/NewCityVIP/ 

Tel：01772824000。出租车有不同的类型，价格一般在 60 英镑起算，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喜

好和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出租车。如果有 7-8 个小伙伴结伴而行，同学们可以预约 minibus，

出行十分方便。 

 

 

你需要确保你填写了你护照上的紧急联系人。（如果你护照上有这一页） 

 

如果是在晚上或者周末到达学校，请务必提前发邮件给住宿办公室 ateam1@uclan.ac.uk 

告知他们您的到达时间。到达时请至 Security centre, Harrington Building，学校的保安会安 

排您入住临时住宿。 

 

2.3 住宿 

a) 学校宿舍 

UCLan 有用多种自助型住宿楼，包括 en-suite（独立卫生间），和共享卫生间的标准间。所有

的学校宿舍都在校内或在离学校不行几分钟的地方。学校宿舍是认识来自世界各地朋友的理

想地。 

如何申请学校宿舍 

     

          
 

mailto:newcityviptaxis@gmail.com
http://www.newcityviptaxis.com/NewCityVIP/
http://www.uclan.ac.uk/accommodation/how_to_appl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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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私人宿舍 

私人宿舍有两种： 

在学校注册过的私人宿舍：学校工作人员对于这一类宿舍审查过，这些宿舍都达到了高标注。

我们将会在你到达 Preston 后，建议你如何寻找在学校注册过的宿舍。 

 

没有在学校注册过的宿舍：这一类的宿舍没有经过大学的工作人员审查。如果你决定选择这

一类型的宿舍，请确保你满意宿舍的标准，以及租金价格。请确保你阅读了学生指导 如果

你阅读后有任何问题，住宿办公室（Accommodation Office） 工作人员会很高兴能够帮助

你。你到达之后，需要尽快找到私人宿舍入住。 

 

c) 住宿申请 

申请 pre-sessional 课程的学生，我们会在发 CAS 的时候把住宿申请表一并发给学生，请将填 

写完整的表格发送至住宿办公室的邮箱：ateam1@uclan.ac.uk 进行住宿申请。住宿办公室 

收到您的申请后，会在开课前两周左右回复您，请注意查收邮件。 

申请正课期间的学校校内外的住宿信息可以 

在 http://www.uclan.ac.uk/accommodation/index.php 网页上看到，您可以看到相应的联系 

方式和预定方式。 同样住宿办公室会在开课前两周左右答复您。 

d) 住宿押金 

在收到住宿合同后，请仔细阅读合同内容并回复邮件确认是否接受合同并按照邮件里的要 

求支付住宿费用。你可以支付全额住宿费，或者支付 25%的全额住宿费，剩余费用请在到 

校 14 天内付清。需要注意的是：根据 UKVI Tier 4 签证政策，CAS 上面最高只能体现您已支 

付的 1265 英镑住宿费。如果您选择支付全额住宿费，请确保你还有充足的留学准备金。 

 

 

2.4 学费支付 

学费支付方式： 

a) 国际汇票 

请至银行办理国际汇票，汇票收款方为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请在汇票背面用

铅 

笔写上学生拼音全名，学生号和出生年月日。如：ZHANG San G2065XXXX 1990.01.01 

请将汇票原件邮寄至：上海市黄浦区河南南路 16 号中汇大厦 3013 室，中央兰开夏大学上海 

办事处，陈老师收，邮编：200002，电话：021-63280908 

以下是国际汇票的样本，仅供参考： 

 
 

b) 国际电汇汇款 

http://www.uclan.ac.uk/accommodation/private_registered.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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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照以下银行信息进行国际汇款， 并在汇款附言中注明： 

学生姓名拼音，学号，以及出生年月日，如：ZHANG San G2065XXXX 1990.01.01 

 

国际电汇汇款会产生银行手续费，建议学生在汇款时多汇 20-30 英镑，到校后可多退少补 

学费。汇款以后请把汇款凭证扫描至 gcapplications@uclan.ac.uk 

 

2.5 健康检查 

我们建议你在离开前，做一个牙齿检查和眼睛检查。如果你已经有医疗状况，你应该和自己

国家的医师讨论你的状况，并且向他们要一份给英文的医疗状况文件。你需要将该文件带至

英国，并询问任何你需要带的药物建议。 

来自一些国家的学生需要在申请签证前进行肺结核检查（TB Check）。 

 

 

 

 

 

 

 

 

 

 

 

 

 

 

 

 

 

 

 

 

 

 

 

 

 

 

https://www.gov.uk/tb-test-visa


8 

 

 

 

 

 

 

 

 

 

 

 

 

 

 

3. 准备在英国的生活 

 

前往英国学习是一件令人激动，同时也相当让人担忧。提前准备好自己将会给你带来极大的

帮助。你可能能在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British Council）的网上资源 prepare for success

上找到有用信息。 

 

3.1 你需要带什么？ 

 一些照片和明信片，帮助你回想你的家乡和展示给你的新朋友看。 

 你经常使用的药物，请和航空公司核查你所要携带在行李箱的药物。 

 你的 CAS 和 Offer Letter， 签证（Visa）， 英语语言证书原件（一般为雅思成绩单原件），

学术成绩单、毕业证、学位证原件等所有学术资格文件。 

 

3.2 你不需要带什么？ 

请不要携带太多东西。如果你携带太多行李，可能会超出航空公司规定的行李重量。 

Preston 有许多各类商店，所以你应该能够买到大部分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建议你到了

Preston 后，再购买厚衣服、羽绒被、毛巾、陶瓷和餐具。这些东西都能在 Preston 买到，并

且相当便宜。 

 

3.3 你需要留在家里什么东西？ 

我们建议你留一些你的护照和签证的复印件或扫描件给你家人。把旅游保险的文件复印件也

留一份给你家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http://www.prepareforsuccess.org.uk/
http://www.prepareforsuccess.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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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你到达 Preston 

 

4.1 接机及住宿安排 

如果你决定使用学校的免费接机服务，你将会收到我们 International buddies 的热烈欢迎。

如果你已经定了学校宿舍，buddies 会直接将你送到你可以拿到宿舍钥匙的地方。请注意，

buddies 无法帮助你拿行李。 

 

如果你不使用学校的免费接机服务，你可以在 Accommodation Office（住宿办公室）拿到你

学校宿舍的钥匙。Accommodation Office 在 Student’s Union 楼。Accommodation Office 周一

至周五每天早上 9 点至下午 5 点开门。如果在这个时间之外，你可以在 Harrington Building

的 UCLan Security 拿到你的钥匙。 

校园地图 

如果你预定了校外的私人宿舍，你需要和相关的私人宿舍管理员核查拿钥匙的安排。 

 

4.2 注册你的课程 

如果你参加了 Orientation Programme， 这个将包含注册的环节。你必须携带你的护照、签

证（visa）、offer 和 CAS 以及所有学术资质相关的原件（例如成绩单原件、学位证和毕业证

原件）。如果你在你的签证申请表上注册了 ACL code，你同样需要领取你的 BRP 卡（Biometric 

residence permit）。 

 

对于没有参加 Orientation programme 的学生，我们有另外的注册环节。该注册的详细信息

将会在 Orientation Programme 结束后放在 student portal（学生网站）上。你必须携带你的

护照、签证（visa）、offer 和 CAS 以及所有学术资质相关的原件（例如成绩单原件、学位证

和毕业证原件）进行注册。 

 

 

如果你有 Tier 4 签证，你将在注册时扫描你的护照和签证，这是 Home Office 的规定。你还

需要阅读并在 PBS pro-forma 上签字，在 PBS pro-forma 上会列出 Tier 4 签证下的责任和学校

的职责。 

 

https://www.uclan.ac.uk/visit/assets/preston_city_campus_ma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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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学生签证的欧盟学生和非欧盟学生必须带上你的护照或者身份证件进行注册。 

学校引导项目（Induction programme)的详细信息 

 

4.3 警局注册 

请查看你的签证是否要求你去警局注册。这个只针对欧盟以外部分国籍的学生。如果你参加

了 Orientation Programme，你将会在注册环节过程中完成警局注册，只要你带了 34 英镑现

金的注册费。 

 

如果你没有参加 Orientation progamme，你需要前往兰开斯特北路（Lancaster RoadNorth）

的警察局去注册。步行即可前往。你需要带上你的护照、签证、照片和警局注册费 34 英镑

现金。The <i> 能够给你提供去警察局的方向。 

 

4.4 医疗 

照顾好自己非常重要，所以你需要充分学习以下部分。学校有一个健康大学行动计划（healthy 

university action plan），并且有很多提供如何保持健康，包括健康饮食、睡觉、锻炼的建议。

查看更多关于保持健康的信息 

（i） 注册一个医生 

当你已到达，你需要尽快和一个一般医师（General Practitioner ，GP）的医生进行注册。你

将在 Orientation programme 中和学校的医疗中心注册。如果你没有参加 Orientation 

Programme，你需要自己去 Foster Building 的医疗中心注册。 

 

如果你已有医疗状况，尽快和 GP 注册时非常重要的。你需要带上所有你在母国医师写的文

件（英文版）、足够的药物，并且需要尽量在英国预约一个 GP 见面。 

查看更多在英国注册 GP 的信息。 

 

如果你学习时间超过 6 个月，你要支付医疗费用作为你 Tier 4 签证的一部分，之后能够使用

英国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如果你学习短于 6 个月，你需要去报你有足够的医疗

保险保障你。你也许能通过阅读 UKCISA guidance 得到更多这方面的帮助。 

 

如果你是欧盟国际，你需要从你母国获取一个 European Health Insurance （EHIC），或填写

相关申请表。请带上你的 EHIC 卡去所有的预约，包括紧急治疗。紧急治疗对所有学生免费。 

 

（ii） 牙科服务 

你需要注意许多英国的牙医已经不在 NHS 之下提供治疗，并且只提供昂贵的私人治疗。你

需要确保在你接受治疗前，询问并了解过治疗价格。 

 

（iii） 眼部护理 

你需要支付眼部测试以及你预定的任何眼镜或隐性眼镜。在 Preston 有许多眼镜商提供眼部

测试、眼镜和隐形眼镜。 

 

4.5 运动 

我们有高质量的运动设施，所以你可以在兰开夏学习的同事保持健康。所有学生都会免费成

文我们最先进的 Sit Tom Finney体育馆、世界级UCLan运动场（曾是 2012年奥运会训练中心）

的会员（free membership）。 

http://www.uclan.ac.uk/students/study/new.php
https://www.uclan.ac.uk/students/study/library/the_i.php
https://www.uclan.ac.uk/students/study/library/the_i.php
https://www.uclan.ac.uk/students/study/library/the_i.php
http://www.ukcisa.org.uk/International-Students/Preparing--planning/Money-scholarships-cost-of-living/Medical-insurance/
http://www.nhs.uk/NHSEngland/Healthcareabroad/EHIC/Pages/about-the-ehic.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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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年中 

5.1 学术支持 

我们旨在尽可能提供你最好的学术支持，帮助你在学业上取得成功。 

 

你将会在课程学习过程中被分配给一个个人导师，他会负责在一年内的重要时间提供学术建

议和指导。个人导师往往是你课程团队的一员，你可以在你的 MyUCLan 里找到他的名字。 

 

你的个人导师会给你提供一些关于你的学习进度和专业选修课问题上的指导。同时，他们会

给你提供学术问题上的指导，也会给你其他任何你需要的帮助和专业指导的信息。 

我们的 WISER 服务给所有注册学生提供学术指导。它专注于帮助学生提高学术成果所需要

的正式沟通技能，这将在你未来的就业中至关重要。这个服务提供一对一服务，写作讲习班，

专业研讨会，并且会有一个一个 Blackboard space 和网站。 

 

5.2 图书馆 

我们先进的图书馆提供所有学习类型灵活而现代的学习空间和资源。图书馆提供广泛收集的

信息资源，包括上千本书、线上学术期刊、图片、报纸和培训数据库。它还有 house study pods, 

bookable rooms, individual desks, 苹果电脑装备和安静学习区域。还有 700 个左右联网的电

脑和自助服务笔记本租借设施。 

 

Library tours （图书馆参观）会在你学习的一开始组织，让你能够使用图书馆并充分使用图

书馆。还有一系列网上培训资源以及图书馆员工始终能够帮助你。 

     

https://www.uclan.ac.uk/students/study/advantage/academic_personal_tutor.php
https://www.uclan.ac.uk/students/study/advantage/academic_personal_tuto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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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IT 服务 

UCLan network 给你提供一系列的软件入口。一旦你注册，并有了你的 UCLan 卡，你将能充

分使用校园的所有 computing facilities，或是“UCLan Anywhere”的服务。我们同样提供多

种多样线上培训资源，帮助你使用 IT Packages。 

 

如果你需要使用 network 的帮助，你可以联系 LISCustomerSupport@uclan.ac.uk   

 

 

 

 

 

5.4 学生服务 

UCLan 有一些的支持服务帮助你在这里享受你的时光，帮助你实现你爹学术潜力，包括： 

 

 
 

a) Student Immigration and Compliance Team （签证指导团队） 

该团队提供给非英国学生建议和指导，可以给你签证建议，特别是 Tier 4 签证的续签和博士

扩展计划申请者。 

查看更多 Student Immigration and Compliance Team 知识 

 

b) Disability  

如果你有残疾或者特殊的学习困难例如阅读障碍（dyslexia），我们有专业员工给你提供信息

和指导。 

 

c) Counselling service 

我们的 counselling service 有一队专业培训过且经验丰富的员工，他们提供免费、值得信任

的服务给所有注册过的 UCLan 学生。如果你遇到个人困难，也许你会演绎使用 counselling 

service. 

 

d) Mentoring 

我们有一个集中的 peer mentoring serive （同龄人指导服务），这个服务负责给所有学生协

http://www.uclan.ac.uk/students/study/library_it_induction.php
http://www.uclan.ac.uk/students/study/study_support.php
mailto:LISCustomerSupport@uclan.ac.uk
http://www.uclan.ac.uk/students/international/immigration.php
http://www.uclan.ac.uk/students/international/immigration.php
http://www.uclan.ac.uk/students/health/counselling/index.php
http://www.uclan.ac.uk/students/health/m_and_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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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一系列独立的同龄人支持、建议和指导。 

 

e) Multi-faith center 

学校的 multi-faith center （宗教中心）位于校园中心，旨在鼓励人们追求和发展他们的信仰，

宣传尊重和理解成员的不同信仰。中心提供学校宗教团体的建议和指导，和在 Preston 礼拜

的场地。牧师团队包含来自不同信仰的代表。 

 

f) Students’ Union 

Students’ Union 的使命是为学生创造更好的生活。每个学生都是学生会的一员，学生会代表

你和你的兴趣以及任何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学生会是一个内部组织，包括每个做决定层级

的学生—每年它会举办学生事务委员会的选举，委员会代表你和影响你的竞赛。 

 

学生会举办很多社交活动，例如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programme，并且是 Source Bar、

Atrium Café和Essentials Student shop的所在地。它还提供一些列学生服务，包括Opportunities 

Center，  这个中心提供志愿者机会，或者帮助你提高你的求职技能； Advice and 

Representation Center， 这个中心帮助解决你课程、钱财、住房和求职上的相关问题 

 

 

g) Opportunities to travel 

当你在英国的时候，你将会有很多机会去不一样的小镇和城市游览，还有很多旅游和文化景

点。 

 

当你在学校学习，我们可以帮助你申请申根签证去游览 26 个欧洲经济区国家。请注意你只

能在学校官方假期的时候游览申根国或欧洲经济区国家。对于本科生，这个官方假期是圣诞

节、复活节和暑假，但是对于授课类硕士学生，这个官方假期仅仅是圣诞节和复活节。如果

你对此是否你计划的旅行在学校官方假期时间，请咨询学生网站上的 academic calendar. 

 

当你计划你的旅行时，你需要确保在你旅行前的至少 4 周时申请了申根或 EEA 签证。你需要

在充足的时间内从 The <i>获取一张你的学生确认信，并且你要确保你护照和英国签证上还

有至少 3-6 个月有效期。你需要到你将要去旅行的国际大使馆网站上核查相关要求。 

 

现在的申根签证费用是 60 欧元。更多有关申根签证的信息请访问 Student Portal 上的

International Section。 

 

 

 

 

https://www.uclan.ac.uk/students/health/multi_faith_centre/index.php
http://www.uclansu.co.uk/
https://www.uclan.ac.uk/students/study/academic_calendar.php
https://www.uclan.ac.uk/students/study/library/the_i.php
https://www.uclan.ac.uk/students/international/assets/Schengen_visa_guidance_01_Aug_2014_new(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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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准备行李 

携带的行李尺寸和数量，航空公司会有一定的限制。不同的航空公司对行李大小和数量的限

制不一样，请务必在准备行李箱之前，与所乘坐的航空公司确认行李大小及重量。有的航空

公司只允许携带一个 30 公斤的箱子，有的则可以携带 2 个 23 公斤的托运行李。 

 

a) 电子类：你可以携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国内购买的手机、大容量的 U 盘或移动硬盘 

b) 电器类：请携带 2-3 个转换插头和国内用的接线板。电饭煲等厨房用电器示自己情况而

定，也可以在英国购买。 

c) 卫生用品：可以带旅行装的洗发水、沐浴露、牙刷、牙膏、毛巾、护肤品等，以便于刚

到英国几天的洗浴用。女生可携带一次用量的卫生巾，到达英国后可以购买。 

d) 服装：衣物不需要带太多，在英国衣物购买也非常方便。可带一套正式场合穿的套装和

平日四季穿的衣物。衣物可用真空袋包装，以节省行李空间。 

e) 药品：可以带少量常用药品：如感冒药、创可贴、眼药水、止泻药等。 

f) 学习用品：可带 2-3 只中性笔和笔芯、记号笔、不同尺寸的笔记本。不需要带很多，在

英国可以方便购买到，只是价格相对国内略贵。 

 

注：在 Preston 有当地的超市和中国超市，能够很方便买到各类食材，为节省行李空间，建

议大家不要携带大量食品。英国入境时，部分食品是不可以入境的，如肉类、蛋、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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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课前准备 

7.1 如何使用和利用 UCLan 的在线资源 

 

图书馆系统，当同学们需要查找资料或者文章时，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图书馆系统。你只需

要在图书馆的电脑上搜索你要找的书籍或者文章，系统会帮你找到类似书籍并告诉你书籍的

位置。还书的时候有自动还书机，只需将书本放到指定位置，机器会自动将书回收。另外，

如果想要预约小组讨论的房间，同学们可以登陆学校的 Library 系统进行预定。 

 

关于 Part-time Job，如果同学们想找 Part-time Job 的话，要随时关注学校发的工作类邮件或

者去学生中心询问是否有学校官方的 part-time。同学们要尽量应用我们的服务中心哦~这些

隐 形 的 服 务 都 是 包 含 在 我 们 学 费 当 中 的 ， 访 问 我 们 的 网 站 ：

http://www.uclan.ac.uk/students/careers/index.php 

http://www.uclan.ac.uk/students/careers/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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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2 免费第二外语课程 

2.  

 

在校的同学对小语种感兴趣吗？只要你是我们的 undergraduate full-time 的学生 ，学校提供

免费的小语种教学，包括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普通话、日语、阿拉伯语、波

兰语、希腊语、土耳其语和俄语。 

你可以访问这里了解更多信息。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www.uclan.ac.uk/courses/cert_applied_languages.php 

 

 

3. 7.3 上课的时间与形式 

学校大多数专业采用的是 Lecture（大课）和 Tutorial（小课）的形式。在 Lecture 上老师们

会进行统一授课，在 Tutorial 上会进行练习课或者讨论课。同学们的课程表可以登陆自己的

学生中心进行查看。注意：根据课程的不同，也许每周的上课时间会变，请同学们经常关注

自己的课程表变化。 

 

同学们在完成老师布置的 Essay 和 Coursework 之后，可以多参加一些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 

同学们要随时关注学生会发布的最新消息哦~或者为了提高英语水平，同学们可以参加额外

的免费英语辅导。 

 

关于语言提高问题，同学可以多于当地的朋友多多交流。积极参加社团活动，积极发言提高

自己的口语能力。如果有关学业上不懂得问题，可以和自己的任课老师预约来进行学术讨论。

相信同学们可以根据日常生活，对于自己的英文水平有长足的提高。 

 

4. 7.4 志愿者 

 

http://www.uclan.ac.uk/courses/cert_applied_languages.php
http://www.uclan.ac.uk/courses/cert_applied_language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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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参加志愿者活动呢？ 

 同学们通过参加志愿者活动可以获得很多有价值的工作经验。 

 发展自己的特长，是自己可以更加融入到未来的工作中去。 

 可以与当地机构友善的合作。 

 获得国际领导力嘉奖和证书。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认识更多朋友和扩展你的社交。 

有什么种类呢？ 

有动物协会，学术协会，管理和 IT 协会，艺术协会等一共 14 种，任你选择。 

关于如何报名参加，请同学们访问我们的官方网址了解更多。点击这里可以参考更多选择。

同学们可以踊跃参加报名志愿者活动。 

 

 

 

 

 

 

 

 

 

 

 

 

 

 

 

 

 

 

 

 

 

 

 

 

 

 

 

 

 

 

 

 

 

 

http://communityleadership.org.uk/volunteering/recruit-volunt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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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评估与成绩等级 

学校的成绩与评估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Essay，Coursework，Presentation 和 Exam。根据

课程设置的不同，学分占比情况不同。一般情况下每个学期会有以论文的形式进行计算学分

（Essay，Coursework）。最后可能以考试或者 Presentation 的形式结课。不过具体的评估方

式要学生们参照自己学科的 Handbook 进行查看。 

 

成绩等级分为： 

一等学位（First Class 均分 70-100），即 Distinction 

二等一学位（Upper Second，均分 60-69），即 Merit 

二等二学位（Lower Second， 均分 50-59） 

三等学位（Ordinary，均分 40-49） 

均分 39 以下视为不及格 

9.交通出行 

兰开夏交通便利，处于 Preston 市中心。抵达 Preston

火车站后步行 5-10 分钟 便可到达学校。点击这里可

以查看学校的地图。 

 

节假日或者双休时，您 可以去 Preston 周边去游玩。

Preston位于英格兰北部， 去往伦敦大约需要两个半小

时。往南火车 45 分钟便 可抵达英国第二大工业城市

曼彻斯特，如果喜欢足 球的话不妨周六日去老特拉

福德球场看场英超哦~  

 

 

或者您可以选择往东的线路大约 2 小时便可到达英国著名古镇约克市，在那边参观历史悠久

的约克大教堂，体验经典的英式下午茶或是品尝风靡全英的约克布丁。 

 

https://www.uclan.ac.uk/visit/assets/preston_city_campus_ma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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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北大约 1 个小时车程便可到达英国著名景区“湖区国家公园”。古老的建筑，英式田园，

独一无二的山脉，英格兰最高的山河最大的湖泊，还有丰富的文化背景都深深吸引了不少的

游客。 天气好的话可以坐船巡游温德米尔湖，或者也可以去探索森林。天气没那么好的时

候可以在碧翠丝波特世界去看一下彼得兔和童话故事里的朋友们。 

      

 

或者您可以继续往北，大约两个小时便可到达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市，去感受苏格兰

人的热情以及具有历史的工业革命发源地。 

 

 

从格拉斯哥出发仅 40 分钟便可到达苏格兰首府爱丁堡。2004 年爱丁堡成为世界第一座文学

之城，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爱丁堡的魅力当在于詹姆士六世继任英格兰国王，在于老伊丽

莎白用绝妙的政治手段将苏格兰并入大英格兰的版图；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说，柯南道尔、J.K. 

罗琳、Robert Louis Stevenson 曾经的足迹也当让人欣喜满足。每年夏天都会围绕以爱丁堡城

堡为主题的军乐节，还有著名的卡尔顿山，大家不要错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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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邮政和电信 

通讯问题是同学们在英国的第一问题，要让家人知道你平安，首先你就要选择合适的通讯运

营商。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 

a) Lebara                          

 Lebara 这几年来算是最常见的国际电话卡之一了，在留学生群体中也颇有名气。在英

国如果问朋友怎么打电话给中国，大家普遍推荐买一张 Lebara 的电话卡，因为毕竟通话

质量蛮不错、而且打给中国的国际长途费用跟本地通话费大差不差。 

同学们可以在机场的自助购买机上买到 Lebara 的电话卡，以及便利店都可充值。或者你

可以在线预定，并寄送至你英国的住址，这样你一到宿舍便会拿到电话卡。详情请点击

这里。 

b) Giffgaff                             

Giffgaff 是英国同学们使用最多的电话卡，因为套餐价格便宜，方便预定，与国内通话

仅 2P 每分钟. 而且无限流量套餐也是最合算的哦~预定方式只有在线预定并免费寄送。

详情请点击这里。 

c) Three                       

3 公司是英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只要当地有 3 公司的营业厅，全球任何地方都可

以使用其本地套餐。英国全境支持，并且很多欧洲国家、香港都可以使用同一个套餐。

预定方式可以去当地营业厅或者在线预定。详情请点击这里。 

d) EE                              

EE 是英国本地人使用最多的运营商之一，它信号稳定，网速是所有运营商中最快的。

但相对而言价格高一点。但是没个月会根据当地的情况，会有特别的折扣券，比如电影

折扣券和餐厅折扣券。预定方式可以去营业厅以及线上预定。详情请点击这里。 

e) O2                                        

http://www.lebara.co.uk/freesim
https://www.giffgaff.com/
http://www.three.co.uk/
http://www.e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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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为大家介绍一个信号最好，并且英国最大的运营商 O2。同样也是价格偏高，但

信号稳定，出国旅行套餐切换方便。同学们可以去营业厅预定或者在线购买。详情请点

击这里。 

 

 

再来说邮政问题。英国大部分邮政是靠 Royal Mail，或者 TNT，DPD，DHL 以及 UPS。如果同

学们想给家人或者小伙伴寄信或者是明信片，使用 Royal 就可以了。如果寄物品可以选择其

他快递公司。 

 

11. 重要的网站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重要的网站，方便学生们的生活。 

a) 火车票预定：The Train Line  16-25Railcard (Young Person Card) 

b) 旅行住宿网站：www.booking.com   Airbnb 

c) 机票预定：Expedia.co.uk  

 

 

12. 附近的超市 

 

在学校以及市中心有很多超市方便大家购买日用品，小编来介绍几个供大家参考： 

a) Tesco Express 距离学校最近的乐购便利店，可以满足日常生活以及水果蔬菜。地址在：

76 FRIARGATE，PRESTON PR1 2LD 

b) Aldi 超市主打低价格的蔬菜和生活用品，质量都有保障哦~距离 Tesco Express 不远。地

址在：CORPORATION ST，PRESTON PR1 2UZ 

c) Iceland 主打冷冻产品，超市里所有的物品都是冷冻或者冷藏食物，食用很方便，大部

分食物买回去之后可以用烤箱烤就可以食用。价格也是很合算哦~地址在：LOWTHIAN 

HOUSE，PRESTON PR1 2ES 

d) 当然我们中国留学生肯定不能错过中国超市了，里面物品都是国内可以买到的哦~ 也在

大学区附近。地址在：33-35 MOOR LN，PRESTON PR1 7AT 

e) Pound World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一镑店了，里面所有物品都是一英镑的哦~包括很多日用

品，还有饮料，好多实用的物品都可以在一镑店里找到哦~ 地址在：ST GEORGE'S SHOPPING 

http://www.o2.co.uk/
https://www.thetrainline.com/
http://www.16-25railcard.co.uk/
file:///I:/www.booking.com
https://www.airbnb.co.uk/
https://www.expedia.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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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 

 

 

 

 

 

 

 

 

13. 续签： 

关于续签，大家可以首先联系学校 PBS: PBSHelp@uclan.ac.uk  

 

13.1 什么时候可以申请 Tier 4？ 

  

在英国申请的话，如果你是延续学生签证（extend your visa），你需要在你现在签证结束前

的 3 个月内申请，或者是在你 CAS（Confirmations of Acceptance for Studies）下来后的 6 个

月内。或是你从其他类型签证转成学生签证（点击这里了解哪些类型可以转），你需要在现

有的签证结束前申请。 

  

13.2 申请 Tier 4 需要什么条件？ 

  

你需要得到有招收国际学生资质英国大学的无条件录取通知书，并且能够证明你有足够的资

金来支持你在英国的学习。 

  

a) 政府认可的学校及合格的英语成绩。只有他们提供的 CAS（Confirmations of Acceptance for 

Studies – 入学证明）才可以用来办理学生签证。这是申请学生签证不管在国内还是英

国非常重要的一份文件。 

  

b)  证明银行账户中有足够的存款，详细金额要求请看下面。 

 

如何提供资金证明？ 

  

你需要证明你有足够的钱交学费和生活费。存款需要在你申请签证的 31 天内在银行存够 28

天（不管你的钱是在 Current Account 还是 Saving Account，钱必须在 28 天前打入账户，不能

是 28 天内打进来），并出示银行账单。如果你需要用你父母的存款申请学生签证，你需要证

明你们之间的关系，比如提供出生证明或公正，另外你的父母需要提供一封信证明他们允许

你使用他们的银行证明。如果是中文需要找正规翻译机构翻译成英文，不可以自己翻译。 

  

需要准备多少钱？ 

  

除了你的学费以外（学费会在 CAS 上注明），你需要准备足够的生活费来证明你有足够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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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支付你毕业前这一学年的学费，如果还没到毕业，那就需要证明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下一学

年的费用。英国生活费 2015 年 11 月 12 日后有变化，下面举例使用的是最新的要求。 

  

【举例】 

A 今年 9 月份研究生毕业，但是 3 月份需要签证，A 需要证明自己有足够的学费来支付到 9

月份。 

B 明年 9 月份本科毕业，但是今年 8 月份需要签证，B 需要证明自己有足够的学费来支付下

一年的学费。 

  

最新英国政府 2015 年 11 月规定的生活费标准是，在内伦敦（Inner London）地区生活的话，

需要每月 1265 镑的生活费，在这些地方之外生活的话需要每月 1015 镑的生活费。你必须

在签证的时候出示含有足够9个月生活费的银行账单（过去6个月已在英国上过学的除外）。

如果你的课程少于 9 个月，要出示证明你有学习这段时间足够生活费的银行账单。 

 

【举例】 

在内伦敦住的同学需要出示： 学费 + 9 个月 x 1265 镑生活费 = 11385 镑 

在外伦敦住的同学需要出示： 学费 + 9 个月 x 1015 镑生活费 = 9135 镑 

  

如果你在过去的 6 个月里已经在英国读书或毕业，你则是“established presence”情况，你

生活费证明则会从 9 个月降到两个月，如果你的课程少于两个月，要出示你有这两个月足够

生活费的银行账单。 

  

【举例】 

在内伦敦住的同学需要出示： 学费 + 2 个月 x 1265 镑生活费 = 2530 镑 

在外伦敦住的同学需要出示： 学费 + 2 个月 x 1015 镑生活费 = 2030 镑 

  

13.3 都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原件）？ 

  

a) CAS Letter，需要提供 CAS 上面的 Reference Number，这个学校会告诉你。 

  

b) 你申请CAS时所递交的一切材料，比如包含你信息之前学校的毕业或结业证书或成绩单。 

c)  银行存款证明。不需要提前交了学费提供已经支付学费的 CAS，不过如果你已经交了一

部分学费给你的学校，学校会在 CAS 上出示你所交的金额，你就不需要再提供其他材料

证明你已经交过学费或者一部分学费；如果学校没有在 CAS 上出示你所交的金额（包括

学费和宿舍费），你需要另外提供原件材料证明你已经交了，已经交过的金额是可以从

整个资金证明存款中扣减的。举例：A 续签签证，已经交了一年的学费，A 需要出示交

学费的证明外加仅仅生活费的银行账单即可。 

  

d) 有效护照。 

  

e) 近期证件照：45mm x 35mm 彩色照片。不能戴太阳镜、帽子和头巾，要露出双耳。不

要有过多面部表情，不要张嘴和露齿。头像高度（从下巴到头顶）至少要 29mm，背景

颜色为白色或浅灰，把你的名字写在照片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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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申请表（在线完成） 

  

申请费用：在英国境外申请费用 322 镑，在英国申请费用 439 镑。 

  

医疗附加费 

  

根据英国政府最新政策，从 2015 年 4 月 6 日开始，申请赴英工作，学习或和家人团聚超过

6 个月的非欧洲经济区公民需要支付医疗附加费。支付了附加费的申请人可以与英国永久居

民享受同等的国家医疗服务（NHS）。医疗附加费为每年 200 英镑，学生每年 150 英镑，随

行家属通常需要支付和主申请人相同的费用。注意：申请人必须在递交签证申请前在线支付

附加费。还有，如果你被拒签了，你之前支付的医疗附加费会自动退还。大家可以点击这里

了解医疗附加费的具体信息。另外，在英国申请学生签证不需要提供肺结核检查。 

  

 

  

13.4 如何申请？ 

  

在英国延续学生签证你可以在线申请，或者填写好申请表再打印出来邮寄你的材料。如果你

想面签的话，在原有申请费用的基础上还需要额外支付 400 镑并且需要预约。这个服务一旦

预约成功是可以当天获得签证结果的，介绍及如何预约点击这里了解。 

  

  

申请后主要工作就是等！虽然现在网上标注 8 个星期，但在 6 个月内收到结果均属正常。在

英国申请签证递交完后，会收到一封信（如果你是邮寄的话）叫你去指定地点进行指纹采取，

所有签证都以卡片形式（英国境内申请的签证不再往护照上贴纸了），可称为签证卡，官方

名称为“biometric residence permit”。如果你是面签会当日进行，7 日后给你寄回家。这个

卡是粉色的，请大家一定要好好保存！丢了等于就是没有签证了，需要重新补办，关于英国

签证 ID 卡的介绍和如何补办的信息点击这里了解。 

 

 

 

 

 

 

 

 

 

 

 

https://www.gov.uk/healthcare-immigration-application/overview
https://www.gov.uk/healthcare-immigration-application/overview
https://www.gov.uk/tier-4-general-visa/overview
https://www.gov.uk/biometric-residence-permits/re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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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申请家属探亲签证： 

 
对于想来英国看望朋友或者孩子的朋友们可以申请 Standard Visitor visa（访问签证），

这个签证把来英国 6 个月内的旅游、探亲和访友目的都包括了，所以只要你来英国不是为了

学习和工作，都可以申请 Standard Visitor visa，比单独办理探亲签证、访友签证在材料

方面要方便的多。更多信息您可以点击这里进行了解。 

 

办理须知： 

在您来英国的三个月前就可以开始申请了，大部分的申请会在三周内得到回应，但是现在的

受理速度加快了，从国内申请大部分 10 天内就能得到回应，最快的只需两三个工作日，签

证下来一般会给六个月。如果申请人有更充足的理由证明自己需要经常来往英国，比如孩子

在英国定居了需要经常来探望，还可以申请‘long-term visit visa’, 有 1 年，2 年，5

年或者是 10 年可以选择。不过申请的时间越长，需要提供的资金证明也会越多，如果没有

提前往返多次英国的，有签不下来的风险。 

 

相关费用： 

一般的 6 个月访问签需要花费 85 英镑 

Long-term visit visa 则是： 

1 年—324 英镑 

2 年—324 英镑 

5 年—588 英镑 

10 年—737英镑 

 

所需材料： 

1. 有效护照 

2. 两张彩色护照照片 

3. 资产证明可以支付在英国时的费用，比如 6 个月的银行证明或者工资单 

4. 你在英国的行程安排，比如你都会去哪里，会在哪里住 

5. 如果在英国停留 6 个月以上要提供结核病（TB）检测证书 

https://www.gov.uk/browse/visas-immigration/tourist-short-stay-vi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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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基本材料，根据每个人的申请情况有可能还会要求更多材料。所有材料大家都需要翻

译成英文，并且要提供一份翻译证明，上面要有证明人的签名和翻译日期并且证明该翻译是

对原文件的准确翻译。 

 

中 国 境 内 的 英 国 签 证 全 部 包 给 了 VFS.Global 办 理 ， 他 们 的 网 站 是 ; 

http://www.vfsglobal.co.uk/china/  您可以登陆此网站了解更具体的内容。 

 

 

 

 

 

 

 

 

 

 

 

 

 

 

 

 

 

 

 

 

 

 

 

 

 

 

 

 

 

 

 

 

 

 

http://www.vfsglobal.co.uk/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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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如何认证毕业书？ 

 

同学们在拿到英国的学位之后，回国入职大部分是需要学历认证的。也就是说只有拿到学历

认证之后才能入职。那么学历认证是有哪些要求呢？首先你的拿到学校的毕业证书，然后在

境外学历认证系统中注册账号。详情您可以点击这里。 

 

注册账号之后，然后按照网站步骤填写信息。办理地址请点击这里查询。付款之后，便可以

开始准备材料文件。 

 

15.1 准备材料： 

温馨提示：除照片、翻译件和授权声明外，所有材料须交验证机构验看原件（原件经现场审验后即行退回），

我中心只收取复印件。 

a) 一张二寸（或小二寸）证件照片； 

b) 需认证的国外源语言（颁发证书院校国家的官方语言）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正本原件和复印件； 

c) 需认证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所学课程完整的正式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如以研究方式学习获得的学

位证书，需提供学校职能部门（如学院、学籍注册部门或学生管理部门）开具的官方研究证明信原件和复

印件，研究证明信内容应说明学习起止日期（精确到月份）、专业名称、研究方向、所授予学位等信息； 

d) 需认证的国外学位证书（高等教育文凭）和成绩单（研究证明信）的中文翻译件原件（须经正规翻译机

构（公司）进行翻译，个人翻译无效。如到北京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服务大厅递交认证申请材料，可前往

我中心6层服务大厅内的翻译公司办理翻译；如前往北京CBD认证验证办公室和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港）

中心递交认证申请材料,可直接选择同处该办公大厅的翻译公司进行认证翻译。每份认证翻译均需额外提供

一套证书及成绩单（研究证明信）的复印件，因北京 CBD 认证验证办公室内暂无法提供复印服务，烦请有

需求的申请者提前备好相关材料的复印件。翻译件将在翻译完成后直接转入认证程序，无需现场等待翻译

结果。) ； 

e) 申请者留学期间所有护照（含护照首页-个人信息页、末页-本人签字页、以及所有留学期间的所有签证

记录和出入境记录）原件和复印件。如果申请者留学期间护照已超出有效期限，还需提供在有效期限内的

护照原件或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 

f) 申请者亲笔填写的授权声明（《授权声明》模版下载）。  

之后大家就可以等待结果，EMS 发出之后可以登陆认证系统查询状态。注意: 关于学历认证

的所有信息均来自于境外学历认证系统，官方网址点击这里。 

 

http://renzheng.cscse.edu.cn/Login.aspx
http://renzheng.cscse.edu.cn/VfList.aspx
http://www.cscse.edu.cn/Portals/0/hg/sqsm.doc
http://renzheng.cscse.edu.cn/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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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如何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留学人员回国证明是专门给在海外留学毕业的中国学生颁发的，用于办理派遣落户等回国手

续进行相关事项申请时可能需要提供该证明。首先大家可以点击查看官方须知来了解。 

 

不论你现在是在英国留学中，还是已经回国了的毕业生，只要你曾在英国留过学，获得本科

以上的学位，或者曾持有学术访问签证，就可以办理这个证明。首先你要在留学生报道登记

系统上注册，如下图： 

 

注册以后保留登录信息，并在学业完成拿到毕业证之后进行办理。注册一个月后才可以打印

《留学生报道登记表》（这个是给教育部老师盖章的，特别重要）。办理证明是免费的，如果

有收费，同学就要小心了哦~ 

 

留学回国人员证明一共有三联。第一联要由我们自己妥善保存，第二联是可以在回国后向海

关申报购买国产免税车时出示，第三联是由英国驻英使馆教育处（或驻曼城总领馆教育组）

保存留底。 

 

 

 

 

16.1 申请所需材料： 

  

普通学生 

  

a) 准备带序列号的报到登记表（这个可以自行在登记系统上下载打印），并在打印出的登

http://www.edu-chineseembassy-uk.org/publish/portal24/tab5260/info107871.htm
http://srs.moe.edu.cn/
http://srs.mo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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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表下方空白处注明结业日期和回国日期，在右上角贴好一张证件照； 

  

b) 同意驻英使馆教育处向你原就读院校核实情况的授权信（须本人签名），授权信下载地

址； 

  

c) 就读学校出具的毕业或已获得学位的证明信原件，需要包括你是从何时至何时在何校何

专业注册攻读何种学位，已经在何时毕业并获得何种学位，相关负责人签名及单位盖章，

签发证明信人员的联系电话、传真和邮件地址； 

  

d) 毕业证复印件（如果暂时没拿到毕业证的话，则需提供由学校开具的证明信原件，标明

已经通过所有考试，以及完成毕业论文）； 

  

e) 护照身份页和在学期间英国有效签证页复印件（如果期间换过护照或者签证申请过延期，

需要在提交材料时说明）； 

  

f) 回国机票复印件或电子机票确认件或学业结束后回国时护照入境盖章页复印件，并请将

学成回国的入境章及日期标示清楚；如果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在办理本科留

学证明时，如有机票复印件可提供，若没有可提供硕士录取通知书以代替机票； 

g) 贴足英国邮资并写清楚回邮地址的中号（A4 纸的一半）回邮信封。具体要求是：请按照

英文信封的书信格式（收信人信息在信封的右下位置）填写，请用中、英文准确、详细

地写明收信人姓名、回邮地址及邮编，并确保回邮地址在 3 个月内有效。关于邮资，寄

往英国境内的信件，请贴 First Class 邮资；如寄往中国，应贴不低于 1.5 英镑的英国邮票。

由于邮资可能有变化，具体寄回中国需要多少钱，大家可以到邮局问工作人员或者到

Royal Mail 网上查询。推荐大家最好用平邮的方式，像是 Special Delivery、DHL、TNT 这

种尽量不要用，因为教育部的人不会安排人员去邮局寄信。 

 

 

16.2 注意事项 

  

a) 由于材料不能补交，办理《留学归国人员证明》的有关材料必须齐全，否则不会被处理。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再三检查之后再邮寄； 

  

b) 提交的材料一律不退还的，所以毕业证等相关证明提供复印件即可； 

  

c)  关于抵英日期：请填写你来英国的实际时间；入学日期：请填写你本次为申办证明的

相关学业的入学日期；结业日期：请填写课程结业或获得学位的日期；留学期限：从抵

英至结业的全部留学期限； 

  

d) 教育处经审核通过后，所有信息将被锁定，不能进行任何修改或删除，因此，请留学人

员在网上登记注册时，仔细审核信息，确认准确无误后提交； 

  

e) 驻英使馆教育处根据留学人员提供的材料，只开具一次《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如果你

曾获得两个或以上学位或具有两次以上不同的学习经历（含在不同馆区的学习经历），

教育处将依据其在英国所获得的最终学历，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明》，之前所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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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及学习经历，请留学人员本人务必在注册登记表中的“备注”栏中标明。这一备注

的内容将直接打印在《留学回国人员证明》中，留学人员无需重复办理证明。 

  

  

16.3 递交申请材料 

  

  

把材料都准备好了以后，我们需要寄给相关的管片负责老师（点这里查看全部老师联系方式，

处理的老师人数不多，所以各位经常跟我们抱怨速度慢的同学你们要耐心一下），信封准备

好后记得要在左下角注明“申办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的字样。邮寄前请各位同学仔细检查是

否把全部材料都放进去了。材料准备好，附加了贴上邮票的信封，我们就可以把申请寄出去

了。 

  

  

16.4 在国内办理须知 

  

  

在国内办理的话，材料准备上是完全一样的，请参考上面的“申请所需材料”。这里给大家

介绍两种办理方法： 

  

a)  从国内寄到大使馆教育处办理。这种方法是指你直接将上面的材料准备齐之后，从国

内寄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相应的负责老师手上。关于邮票这里有几点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之前就已经决定要回国办理证明，那就记得提前在英国的时候就买好足够邮寄中

国的邮票（因为你要贴在随寄过去的另一个信封上，这样负责的老师就可以把你的证明

给你从英国寄回来）。如果你忘记买邮票，那么不用着急，你还可以上咱们大天朝的某

宝，一淘就有。 

  

b) 托人代办。这里就是指你把上面材料的电子版发给你在英国的同学或者朋友，让他们把

材料打印出来帮你寄到大使馆教育处，这种方法可以省去大笔的物流费用和时间，而且

朋友办理的话更省心方便。之后你还可以让你的同学直接将材料给你寄到国内，或者在

寄过去的材料里附上的信封上直接写上你在国内的地址，并贴好邮票就可以了。 

  

  

16.5 审理所需时间 

  

  

这个办理时间也是要看情况的，一般情况下 20 个工作日左右就可以审核完毕，大家可以在

报到登记系统里查看到办理状态，所以是不能打电话给大使馆或者教育部问的。如果 20 个

工作日后，发现你的个人注册信息审核未通过，可在个人信息中查明不合格原因。如果 20

个工作日后个人信息还是未审核状态，且没有注明不合格原因，说明教育组没有收到材料，

请重新补寄材料。 

  

更多注意事项以及常见问题解答，请大家参考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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