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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50,000校友汇聚成真正的全球

网络

6,400小时的学者志愿服务记录

160+国家和地区拥有申请“志奋领”

奖学金的资质

100+英国大学可供申请者选择就读

99%的“志奋领”校友推荐英国留学

65+场独享活动在一年中展开

53%的现就读学者为女性

36年培育未来领袖的经验

1年改变生活的英国经历

随着我们的世界面临着无数挑战，“志奋领”正在寻

找有激情、有想法、以及有影响力的人为我们提供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所需的解决方案和领导力。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FCO）提供这个独一无二
的奖学金，是因为我们相信教育和国际网络对于培

养有效的未来领袖至关重要。

我们相信“志奋领”不仅会打开大门，也会打开您

的思维。

在英国的这一年，您将会接触一系列的独享活动、交

流机会和英国境内旅游。以往的学者曾参访唐宁街

10号、攀登斯诺登山、在伦敦的画廊展出艺术品、在

英国广播公司（BBC）实习、为老年人提供志愿服

务、在剑桥联合会（Cambridge Union）参与
辩论、以及坐在安菲尔德球场的主队更衣室中。这一

切，都在您攻读紧张的硕士课程期间进行。

您会学习您的学科、了解英国，但最重要的是——

您会了解您自己。

我们希望在英国这一年充满挑战但丰富多彩的学习

能够激发出您的新想法，让您可以回到祖国将您的

想法变成现实。

志奋领还会提供什么？数字中的志奋领

想法成真

的地方

获得“志奋领”

奖学金，

留学英国高等院校

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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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奋领”奖学金是英国政府设立的全球奖学金项目，为

未来领袖提供在英国学习的独特机会。

 “志奋领”奖学金的资金由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FCO）及合作机构提供。这些“志奋领”奖学金让来

自世界各地的杰出新兴领袖在任何英国大学任何专业

攻读为期一年的硕士学位。

 “志奋领”学者拥有远大抱负、具有领导潜能、强大的

学术背景、卓越的过往记录，逐步在各自国家的一系列

领域担任重要职务。

加入由超过五万名拥有专业素养的领袖组成的有影

响力的全球网络，申请“志奋领”奖学金，请访问 

www.chevening.org/apply

志奋领是什么？

通过遇见新的朋友和发

现英国的魔力，这一年

充实了我的灵魂，拓宽

了我的视野。我现在意

识到世界是广阔的，一

旦迈向成功的意志被点

燃，我们的雄心就没有

止境。

在英国这一年间你加入

的网络、接触到的机会

和经历的体验是无可比

拟的。没有什么比成为

志奋领学者更好的方式

来度过一年的人生了。

 “志奋领”提供全额奖学金，使您可以心无旁骛地追求

职业目标，享受这个终身难忘的经验。

您将在英国生活和学习一年，在此期间，您将会在职业

和学术上获得发展，建立广泛的关系网络，体验英国文

化并与英国建立持久的积极关系。完成学业后，您会带

着将您的想法变为现实所需的知识和网络离开英国。

成功申请“志奋领”奖学金可享受一系列福利，包括 ：

 • 全额学费

 • 固定生活费用

 • 往返英国的机票

 •  参加专属交流活动、实习、英国境内旅游、研讨会、

座谈会以及志愿活动的机会 

 • 加入由五万名领袖组成的国际网络

申请理由？

我志奋领之旅最精彩的

部分是我遇到的人。我

的同学们帮助我增强了

自信心，即使在我怀疑

自我的时候也是如此。

他们还是很棒的导游。

我建立起了一生的联

系。

 “志奋领”奖学金申请者必须 ：

 •  是符合“志奋领”奖学金申请国家的公民，并同

意在完成学业后，返回原来所在国工作与生活最

少两年

 •  已获得能让你在英国大学参加研究生课程的本

科学位

 • 最少有两年工作经验

 • 此前未曾从英国政府获得在英国学习的资助

没有年龄上限。

请访问 www.chevening.org/scholarships， 

阅读详细的申请标准

我具备资格吗？ 如何申请？

 请仔细阅读这份资料并妥善保管，以供将来参考

  请选择 3 个符合条件的英国硕士研究生课程，然

后分别申请这 3 个课程

 预约英语语言测试

 为您的申请指定两位推荐人

  8 月 5 日至 11 月 5 日之间在线申请 ： 

www.chevening.org/apply

后续步骤？

 

 

 

 

 

2020年 

上半年

2020年 

中期

2020年 

7月

2020年 

9月至 

10月

所有候选人均可获得申请进展状况的通知。

条件优异的候选人将获得面试机会。

面试过的候选人将收到通知，以获知他们是

否已被选中、列入储备名单或未能通过面试。

选中的候选人和储备候选人必须至少已经接

收到其所申请的 3 个硕士研究生课程中的一

个课程所发出的无条件录取通知，并且必须

已满足“志奋领”的英语语言要求，才能继

续保持待录取资格。

成功入选的申请人将作为“志奋领”学者开

始在英国的学习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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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学们帮助我增强了

自信心，即使在我怀疑

自我的时候也是如此。

他们还是很棒的导游。

我建立起了一生的联

系。

 “志奋领”奖学金申请者必须 ：

 •  是符合“志奋领”奖学金申请国家的公民，并同

意在完成学业后，返回原来所在国工作与生活最

少两年

 •  已获得能让你在英国大学参加研究生课程的本

科学位

 • 最少有两年工作经验

 • 此前未曾从英国政府获得在英国学习的资助

没有年龄上限。

请访问 www.chevening.org/scholarships， 

阅读详细的申请标准

我具备资格吗？ 如何申请？

 请仔细阅读这份资料并妥善保管，以供将来参考

  请选择 3 个符合条件的英国硕士研究生课程，然

后分别申请这 3 个课程

 预约英语语言测试

 为您的申请指定两位推荐人

  8 月 5 日至 11 月 5 日之间在线申请 ： 

www.chevening.org/apply

后续步骤？

 

 

 

 

 

2020年 

上半年

2020年 

中期

2020年 

7月

2020年 

9月至 

10月

所有候选人均可获得申请进展状况的通知。

条件优异的候选人将获得面试机会。

面试过的候选人将收到通知，以获知他们是

否已被选中、列入储备名单或未能通过面试。

选中的候选人和储备候选人必须至少已经接

收到其所申请的 3 个硕士研究生课程中的一

个课程所发出的无条件录取通知，并且必须

已满足“志奋领”的英语语言要求，才能继

续保持待录取资格。

成功入选的申请人将作为“志奋领”学者开

始在英国的学习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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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50,000校友汇聚成真正的全球

网络

6,400小时的学者志愿服务记录

160+国家和地区拥有申请“志奋领”

奖学金的资质

100+英国大学可供申请者选择就读

99%的“志奋领”校友推荐英国留学

65+场独享活动在一年中展开

53%的现就读学者为女性

36年培育未来领袖的经验

1年改变生活的英国经历

随着我们的世界面临着无数挑战，“志奋领”正在寻

找有激情、有想法、以及有影响力的人为我们提供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所需的解决方案和领导力。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FCO）提供这个独一无二
的奖学金，是因为我们相信教育和国际网络对于培

养有效的未来领袖至关重要。

我们相信“志奋领”不仅会打开大门，也会打开您

的思维。

在英国的这一年，您将会接触一系列的独享活动、交

流机会和英国境内旅游。以往的学者曾参访唐宁街

10号、攀登斯诺登山、在伦敦的画廊展出艺术品、在

英国广播公司（BBC）实习、为老年人提供志愿服

务、在剑桥联合会（Cambridge Union）参与
辩论、以及坐在安菲尔德球场的主队更衣室中。这一

切，都在您攻读紧张的硕士课程期间进行。

您会学习您的学科、了解英国，但最重要的是——

您会了解您自己。

我们希望在英国这一年充满挑战但丰富多彩的学习

能够激发出您的新想法，让您可以回到祖国将您的

想法变成现实。

志奋领还会提供什么？数字中的志奋领

想法成真

的地方

获得“志奋领”

奖学金，

留学英国高等院校

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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