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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学生在毕业后六
个月内找到工作

或继续深造
（2016/17年HESA毕业生就业表现

指数）

在英国留学仅两年同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学费套餐仅£20,000起，就在南威尔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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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前景
我们的课程由曾在私营或公共机构工作后进入学界

的老师们教授，这意味着他们对行业的最新知识十

分了解，他们的教学也紧跟最新行业动向。这使你

所学的知识适应当今职场要求。在南威尔士大学，

我们所有课程的设计都以你的职业需要为中心，这

样我们就可以培养你获得成功所需的专业技能、对

自己的信心以及相关知识。

我们的就业服务包括：

• 工作安排：大学有专门的就业服务，帮助你获得

工作经验及找工作；

• 企业联系：我们和许多全球性的机构有着十分紧

密的联系，包括：IBM、劳斯莱斯、汇丰银行、

BBC以及英国航空公司，以确保我们的课程教授

雇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 专业认证：我们的许多课程荣获了专业机构的认

证，表明得到行业认可；

• Grad Edge：Grad Edge是南威尔士大学的就业力

计划，该计划为学生组织课外活动，例如客座讲

座，建立交际网络的社交活动，以及非常实用的

培训，例如如何准备简历和领英上的个人简介。

我们对提升学生职业前景的重视确保了95%的学生

在毕业后6个月内开始就业或是继续深造*。

为什么来我们这里学习？
在我们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毕业生需要国际经验来

显示他们有很强适应各种环境和文化的能力。比起

曾在英国学习并且获得成功，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来开启你的事业旅程呢？

大学开设的课程涵盖广泛专业学科。学生在具启发

性、挑战性和参与性的教学环境中学习。我们在毕

业生就业、教学、支持和学生满意度方面都享有很

高的声誉。

无论你是在跟随BBC的高层还是主要航空公司的航

空工程师学习，你将成为一个了解雇主需要并令你

在职场抢占先机、拥有专业精神的大学的一份子。

南威尔士大学

“我的课程涵盖广泛的商务知识，同时还教授一些热门话题，包括：

全球化、跨文化沟通、以及新企业… 这些话题与跨国环境非常契合，

并帮助我更清楚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作为商科课程的学生，我感觉自

己在商务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培训”。

Ziwen Yao, 课前英语课程和国际商务课程（续本）

• 2016/17年HESA毕业生就业情况指数

学费套餐
（荣誉）文学／理学学士续本课程 + 硕
士（非STEM ）
£20,000** 节省 £6,000
（荣誉）文学／理学学士续本课程 + MBA
£20,500** 节省 £5,500
（荣誉）理学学士续本课程 + 硕士（STEM）

£20,500** 节省 £5,500

开学日期
2019年9月与2020年2月*

* 以最后安排为准

续本课程的入学要求
• 相关专业学制3年的大专文凭或英国国家高等教

育文凭（HND）；

• 至少IELTS 6.0，单科不少于5.5（或其它受认可的

英语考试获得相当该成绩的分数）的英语成

绩；

• 如果你达不到英语语言的入学要求，我们会提

供一系列课前课程来为你的学术课程做准备。

入读课前课程必须参加UKVI IELTS（IELTS英国签

证及移民测试）考试。

衔接到硕士课程的入学要求
• 以2:2荣誉学位或更好的成绩成功完成续本的学

士学位课程，大学将确保你参加相应的硕士学

位课程的学习;
• 参加土木工程（荣誉）理学学士（大专文凭

后）课程学习的学生需获得2:1荣誉学位的成绩

方可升读硕士课程。

标准学费
（荣誉）文学 / 理学学士续本课程

£12,600* 
文学／理学硕士课程

£13,400
一般本科课程+硕士课程

£26,000

课程信息

*修读续本课程的学生需在入学时交齐修读续本学士学位课程全部学费，而减免的部分将在升读的硕士课程中显示为奖学金。以上学费适用

于2019-20年度入学的学生。学费逐年增加。

**如欲获该学士与硕士课程的学费套餐优惠，必须在申请时一并申请学士和衔接的硕士课程。以上学费适用于2019-20年度入学的学生。学

费逐年增加。

USW卡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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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国际学生在第一年通常喜欢住在校园里，

但大学也可以帮助你找到位于校外的合适住所。

自制膳食的单间套房：

每周£107.17起

自制膳食的公寓房：

每周£168.63起

校外标准间：

大约每周£50起（不包括水电煤气等杂费）

* 以最后安排为准

地理位置
大学校区遍布南威尔士。卡迪夫和新港市各有一

个校区，此外，在附近的帕地普利德还有一个校

区。我们的校区都是环境气氛适宜的学生社区。

在校园里，你能在同一地方找到自己的全部所

需 --- 教室、图书馆、食肆、以及和朋友相聚的地

方。大部分续本课程都在我们的帕地普利德校区

授课。帕地普利德结构紧凑、气氛友好，距离卡

迪夫仅20分钟车程，周边青山绿意环绕，吸引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生活费用
英国签证与入境处建议每个学生每月应当预备

£1,015作为生活费（不包括学费）。

生活方式
在每个校区都有学生会设施，一共有50多个学生

俱乐部和社团，有些是专门为国际学生设立的。

在这里可以进行许多帮你保持健康和活力的活

动，包括骑车、橄榄球、羽毛球、高尔夫、田径

以及其它很多活动。大学还是理想的观看体育赛

事、体验英国文化以及休闲娱乐的地方。这里附

近有许多旅游景点如千禧体育馆、卡迪夫城堡、

威尔士国家自行车馆以及布雷肯•俾肯国家公园。

住宿
无论你希望住在校园里，还是附近，我们都会让

你有在家般舒适的感觉。住宿服务处负责分配宿

舍，管理你们的住宿，包括宿舍楼里的管家服务

和设施。

10

关于我们

www.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  +44 (0) 1443 654 450

学习体验
南威尔士大学以高质的教学、现代化的学习设施

以及热心提供支持的员工著称。我们的教师们致

力于确保他们的讲座、辅导课、研讨会以及工作

坊都基于商务活动中的真实问题，同时能调动每

位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此外，员工们组织实地考

察和社交活动，确保学生在共同学习过程中受益。

我们的本科课程不仅为培养学生的知识和技能而

设计，而且提供使他们能够尝试应用这些知识和

技能的机会；硕士课程均为课堂面授，我们使用

网络化在线学习（e-learning）来支持，但不会取

代课堂授课时间。

评估形式多样，有平时作业、分组相互测评、自我

测评、个人和小组简报以及考试等。我们的续本和

硕士课程旨在通过培养你的学术分析能力来提高你

之前课程中与职业教育的相关性，为你马上步入职

场作好准备，并助你发展成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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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迎新周期间的卡迪夫湾游

USW帕地普利德校区的山区宿舍楼

爱丁堡

曼彻斯特

伯明翰

伦敦卡迪夫

都柏林

贝尔法斯特

帕地普利德 
新港
ÒÒ

Ò布里斯托

帕地普利德校区的
翠佛瑞和格林塔夫校园

卡迪夫校区

新港城市校区

机场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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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南威尔士的大学生

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不

仅包括课程里的知识，还

有实际技能和在英国的生

活。在学习的过程中，我

总能从辅导老师、信息中

心、学习资源中心、指导处以及同学

的建议和信息那里获得启发和激励。

老师们和蔼可亲，鼓励学生和他们多

交流。我非常喜欢学生和老师之间的

互动。通过交流，英语口语得到了提

高，知识和眼界也得到了扩展”。

Wenxin Zhou, 
续本国际商务衔接MBA课程

续本课程与硕士学位 2019-2020

南威尔士大学

这些认证是对卓越教学质量的认可，使南威尔士

大学的学生获得某些科目的免考，及获得某些专

业机构的准会员资格。例如：

• 大学荣获ACCA白金级培训机构认证；

• 大学是英国首家被“英国企业行业技能团体”评
为“企业卓越中心”的大学；

• 我们是特许采购与供应学会（CIPS）最大的“卓
越中心”之一，反映了我们在物流领域杰出的教

学质量和国际声誉。

除了课程获得专业认证外，学生们还可以使用专

业设施来提升他们的学习体验。会计与金融专业

的学生可以使用金融交易室，里面配备了现代的

电脑硬件和软件，及大型等离子屏幕，显示彭

博（金融交易世界的领先信息供应商）提供的金

融数据。交易室为会计和金融类课程增添了新的

亮点，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来做

决定的仿真环境。

除了学术员工的支持外，大学还专门任命了续本

课程辅导员，为所有在学院学习的学生提供支

持。辅导员们会热心协助你们适应在英国的生活

和学习，指引你在大学不同支持部门获得帮助，

来克服可能会遇到的语言和文化障碍。

商务与社会学院
商务、会计以及金融知识和技能在全世界都有很

大的需求，拥有成功事业的机会巨大，并为事业

向上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商务与社会学院的商科专业课程丰富，许多获得

了国际领先的专业机构的认证，其中包括：

•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

• 特许采购与供应学会（CIPS）

• 特许人事与发展学会（CIPD）

• 特许市务学会（CIM）

• 特许物流与运输学会（C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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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与社会学院

续本课程（一年）

• 银行、金融与投资（荣誉）理学学士

• 商务与会计（荣誉）文学学士

• 商务与金融（荣誉）文学学士

• 商务与人力资源管理（荣誉）文学学士

• 商务与市场营销（荣誉）文学学士

• 商务与供应链管理（荣誉）文学学士

• 商务研究（荣誉）文学学士

• 国际商务（荣誉）文学学士

升读的硕士学位课程（一年）

• MBA

• 会计学理学硕士

• 工程管理理学硕士

• 金融与投资理学硕士

• 法务审计与会计理学硕士

• 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 国际银行与金融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企业理学硕士

• 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理学硕士

• 领导力与管理理学硕士

• 管理学理学硕士

• 新兴经济银行与金融理学硕士

• 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 公共关系理学硕士

• 战略数字营销理学硕士

• 战略领导力（健康与社会关怀）理学硕士

• 战略采购管理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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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本课程与升读路径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院

土木工程（荣誉）理学学士大专文凭后课程衔

接：

• 土木工程与环境管理理学硕士

• 土木与结构工程理学硕士

续本电力与电子工程（荣誉）理学学士课程衔

接：

• 光电理学硕士（可选实习）

• 嵌入式系统设计理学硕士（可选实习）

www.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  +44 (0) 1443 654 450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院
为确保学生使用现代化、符合行业标准的设备，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院对实验室和教学场地不

断进行检测评估，并定期更新。

除了提供专门的苹果电脑和个人电脑室，学院还

为学生预备了专业设施，例如：

•       我们的卡里普索（CALYPSO）实验室有

       Catapult C综合工具的软件许可证和相关支

       持。Catapult C综合工具用于更快更具成本效

       益地开发象新一代智能手机这样的高级电子产

       品，并帮助工程师们应对在越来越复杂的电路

       板和芯片设计世界中的设计挑战。实验室由电

       子设计自动化的先锋Calypto Design Systems 
        Inc公司赞助。英国仅有四所大学、而全球也

       仅有六十所大学被授权使用这套价值£190万的

       软件；

•       学院的瑞萨嵌入式系统（Renesas Embedded 
        Systems）实验室包括25个新的高端终端来运

       行最先进的工具。设施是和全球微控制器的领

       先制造商瑞萨公司合作设计的。瑞萨公司的赞

       助确保了学生使用的是最新科技和发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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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W帕地普利德校区翠佛瑞校园

“首先，我决定去一个

我的朋友都没去过的地

方，所以我选择了威尔

士。我选择南威尔士大

学是因为大学的电力工

程专业看上去很棒，非

常适合我。这里的人们非常友好，员

工效率很高，教授们致力于帮助我们

达成我们的目标。这里为学生提供的

支持实在是太充足了”。

Danilo Meira Conrado, 
电力与电子工程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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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选择的课程有商务、会计或财务或计算机或工程
仅仅需要两年
同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3年 5-20周 1年 1年

大专文凭或HND 课前英语课程（如需要） 本科学位（续本）课程 硕士学位课程

*单科每科至少4.0

**写作至少4.5，其它单科每科至少4.0

***写作至少5.5，其它单科每科至少5.0

目前水平 长度 学费

IELTS 4.0* 20周 £7,300

IELTS4.5* 15周 £5,475

IELTS 5.0** 10周 £3,350

IELTS5.5*** 5周 £1,825

£12,600 £13,400

续本课程与硕士学位
学费套餐 节省高达 £6,000

商务、会计和金融

工程和MBA

£20,000

£20,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