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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成绩优异 名校录取
• G5，罗素集团和牛津剑桥全面大学申请准备
•  2/3 学生成功收到罗素集团大学、伦敦大学及

Specialist Universities 录取
• 最多学生取得的 A Level 成绩为 A*/A

政府监测 权威资质
•  在由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与私立学校监察署（ISI）共同出

具的监管报告中：MPW 三所校区在教学质量、升学情况、学生监
管力度、学生福利安全等方面均获得最高评分“杰出”。

课程广泛 学科齐全
•  开设 A Level、GCSE、Pre-programme、艺术准备课程、大学预

科课程、复活节考前强化辅导课程。
•  提供超过 40 门可选科目，根据学生个人情况及意向灵活选课。
•  专设牛津、剑桥申请指导课程、医学学位申请指导课程。

MPW 安培德私立高中于 1973 年由三位剑桥大学毕业生创办，在伦敦、剑桥
及伯明翰均设有校区，是一所一流的英国私立学校。其全称 Mander Portman 
Woodward 分别为三位创始人的名字。

每年招生约 1100 人，70% 英国本土学生， 30% 国际学生 (中国学生约占 10%)。

作为英国本土最著名的私立高中之一，安培德成立至今已经向牛津、剑桥输送了超
过 200 名高材生，有数千名毕业生成功进入到英国排名前十的顶尖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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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教学 课时密集
•  约 6 人一班，每周授课平均 26 小时，课程设置以升入世界顶尖大

学为目标。
•  通过定期测验、考核及个人成绩分析，着重于培养学生取得高分

的能力。

名师云集 中文导师
•  许多教师毕业于牛津剑桥， 或本身即为 A level/GCSE 相应科目

主考官及教科书编纂者。
•  采用个人导师制度，提供一对一辅助：跟踪学习进度、准备大学

申请、了解学生生活情况。
•  特设中国学生部关注中国学生考试、出勤情况及心理成长。

氛围多元 理想校区
•  三所校区均地处城市中心地带，毗邻世界著名博物馆、大学、 

公园及美术馆。
•  宿舍配备全天候管理团队提供严格监管，可步行往返于校园与

宿舍之间，生活便利，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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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培德伦敦校区位于伦敦市美丽悠久的南肯辛
顿（1区），是首都最富裕独特的地区之一。

学校地理位置优越，与帝国理工大学、皇家音
乐学院位于同一街区；毗邻哈罗德百货、皇家
阿尔伯特音乐厅；距离海德公园和许多世界闻
名的博物馆仅几分钟步行路程，包括自然历史
博物馆、科学博物馆、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工
艺博物馆。

• A Levels
• GCSE
• Pre-A Level
• Pre-Foundation
•  一年制艺术方向

课程

•  MPW UFP 
大学预科

•  IFP 伦敦大学预科
•  复活节考前强化辅

导课程 

ＭＰ Ｗ 伦敦

John Southworth，校长
约翰毕业于莱斯特大学工程学专业，随后于克兰菲
尔德大学取得国防技术硕士学位。在担任 MPW 伦敦
校长之前，他曾先后任命为 Perse 中学联合课程部主
任、Lansdowne 私校校长，以及安培德伦敦校区副校
长。约翰同时也是英国私立学校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成
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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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肯辛顿地铁站

自然历史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

科学博物馆

哈罗德百货

海德公园

科学博物馆科学博物馆

帝国理工大学
哈罗德百货哈罗德百货

帝国理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

皇家音乐学院

KSS 学生宿舍

白金汉宫

唐宁街十号

大本钟大本钟大本钟

威斯敏斯
特教堂

ＭＰ                      Ｗ

科学博物馆科学博物馆科学博物馆科学博物馆

帝国理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

皇家音乐学院皇家音乐学院

帝国理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

皇家音乐学院皇家音乐学院

帝国理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

皇家音乐学院皇家音乐学院

泰晤士河

  和以前在中国相比，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其他
方面，我都学会了独立思考。例如，课程安排让我在每
节课之间能有自己的时间来复习所学的内容。每周的
测试让我更有动力复习。小班授课让我受益匪浅。在
我遇到困难时，老师和同学都会伸出援手。任课老师
和个人导师都非常有耐心，在学习和大学申请上为我
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Cynthia 以 A*A*A*A 的成绩完成了数学、高等数学、物理和
经济学科目，现在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UCL）经济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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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

SELFRIDGES 购物中心

FIVE WAYS 
STATION

KSS 学生宿舍

伯明翰大学伯明翰大学伯明翰大学

  我的每位老师都很出色，个人导师给了我周到的照顾，
因此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每一个在 MPW 工作的老师都愿意
为我提供帮助，他们认为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并对此充满激情。
原本可以确定的是我能去到一所很好的大学，但出乎意料的是
我还在这里遇见了很多出色的人，并收获了真正的友谊。之前
我认为社交会影响学习，但现在我同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学互相
学习。除了 MPW，我不知道哪里还会有这些。

Flora 以 A*A*A*A* 的成绩完成了数学、高等数学、物理和会计科目，
现在就读于帝国理工大学的数学专业。

ＭＰ                      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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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是英格兰除伦敦以外人口最多的城市 ‒ 
作为中世纪的一座市集小镇，如今已发展成为
英国的工业和文化中心。

伯明翰市拥有充满活力与影响力的草根艺术、
音乐、文学及烹饪文化。40% 的居民不超过
25 岁。伯明翰市交响乐团、伯明翰皇家芭蕾舞
团、伯明翰话剧团、伯明翰图书馆等享有世界声
誉的文化机构均坐落于此。 

MPW伯明翰校区位于绿树成荫的 Edgbaston，
毗邻伯明翰大学和伯明翰植物园。学生可以轻松
前往市中心中国城，参观博物馆、画廊和剧院。

• A Levels
• Pre-A Level
• Pre-Foundation
• GCSE

•  NCUK 大学预科
•  复活节考前强化辅

导课程

ＭＰ Ｗ 伯明翰

Mark Shingleton，校长
马克毕业于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商务及法语专业，先
后在教育学院获得英国教育学研究生证书（PGCE）及教
育领导学硕士学位。2009 年，马克接任安培德伯明翰校
区校长。在此之前，他曾担任牛津郡 Cokethorpe 中学
校长及伦敦圣查尔斯私立学校学生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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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距离伦敦约 80 公里，坐拥剑桥大学闻名于
世，是一座古老悠久以学术著称的大学城。

安培德剑桥校区位于剑桥市中心，这里学院林
立，名人辈出。中国近代诗人徐志摩称剑河为
康河，如今在河边仍可找到他的石碑及那首著
名的  《再别康桥》。校园毗邻剑桥大学植物园，
距离国王学院、三一学院、菲茨威廉博物馆仅
有几分钟步行路程。

• A Levels
• Pre-A Level
• Pre-Foundation
• GCSE

• NCUK 大学预科
•  复活节考前强化辅

导课程

ＭＰ Ｗ 剑桥

Tom Caston，校长
汤姆校长毕业于埃克塞特大学地理学专业，而后获得雷
丁大学校园提升管理学硕士学位。汤姆于1999 年加入
施莱克学院（Shiplake College）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此前，他曾在投资银行工作。在加入 MPW 之前，汤姆曾
在多所私立学校担任高级职务，包括在 Framlingham
学院担任副校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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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纪念碑

火车站

KSS 学生宿舍

KSS 学生宿舍

剑桥大学

购物中心

三一学院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梦想着能去世界最好的学校学习，不过
在来到 MPW 之前全然不知该从何下手。MPW 的教学体制让人受
益匪浅，因为每个班的学生人数都很少，你可以直接跟老师对话，
这在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定期测试让每次的复习更有目的，如果
没有学校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我不可能申请到剑桥大学。 

为了实现去牛津剑桥攻读工程学专业的梦想，Simon  选择放弃了中国的
高中学业，直接进入 MPW 剑桥校区入读 2 年制 A level 课程。 
Simon 以 A*A*A*A* 的成绩完成了物理、化学、数学和高等数学科目，现在
就读于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的化学工程专业。

ＭＰ                      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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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学年升学情况

学生成功入读
罗素集团大学、伦敦大学

或 Specialist Universities 

70%

MPW 三所校区多年来均保持着一贯优异的成绩记录。今年，安培德 A level 课程毕
业生们在各科目考试中所取得的最广泛的分数再次是 A*/A 高分。2020 学年，25%
的 MPW 学生成功入读泰晤士排名前十的英国名校*。

80%

57%

A levels GCSE

80%

52%

80%

A* - B

A* - A

9-7 (A* - A)

*2021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英国大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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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7

5

牛津剑桥大学及医学院
包括医学、牙医学等
大学专业录取情况

A
ll 

to
p 20 UK universities

made offers to 
MPW STUDENTS

5

80%25%

成功收获 off er 并升学至
英国排名前十名校学府的
MPW 毕业生百分比为*

超过 2/3 的录取通知书
来自罗素集团大学、伦敦大学

以及 SPECIALIST UNIVERSITIES
(例如，伦敦艺术大学 UAL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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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是英国国家教育、儿童服务和技能培训组织的官方
监管机构，保持绝对独立与公正。其与英国私立学校监察署（ISI）秉承着严格的
评估标准及全面彻底的审查制度，对全英私立院校进行定期监察。由他们一同
出具的监管报告是衡量英国私立院校教学质量、升学情况、校园设施、学生监管
力度、管理层领导力、学生福利与安全、学生道德、社交与文化提升等方面的唯
一标准。

监管报告中，安培德私立高中三所校区全部获得了各项标准的最高评分，成为
英格兰所有私立院校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学校。

ＭＰ				Ｗ		伯明翰，杰出
  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2018 年 2 月

“ 由于高质量的教学水准与一对一导师制度的支持，学生们对待
学习的态度非常积极。他们努力读书并且有取得成功的决心。
学生在课堂实践及校园内外的活动表现堪称典范。”

ＭＰ				Ｗ		剑桥，杰出
  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2019 年 11 月

“ 学校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与学。通过结构合理的课程设置，
并辅以高水平的教学支持，使学生们达到了远高出于平均水平
的学术成绩。”

ＭＰ				Ｗ		伦敦，优秀
  英国私立学校监察署（ISI），2013 年 11 月

“ 学校在学生的精神、道德、社会及文化的发展方面表现杰出。
根据学院树立的目标，学生们被鼓励培养出优秀的自我信念，
拥有自信、自律的自我价值与自我约束力。”

查看完整英文版报告请访问 www.mpw.ac.uk

政府监测报告
Government Inspection Reports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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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MPW 我们不仅希望学生能够在学习上发挥他们最大
的潜力，同时也希望他们在异国他乡可以健康快乐地度过青
春期。当留学生遇到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问题时，常常一个简
单的倾诉就可以让他们压力骤减。我们很骄傲 MPW 中国学
生部可以给到我们的学生这样的支持。

Hong - Head of Chinese Student Services

主任周晓鸿老师在英国生活学习近十七年，拥有教育语言学硕士及企业管理硕 
士学位。自 2011 年起，周老师在 MPW 教授 GCSE/A Level 中文，同时她还是 
AQA, CIE 和 Edexcel 考试局多年的中文科目考官。 

中国学生服务部旨在帮助中国学生更有效地跟学校交流沟通、解答困惑，并培养 
独立处理英国生活及学习相关问题的能力。让每一个中国学生在  MPW 都有一段 
倍受关照和快乐的留学时光。

•  提供事务处理及一对一聊天时间，每周三次，早中晚不同时段。倾听学生的 
声音，协助学生跨越语言障碍，更好地享受在 MPW 的学习生活。

•  每周进行出勤率报告审核，出勤率低于 80% 的同学会收到周老师的警告信。
•  帮助学生个人导师与中国家长之间更有效地沟通，提供交流平台。
•  每两周 1 次学生小组活动，8-9 人一组，帮助学生认识新朋友、丰富生活圈。

中国学生服务部 
 Chinese Studen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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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培德是全英国私立院校中学科最齐全的学校。

学术领域覆盖法学、医学、经济学、建筑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商务、传媒、
艺术等专业。学校根据课程特色提供专属教室，配备先进教学设施。特设艺术、
摄影、陶艺、电影研究及现代语言等工作室。

学生通常选择 3-4 门科目。选课方面学校没有严格限制，会根据学生的本科意向
提出建议。

课程特色：
• 专属个人导师
• 平均班级大小: 5-6人
• 校区: 伦敦, 剑桥, 伯明翰

• 大学申请准备
• 每周最少课时: 26 小时
• 特设中国学生服务部

科目列表：

数学 地质学 中文

进阶数学 经济学 艺术史

统计学 社会学 哲学

物理 商科 古典文明

化学 艺术 宗教研究

生物 纺织 法语

心理学 摄影 德语

计算机科学 平面设计 希腊语

政治 3D 设计/陶艺 拉丁语

法律 传媒研究 西班牙语

历史 电影研究 意大利语

古代史 戏剧研究 俄语

地理 音乐 英语

英语文学 英语语言与文学 EPQ

A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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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要求 (可内测):
 2 年制 A level（9月开学）- 雅思 5.5
 18 个月 A level（1月开学）- 雅思 5.5/6.0
 1 年制 A level（9月开学）- 雅思 6.0

入学年龄:  
 16+
 (未满16周岁学生需有
在英直系亲属照料)



牛津、剑桥大学均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高等学府之一，在过去数百年
间里分别以其在教育、科研、医药、数学、经济及历史等各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
就誉满全球。牛剑与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同属“G5
超级精英大学”。

每年约有 6,600 名本科生在牛津、剑桥大学开始学位课程学习的第一年。然而
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被顶尖学府录取亦非偶然，前期有目标的积累与充分准
备至关重要。在安培德，我们通过系统化、标准化的教学与丰富的经验，指导以
入读世界一流名校为志向的学生通往牛剑之路。

• 迎新日专项主题讲座，细致介绍牛津剑桥学习生活。
• 一对一导师辅导个人陈述写作，强调凸显学科能力。
• 就面试准备提出专业指导意见，培养辩证思维方式。
• 全程辅助完成 UCAS 大学申请，深度解析成功案例。

牛津剑桥名校指导课程 
 Oxbridge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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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业申请指导课程
Medicine

英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生物医药市场和研发国，医学专业享誉世界。在英国，医生
及医疗人员十分受敬重，同时也是高薪职业之一。学生毕业后可进入英国国家
医疗体系（NHS）工作。

英国临床医学本科 5 年制，由 3 年理论知识学习与 2 年实习构成。大学医学院教
育经费主要出自国家教育部、NHS 及相关研究机构拨款，因而招生人数有限。

相较于其他学位领域，英国医学专业申请的竞争格外激烈，录取审核十分严
格，每年每所大学仅招收约 10 名医科生。除了优异的 A level 成绩及相关工作经
验，成功的申请者还需对当下社会所面临的医疗热点问题有所了解，并能够展
示出对医学职业的真挚承诺。 

MPW为励志于在医学界加以深造的学生提供专属课程指导计划，内容涵盖：

每年，由 MPW 伯明翰校区副校长 Adam Cross 及伯明翰校区大学申请总监 Emily Lucas
联合编写的 “医学专业申请指南” 系列丛书全英出版畅销，本校学生免费领取使用。

个人陈述辅导 模拟面试练习

专业测试讲解 时事热点讨论

If you are prepared to show commitment, MPW will support you all the way. 
Attention to the individual, rigorous teaching and genuinely good pastoral care.
Rebecca, from Australia. Now studying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412020 年医学院录取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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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根据年龄与实际情况选择 2 年制或 1 年制 GCSE 课程。

特设中国学生部为中国学生提供心理与情感关怀。个人导师每学年 5 次向家长
及监护人发放学生课业进展报告及授课教师评语。

GCSE

语言要求 (可内测):
 2 年制 GCSE（9月开学）- 雅思 5.5
 18 个月 GCSE（1月开学）- 雅思 5.5/6.0
 1 年制 GCSE（9月开学）- 雅思 6.0

入学年龄: 
 16+
 (未满16周岁学生需有
在英直系亲属照料)

课程特色：
• 专属个人导师
• 平均班级大小: 5-6 人
• 校区: 伦敦, 剑桥, 伯明翰

• 大学申请准备
• 每周最少课时: 26 小时
• 特设中国学生服务部 

科目列表 (11 年级)：

数学 经济学 法语

物理 社会学 德语

化学 商科 俄语

生物 艺术 英语文学

计算机科学 纺织 意大利语

历史 摄影 西班牙语

地理 中文 心理学

英语 戏剧 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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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A Level/Foundation

帮助学生在正式入读 A Levels 或大学预科课程之前打好英语语言基础。同时，
学生通过提前学习相应学科知识、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掌握考试技巧等，进而更
好地适应中英教育系统的过渡。

课程特色：
• 专属个人导师
• 平均班级大小: 5-6 人
• 校区: 伦敦, 剑桥, 伯明翰
• 培养实用型英语语言能力

• 大学申请准备
• 每周最少课时: 21 小时
• 特设中国学生服务部
• 提前学习并积累学科知识

课程介绍：
• 开课时间：九月/一月
• 课程时长：三学期 /两学期
• 课程结构：

 » 必修课: 雅思英语课程

 » 文化课 (两门): 数学、物理、生物、商科、经济学等*

*具体科目视所选校区及学生个人实际情况而定

语言要求：
 雅思 4.5（可内测）

入学年龄: 
 16+
 (未满 16 周岁学生需有
在英直系亲属照料)

  MPW 的 Pre A Level 课程会给帮助你打好一个比较强大的基础，尤其在提
高英语水平的方面，非常有利于之后 A Level 阶段的学习。老师会在开始把讲
课的语速放慢，以便易于理解，然后再将步调缓缓提上去，你会注意到自己语
言能力的提高，慢慢地更有自信。这是我觉得学校对我帮助最大的地方。

Mark, 通过就读一年 Pre A Level +两年 A Level 获得伦敦大学学院 (UCL) 商务管理专业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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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针对想要进入伦敦艺术大学（UAL）学习的同学。学院配有完善的艺术专业
设备与相应工作室，包括两间艺术工作室、一个摄影工作室、一个陶艺工作室以
及戏剧工作室等。采用小班教学及专属个人导师系统，为学生提供一对一作品
集指导点化。

连续 12 年里，MPW  申请伦敦艺术大学，包括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切尔西艺术
学院﹑坎伯韦尔艺术学院、伦敦时装学院的国际学生全部申请成功。

一年制艺术短期课程

语言要求：
  雅思 5.5（单科不低
于 5.0、可内测）

入学年龄：
 16+

学术背景：
  A Level 在读或完成
高二/高三课程

 学生需在申请时提交 
5-6 页作品集

录取标准：

课程特色：
• 专属个人导师
• 平均班级大小: 5-6 人
• 开设校区: MPW 伦敦

• 大学申请准备
• 每周最少课时: 26 小时
• 特设中国学生服务部

课程介绍：
• 课程时长：1 年（9月-6月）
• 课程结构：

» 必修课 (一门) – 作品集辅导

» 专业课 (两门) – 艺术，纺织，摄影，平面设计，3D 设计/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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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非常友好，并且乐于助人，校园里充斥着轻松
自如、富有创造力的学习氛围。除此之外，我很喜欢学校的地理位置，让
我可以随时参观坐落在伦敦街头大大小小的画廊，并参加各式各样的艺
术展，帮助自己的灵感获得启发。学校的艺术专属工作室是我最经常去的

地方，在那里我可以静静地专注于自己的作品集。

     来自中国的 Angela Tso，目前就读于伦敦艺术大学（UAL）切尔西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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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获伦敦大学批准的国际预科项目， IFP 课程的课堂教学、教材及资源均由伦
敦大学开发提供，包括访问虚拟在线学习系统等。课程强调实用性学术能力的
发展，为意向就读商科经管、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学生提供掌握本科所需学习技
能与储备知识的理想途径。

课程特色：
• 专属个人导师
• 平均班级大小: 9人
• 开设校区: MPW 伦敦

• 大学申请准备
• 每周最少课时: 30 小时
• 特设中国学生服务部

课程介绍：
•  课程时长：两学期 (9月- 4月)
• 专业领域：商科、社会科学
•  课程结构：

 »  选修课 (㆕门)  
数学与统计学、经济学、法律、政治学、国际关系、高等数学

IFP 伦敦大学预科 
 University of Lond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Programme

语言要求：
 雅思 6.0（单科不低于 5.5，写作 6.0）

平均成绩：
 80+/100（GPA：3.0/5.0）

入学年龄：
 17+

录取标准：

学术背景：
 完成高中二年级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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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W 的 IFP 预科课程不仅帮助我巩固了数学与经济学的所学知识，同时还
使我了解了之前从未接触过的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相关内容。 

对我来说，IFP 预科课程最好的地方是它的所有科目都同现实生活紧密连接。例
如，数学课上讲授的收入成本利润，就很容易运用到未来的学习与工作生活中。我

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国际关系，它教我如何用不 同的理论和视角看待国际事务。 

国际预科课程中，我还学习了关于政治、经济的长篇幅论文写作。这不仅大大提升了我的
写作能力，还意味着在申请大学时，我的优势不仅只体现在数学方面。

来自中国的 Ziyue Wang，通过入读 IFP 国际预科项目，成功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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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至今，已有 23500 多名学生通过 NCUK 国际预科项目成功入读本科学
位。顺利通过 NCUK 国际预科的每位学生都保证拥有升入 16 所联盟大学之一的
名额，可选本科专业课程超过 3000 个。

课程特色：
• 专属个人导师
• 平均班级大小: 6-9 人
• 开设校区: 剑桥, 伯明翰
• 百分百本科录取保证

• 大学申请准备
• 每周课时: 21 或 28 小时
• 特设中国学生服务部
• 可获大学联合录取 Offer

课程介绍：
• 课程时长：三学期 / 两学期 (MPW 伯明翰校区)
•  专业领域：商科、人文、工程学、自然科学
• 课程结构：请参考 NCUK 课程手册

NCUK 大学预科
 NCUK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Year

语言要求：
 三学期制：雅思 5.5（单科不低于 5.0，可内测）
 两学期制：雅思 6.0（单科不低于 5.5，可内测）

入学年龄：
 17+

录取标准：

平均成绩：
 75+/100（GPA：2.5/5.0）

学术背景：
 完成高中二年级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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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学年 NCUK 国际预科优秀毕业生：

学生姓名 成绩 录取大学 录取专业

Darren A*A*A* - A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KCL 经济管理学

Sybel A*A*A - A 伯明翰大学 土木工程学

Mirano AAA - A 布里斯托大学 人类学

Zhaokun A*A*B - A 利兹大学 法律与全球化

Ojuolape BAA - B 皇家外科医学院 (爱尔兰) 医学

 我选择 NCUK 科学方向进行学习是因为它的课程设置能帮我
进入理想大学。 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对实验报告和学术论文的撰
写，我学会了如何去寻找学术资源和参考文献。 通过预科课程的学

习，我的批判性思维技能获得了稳步提升，同时我也对未来的大学
生活有所准备。 

我喜欢这里的小班授课，因为我可以轻松自在地向老师提问。老师们都很友好，且乐于提供
帮助。 正因为如此，我无论是在学术还是在个性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果没有我的个人
导师 RYAN 和各科导师的帮助，我是不可能收获布里斯托大学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CL）生
物医学科学专业的录取通知的。

来自中国浙江的 Huanhuan Ji，通过入读 NCUK 国际预科项目， 
成功获得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CL）和布里斯托大学的录取。

合作大学：
• 伯明翰大学
• 阿斯顿大学
• 布里斯托大学
• 伦敦大学皇后玛丽学院
• 伦敦金斯顿大学
•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 索尔福德大学
• 谢菲尔德哈雷姆大学 
• 曼彻斯特大学
• 谢菲尔德大学
• 利兹大学
• 肯特大学

•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
• 利兹贝克特大学
• 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
• 布拉德福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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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W UFP大学预科 
 University Foundation Programme

针对未来意向在商科或工程学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国际学生所设立，获得包括伦
敦大学在内的超过 20 所英国大学认可。课程注重培养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
及独立自主学习能力。课程设置灵活，可选择春季、秋季入学。

课程特色：
• 专属个人导师
• 平均班级大小: 6-9 人
• 开设校区: MPW 伦敦
• 可选一月或九月入学

• 大学申请准备
• 每周最少课时: 21 小时
• 特设中国学生服务部
• 两学期制支持 STS 签证

课程介绍：
• 课程时长：三学期 (9月-5月)/两学期 (1月-5月)
• 专业领域：商科、工程学
• 课程结构：请参考 MPW UFP 预科课程手册

语言要求： 
 三学期制：雅思 5.0（单科不低于 4.5，可内测）
 两学期制：雅思 5.5（单科不低于 5.0，可内测）

入学年龄：
 17+

学术背景：
 完成高中二年级
课程

录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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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学年 UFP 课程毕业生录取大学包括：

• 杜伦大学
• 伦敦大学城市学院
•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合作大学：

• 杜伦大学
• 邓迪大学
• 萨里大学
• 雷丁大学
• 布里斯托大学
• 埃塞克斯大学
• 兰卡斯特大学
• 南安普顿大学
•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
• 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

• 约克大学
• 利兹大学
• 伯明翰大学
• 阿斯顿大学
• 莱斯特大学
• 阿伯丁大学
• 利物浦大学
• 考文垂大学
• 布莱顿大学
• 苏塞克斯大学
• 东英格利亚大学

55%Russell Group and                                    
UoL placements

Distinctions and commendations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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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W 三所校区均为学生组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旨在培养学生在智
力、体能、艺术及文化各领域全面发展，帮助学生在课堂以外结交到志同道合的
小伙伴。 

*实际课余活动请参考不同校区具体安排

校园生活 
 Enrichment and Extracurricular

运动：

• 羽毛球
• 篮球
• 足球
• 板球
• 网球

• 橄榄球
• 高尔夫
• 瑜伽
• 现代爵士舞
• 健身房

艺术/戏剧：

• 陶艺
• 戏剧俱乐部
• 绘画
• 摄影

俱乐部/社团：

• 学生会
• 吉他入门
• 电子音乐
• 辩论社团

• 中文社团
• 国际象棋
• 科学俱乐部
• 创造性写作

• 校园杂志社
• 爱丁堡公爵
• 青年电影学院
• 社会企业小组

大学申请准备：

•  商务、政治、 
艺术领域名家演讲

•  Top 大学 
收生官演讲

•  名校拜访 
及课程试听

•  UCAS (大学申请 
系统) 介绍周

• 牛剑申请准备
• 医学申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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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W 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及偏好选择喜爱的住处，例如学生宿舍、寄宿家庭或
租住公寓等。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由肯辛顿学生服务中心（KSS）提供的学生宿舍：配有 24 小
时全职管理团队，学期内每日早晚查寝，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采取不同管理方
式。地处伦敦切尔西区，可步行往返于校园与宿舍之间，生活便利安全。主要房
间类型包括：

• 单人公寓（Studio，独立卫浴、独立厨房）
• 单人套房（En-suite，独立卫浴、共享厨房）
• 单人间（Standard room，共享卫浴、共享厨房）

KSS 学生宿舍提供每日早餐，同时举办小课堂等活动，组织学生们探讨关于烹饪
与健康饮食方面的技巧经验，培养学生社交及独立生活的能力。学生可根据需
求选择是否加入晚餐供应计划。

关于住宿 
 Accommodation



入学申请�
�How to Apply

1.� 填写申请表格并提交以下材料：
• 个人护照复印件
• 过往英国签证复印件（若有）
• 英语语言测试证书
• 在读证明/毕业证
• 成绩单

2.� 参加远程面试，过程中将探讨：
• 学生意向就读课程
• 感兴趣及擅长科目
• 理想大学及专业方向

3.� 参加入学测试（视实际情况）：
• 英语
• 数学

4.� 申请成功后，接收录取通知书。

5.� 填写注册表格并缴纳相关费用：
• 注册费：£350
• 押金（冲抵第三学期学费）

6.� 安排住宿，确认教育监护人信息。

7.� 换取�CAS，准备签证递签材料。

8.� 成功获签后，学校将陆续发送：
• 新生临行指南
• 新生欢迎手册

9.� 预定航班，安排接机。

10.�抵达校园，注册报到。

相关申请材料递交请直接联系面试官，或发送至 international@mpw.ac.uk。 

为确保成功获签，学校强烈建议学生通过正规教育中介或专业律师于递签前审核签证材料是否
齐全并符合条件。若学生不得不自行办理签证，请联系 MPW 国际招生部。 

A highly signi�cant factor in 
the students’ progress is their 
excellent attitude to work, to 
their tutors and to the college.
ISI Inspection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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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W  
伦敦

MPW  
伯明翰

MPW 
剑桥

学费（每年）

两年制 A levels £32,400 £23,400 £26,400

一年制 A levels £33,900 £25,200 £29,700

一/两年制 GCSE £32,400 £23,400 £26,400

Pre-A Level/Foundation £32,400 £23,400 £26,400

一年制艺术短期课程 £25,800 – –

IFP伦敦大学预科 £22,500 – –

NCUK大学预科 – £18,900 £20,850

NCUK大学预科两学期制 – £18,900 –

MPW UFP大学预科 £25,800 – –

住宿费（每年）*

KSS 学生宿舍（含早餐） £19,950 to 
£20,750

£12,000 to 
£15,250

£12,000 to 
£15,950

其他费用

雅思语言课程 (每学期)** £2,000 £1,750 £2,000

注册费 £350 £350 £350

押金*** £10,000 £8,000 £9,000

*肯辛顿学生服务中心 (KSS) 为 MPW 集团全资子公司。具体住宿费用请咨询国际招生部。

**A Levels 及 Art Portfolio 艺术课程学生，若入学前雅思未达到总分 6.5，写作 6.5，需参加雅思课。

***押金与注册费同时支付。押金将用于冲抵第三学期学费。大学预科项目学生仅需支付押金 £3000。

费用估计 
 Fees

International Prospectus 2021/2022 | 33



  我非常享受在 MPW 的学习时光。在这里
学习 A LEVEL 与我在中国的学习经历非常不
同。MPW的老师们都非常友好，并且十分了
解每个学生的能力。当我需要任何帮助时，
我都可以向他们具体地询问或请教。  

Piper, 现就读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LSE) 精算科学专业。

  在过去的一整年里，不论是我的个人导师还是
授课老师们都非常地乐于助人，并且有同理心。
尤其是在申请医学的过程中，从 UCAT 考试培训
到面试准备，他们从各个方面都有帮助到我 – 我
真的太感谢他们了！  

Oscar, 现就读于布里斯托大学医学专业。

  我觉得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在 MPW 度过的！
我在国内的成绩本来很一般，但是去了MPW 以后，
我在所有科目都取得了佳绩。MPW 帮我实现了去剑
桥大学读书的梦想。

Jamie，毕业于剑桥大学经济学专业。  

国际学生安培德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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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W 教我如何成为一个更努力的人，这里的
环境让我能够专注于学术研究。尽管我在开学后一
个月才抵达学校，我的个人导师和授课老师们都非
常积极地帮助我补习错过的课程。   

James，现就读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CL）生物医学科学专业。

  我真的很感谢在 MPW 学习期间所得到的
来自学校的支持，特别是我的个人导师同我
每周一对一的辅导对我的大学申请助益良
多。老师们的耐心和愿意回答问题的态度
都极大的帮助了我。   

Liubov, 现就读于帝国理工大学 (IC) 生物化学专业。

    我在这里收获了精彩无比的体验，并通
过各式各样的机会得到了自我提升。我真的
很开心也很庆幸自己在MPW度过了这两年
美好的时光。  

Severins，现就读于苏塞克斯大学市场营销和管理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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