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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关注我们的微博，或浏览i.youku.com/uswchina 来体验在南威尔士大学学习的特别经历吧。

如果地理位置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同时拥有城市生活、乡村和海岸，一定能满足你。大学在帕地普利德、卡迪夫

和新港都有校区，你可以享受南威尔士的一切 ―― 城市生活和文化、美丽的海滩以及迷人的乡村。

我们的互动虚拟观览让你有机会恍如身临帕地普利德、卡迪夫和新港校区，还可以看到大学设施的360度广角全景，包括飞机

库、图书馆、全天候的运动场以及其它设施。

选择学位和在哪里学习是一项重大决定，我们可
以在这里帮助你。

虚拟
观览

看看我们设施的360度
广角画面：
southwales.ac.uk/

virtual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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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摩根谷的Dunraven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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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学的日常学生生活，我们的博客还可以在如何申请大学方面提供许多指导意见 —
从开放日和你的自荐信到如何充分利用好学生生活。如果你对学生生活有任何问题，可
以随时通过Tumblr、instagram或者推特和他们联系。

USW的博客通过他们的影像和文字网志来

分享大学学生生活。来关注一下，看看
他们眼中的USW生活是怎样的吧。

见见我们的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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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Tumblr上关注他们的博客：southwales.ac.uk/uswbloggers，
或Instagram和推特@uswbloggers上来找他们吧。

PETER GRIFFITHS
来自威尔士的成人护理（荣誉）
护理学学士学位课程三年级学生

MARCIANA ROMERA
在卡迪夫校区学习的来自美国的电影学
（荣誉）文学学士学位课程二年级学生

JIA WEI
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野生动物
生物（荣誉）理学学士课程学生

在卡迪夫校区学习的来自
捷克的媒体制作专业学生

LUKAS NAVESNIK

LAUREN COLE
来自斯旺西（Swansea）

的市场营销
（荣誉）文学学士学位课

程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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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南威尔士大学（USW）的时光将对你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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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在这个由严谨的研究来支持教学的学术社区中，见到富有创意和激励上进

的教师和技术人员。这些研究与真实世界联系紧密，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可

再生能源、犯罪学、媒体以及健康服务等。

我们以大学这个多元化的社区深感自豪。谁在这里学习，或用怎样的方法授

课，都会被包容接纳。如果你选择USW，你将有机会见到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人

士，并与之交友。他们中既有18岁的本科生，也有取得成就的专业人士。无论

你是刚刚开始工作还是已驰骋职场，这都将帮你建立有助于自己事业发展的专

业人脉关系。

你在USW的时光将开拓你的视野，教你学会用全新的方法去理解身边的世界，

释放潜能来帮助自己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像你们一样的学生在选择了我们大学学成毕业后，有管理国际大公司的，也有

经营自己企业的。他们的成就达到了所在职业的顶端，成为法官、校长以及卫

生保健专业人士。他们出版了著作、为时装表演做设计、甚至荣获了奥斯卡奖

项。你也一样可以做到！

我希望能很快见到你们。

校长

茱莉·礼顿(Julie Lydon)教授 OBE

非常高兴在这里

欢迎
你对南威尔士大学的兴趣
并向你介绍我们的国际学
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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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国际团队
欢迎你

国际与欧盟
招生组
我们在此为你对前来南威尔士大学学

习答疑解惑，无论你只是在考虑前来

学习，还是已经递交了申请。

我们知道有时当面讨论你的申请会更方

便，因此我们经常出访海外，与学生和

家长见面。如欲了解我们何时到访你所

在的国家，请在大学网站上查看关于你

所在国家的网页：

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联系我们：

international@southwales.ac.uk 
+44 (0)1443 654 450

入境与
国际学生
指导组
在国际学生到达前和整个学习过程中，

我们为你们在非学术领域，诸如入境程

序、适应新文化以及在英国的日常生活

等方面，提供信息和指导。我们还负责

主办国际迎新活动、安排迎接新生、组

织各类社交活动及全球助理项目。我们

还和大学的其它部门合作，确保大学符

合在计分制体系中第四级（Tier 4） 入

境法规的要求。

联系我们：

international.advice@southwales.ac.uk
+44 (0)1443 482 083. 

你也可以通过网上聊天“询问指导

员（Ask an Advisor）”联系我们。请浏

览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来了

解详情。

我们的国际与欧盟招生组及我们的入境与国际学生指导组
和大学的咨询与录取部密切合作，确保入学申请得到及时
有效的处理。他们在你递交申请之前、过程中以及之后为
你提供帮助，确保申请的过程尽可能顺利。

入境与国际学生指导组

从左至右：James Morris, Kath Williams, Tim G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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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迎新周

你知
道吗？

我们有一个国际校友会，
帮助你与在世界各地的
终身朋友保持联系。

国际与欧盟招生组

从左至右：Joe Paley, Sally Fairburn, Dr Lisa Davies, Sally-Anne Awcock,
Richard Stacey, Jo Scaple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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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区位于帕地普利德、卡迪夫和新港，你可以尽享南威尔士所

供应的一切 一 城市生活与文化、美丽的海滩以及迷人的乡村。

南威尔士热情好客，我们的学生热爱USW的友好气氛。大学所有校区

交通方便，汽车、火车以及飞机都可到达，不论你从何而来，这里和

家的距离都不觉遥远。请翻页来看看你将会在哪个校区学习。

南威尔士是英国不同凡响的一部
分，同时拥有城市生活、乡村和
海岸。

南威尔士：
完美的地理
位置

你知道吗？
威尔士有些人说威尔士语，但不用担心，这
里每个人都会说英语，大学的课堂和平日活
动都是用英语进行的。

布雷肯·俾肯国家公园



爱丁堡

曼彻斯特

伯明翰

伦敦
卡迪夫

贝尔法斯特

帕地普利德
新港

帕地普利德校区的翠佛瑞校园
和格林塔夫校园

卡迪夫校区

新港城市校区

机场Ò

ÒÒ
Ò布里斯托

Ò

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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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原因让我选
择来威尔士学习，例
如，与英国其它地方
相比，威尔士的生活
成本较低，而且住
宿、饮食、娱乐、旅
游以及教育都很容易
负担。”

USW的校区位于三个不同地
点 －－ 帕地普利德、卡迪夫
和新港。
请翻页了解详情。

格拉摩根遗产海岸

“英国有我喜欢的课

程、多元的文化、卓

越的学术水平，还给

予我经济援助。我觉

得USW的校园雅致、

宁静、平和，这里

的人们友好、乐于助

人，我很享受住在这

里的感觉。”

来自巴基斯坦的志奋
领学者Attique ur
Rahman
法务审计与会计理学
硕士课程

来自马来西亚的Nurshuhada Abdul Rahman
时装行销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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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地普利德：
充满新鲜空气的校园

USW帕地普利德校区

USW帕地普利德校区被开阔的绿意环绕。我们的学生喜爱

这里的社区氛围，及生活与学习在同一处的便利。

USW帕地普利德校区由两个校园组成：翠佛瑞和格林塔

夫。从遗产级建筑到新建的现代大楼，帕地普利德既反映

了大学过去的历史，又体现了对未来的雄心壮志。在这

里，你可以找到你的所有需要 —— 教室、图书馆、咖啡厅

以及餐饮食肆，还有一起聊天聚会的朋友。

你可以在这里学
习的课程是：

• 会计学 • 警务学

• 商务 • 心理学

• 计算机 • 科学

• 工程 • 运动学

• 健康 • 课前英语语言

• 人文 课程

• 法律

USW的帕地普利德校区位于南威尔士的正中央，
距离卡迪夫火车车程仅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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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掘距帕地普利德仅20分钟火车车程的卡迪夫

USW帕地普利德校区有什么？
•  宿舍楼
•  学生会
•  图书馆和学生中心
•  运动中心
• 餐饮食肆和咖啡厅
•  USW运动园
• 频繁通往卡迪夫和其它城镇的

火车
• 宗教服务及供不同宗教信仰进行

祷告的设施
• 国际区域

•  学生社区和社交活动

•  开阔的绿意空间和新鲜的空气

•  距卡迪夫20分钟的火车车程

• 热情友好的欢迎

• 威尔士的国家丽都

• 触手可及的城市、山峦和海滩

帕地普利德：
你在这里会发现什么

在线观看
从航空影像

俯瞰校园：

southwales.ac.uk/
pontytour

USW Pontypridd, Treforest

USW帕地普利德校区的
格林塔夫校园

“南威尔士绝对是可以在你的家以

外成为家的地方。卡迪夫距帕地普

利德校区仅20分钟火车车程，所以

城市生活近在咫尺。我常去健身房

，充分利用周围环境和设施，养成

了健康的生活习惯。在这里的感觉

简直棒极了。”

来自巴西的志奋领学者Oscar Ferreira do Carmo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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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迪夫：
首府都市里
的校园
USW卡迪夫校区位于市中心，让

你身处威尔士首府的中心地带。

.

卡迪夫湾

USW卡迪夫

你可以在这里学
习的课程是：
•  动漫与游戏

•  设计与传播

•  戏剧、舞蹈与表演

•  时装

•  电影与视觉效果

•  新闻学与媒体

•  音乐与音响

•  摄影

USW卡迪夫
USW卡迪夫校区是为创意产业专业同学们预备的家园。

我们刚完成了新一轮的投资和建设，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专业

的环境里为你提供更专业的设施，来提升你的创意工作能力。

这里还有学习空间、图书馆和学生会 －－ 都在同一幢令人刮目

相看的大楼里。在网上可以一睹大楼的风姿：

southwales.ac.uk/Cardiff。

卡迪夫是英国媒体制作的主要中心，BBC的Roath Lock剧集工作

室和Pinewood工作室都近在咫尺。BBC在威尔士的总部即将迁来

市中心，而卡迪夫湾也即将成为威尔士ITV的新家。

卡迪夫以文化与娱乐之城而著称，创意产业在这里的机会是无

穷的。

卡迪夫的购物廊



13国际学生指南 | 2019-2020

•  充满活力的艺术与实况音乐

• 遍布风景名胜的城市–

从城堡到海湾

• 每晚都有丰富的夜生活

• 购物者的天堂– 从独立爱 

德华购物廊到高端时尚品牌

• 国际体育比赛

•  绿意空间– 公园与绿树

的城市

• 距伦敦的火车车程仅两小时

• 多元文化的都市

卡迪夫
等待着你的

是什么？

卡迪夫的千禧中心

卡迪夫的
学生生活

来看看学生们在这个首府
都市可以得到什么：

southwales.ac.uk/
10postcodes

“威尔士毫无疑问是我在英国最喜爱的地方

之一，因为这里给人温馨的感觉，而且极易

融入适应。这里的人们热情友好。卡迪夫尤

其多元化，你在这里随处都可以见到来自不

同国际背景的家庭和学生。”

来自利比亚的志奋领学者Muhanned Kalash
全球治理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来发掘距卡迪夫仅15分钟火车车程的新港

你知道吗？
卡迪夫被“2017年苏格兰皇家
银行（RBS）学生生活指数”
评为全英最物美价廉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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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
河畔的校园
新港是个充满前景的学生城市

USW新港校区
校区位于城市的正中心，俯瞰尤斯卡河，是全大学最具标

志性的建筑之一。这里是全新港拥抱城市生活最好的地

点 。而住宿楼仅在几分钟之外的步行距离，所以即使要赶

9点钟的课也不用太早起床！

USW新港校区开设了不同的专业学科，你将从在这个多元

化的环境里学习而得益。我们致力于不断进行校园建设 —
最近刚建成了一个有星巴克、学生会设施以及学习空间的

餐厅；而新的建设还在进行中。无论你学习的是商务还是

师范课程，USW新港校区的设施都不会令你失望。

USW新港



•  充满前景的独特城市

•  丰富的夜生活和娱乐

•  USW新港校区对面的新购物与消闲中心

•  令人自豪的工业遗产

•  距伦敦的火车车程仅两小时

新港：
你在这里会看到什么

15国际学生指南 | 2019-2020

你可以在这里学习
的课程是：
•  商务

•  辅导

•  酒店与餐饮管理

•  社会工作

•  教师培训

•  儿童与家庭工作

•  青年与社区工作

仔细看看
了解一下新港的学

生生活：
southwales.ac.uk/

newport

USW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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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天际线

迪拜：
充满机会的国际
枢纽
卓越的工程水平
培养顶级工程师和为就业准备就绪的毕

业生是南威尔士大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的

使命。我们在USW帕地普利德校区教授

飞机维护专业高等教育课程，提供相关

设施。而现在，我们也在迪拜校区开设

同样的课程。

我们的飞机维护工程课程受到了欧洲航

空法的认可，航空法由欧洲航空安全局

（EASA）制定。我们是英国唯一一所将

工业标准资格证书“EASA Part -66” 嵌入

荣誉学位的大学，在一个校园授课。在

完成EASA要求的培训课程后，学生们将

在两年后获得“EASA Part -66” 飞机维护

工程师的执照，而一般获得执照需要五

年的时间。

在南迪拜的新机
会
大学激动人心的新建设为学生在这个航
空工业正在崛起的全球枢纽提供了新机
会 。我们的迪拜校区毗邻正在修建的世
界最大的机场Al Maktoum国际机场，位
于被专门建设成为工商中心的南迪拜。

校园拥有一系列专业设施，使我们的
课程能面向未来与时俱进。为了提高你
的学习质量，我们将充分利用与行业的
紧密联系，并与区域的重要伙伴密切合
作。快来加入我们及众多已经在全世界
的航空航天界工作的飞机维护与航空学
专业毕业生吧。

在迪拜校区授课的
课程：
通过不同的授课路径来获得一个受认可

的英国学士学位：

•  飞机维护工程（包括预科

   年）（荣誉）理学学士

•  飞机维护工程（荣誉）理学

   学士

•  飞机维护工程（续本）（荣

   誉）理学学士

我们正在计划开设更多课程，欲了解最

新的发展与详情，请浏览：

southwales.ac.uk/dubai 

你知
道吗？

未来20年对商业航空工

程师的需求估计超过

648,000人。
（波音 2017）

你知道吗？
在迪拜开设的课程及颁发的学位
证书和在英国校区的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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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迪拜是学习的
好地方？

• 真正多元文化的城市

• 跨大洲的航空枢纽

• 拥有世界著名的建筑物

• 美丽的景点、度假胜地和公园

• 2020年世界博览会主办城市

开放日是了解大学校园和专
业的好机会。来看看我们的
课程、住宿、给学生的拨款
和奖学金，甚至还有申请程
序吧。我们的学术团队将在
这里回答你的问题，令你陪
感亲切。活动全年无休，快
来我们的网站上订位吧：
southwales.ac.uk/dubai 

开放日
来参观

我们的迪拜校区拥有：

• 飞机装配机库
• 航空电子实验室
• 铆接车间
• 燃气轮机车间
• 电脑实验室
• 学生社交场所
• 学生图书馆

Uninest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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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未来是
我们的追求

以事业为中心
就业力是我们所有工作的核心。我们

致力于让你在毕业后马上开始成功的

事业。我们甚至将就业力作为教学大

纲的一部分，让工作实践指导教学，

并教授职场所需要的技能。

专业技能
我们不断投资校园建设来确保你有一个

尽可能最好的学习体验，获得你需要的

技能。我们的学生在模仿职场的环境里

学习他们的专业，使用职场里使用的同

样的设备和软件。这种方法确保你为将

来的职场做准备，为你建立获得成功的

信心。

USW毕业生

的学生在毕业后
六个月内就业
或继续深造。

(DLHE 2016/17)

高质的课程
所有大学都需要参加定期审评，来检测

教学质量与学术标准。审评工作由英国

质量保障局（QAA）执行。质量保障局

是由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和英国大

学共同资助的独立机构，职责是确保学

生在学期间获得最好的教学和支持。

因此，学生们可以确信南威尔士大学的

学位不仅得到质量保障和国际认可，而

且无论就业环境要求如何严苛，通过这

里的学习你都能将自己装备齐全，为未

来的事业打下坚实基础。请在

www.qaa.ac.uk/InstitutionReports上参

阅最新的审评报告。

95%

南威尔士大学是英国规模
最大的大学之一，我们为
学生提供的是出色的机会
和前途。
USW的课程不只意味着一张文凭。在教室内外，

我们都会帮助你实现你的专业和个人潜能。

以下关于在这里学习的信息是你

需要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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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认证的课程
大学的许多课程都获得了专业机构的认证，这代表课程达到了行业的最高标

准，并为你在参加专业证书考试时获得免考。以下为部分与我们合作的专业

组织：

学生生活
在大学你将结交终身朋友、尝试新鲜事

物、并成长得更独立。作为威尔士最大

的大学，我们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加

入，所以你会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

人士。

科研
USW的科研会带来真正改变，它们为社

会、文化和经济领域提供解决问题的办

法，指导决策。

根据2014年的“科研卓越框架（REF 
2014）”，大学一半的科研被评为世界

领先或国际优秀。这意味着为你授课的

是位于他们领域前沿，能帮助你了解行

业最新思想和发展的老师们。

欲了解我们目前的科研项目、科研机会

以及如何成为一名研究类课程学生的详

情，请查阅有关硕士研究办公室的信

息：southwales.ac.uk/gro。

ACCA

Creative Skillset

RICS

CIPD

CIPS

CIM

BCS

Engineering Council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The Geological
Society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Royal Aeronautical
Society

JBM

IET
APM

CILT

ILM

CMI

CIPR

IDM

PRCA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The Chartered
Society of Forensic

Sciences

Royal Society of
Biology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课程受到了国际上雇主们广泛

认可的人力资源协会（CIPD）的认

证，这就是为什么USW是我首选申

请的大学。课程为你装备雇主需要

的知识、技能和专业态度。”

来自威尔士的Stephen O’Shea
人力资源管理（荣誉）文学学士学
位课程

BJTC

The General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CIEEM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with I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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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什么课程？

大学这么多课程，从预科到硕士以上水平，应有尽有，决
定读哪个可能会有些困难。我们在这里为你如何选择课程
及哪种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提供一些建议。

想想你是怎样一个人、喜欢做什么、擅长什么、喜欢学习什么、想要怎样的事业。享受你的学习过程及授课方式是非常重要

的。你是喜欢阅读资料来进行科研，还是喜欢亲自动手？

当你看到我们出色的课程、设备和毕业生就业率，我们希望你能选择USW。关于最新课程及其它进一步信息，请浏览：

southwales.ac.uk/courses。

图例
• USW 卡迪夫          

• USW 新港

• USW 帕地普利德

•在线授课

• USW迪拜

动漫（荣誉）文学学士学位课程学生Becky Peel的作品

“电脑动漫课程真是很有趣。导师告诉我们要享受课程项目，

学得快乐。我们上写生课来提高绘画技巧，上编织课来学习动

漫和电影理论。这里的人们友好，并乐于助人，让我能在大学

愉快地学习。”

来自中国的Yue Liu
电脑动漫（荣誉）文学学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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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创意与治疗性艺术（荣誉）文学学士                                      • 

艺术实践（艺术、健康与福利）文学硕士                             • 
艺术实践（美术）文学硕士                                                         •

                                                                                                             

生物学                                                    
生物学（荣誉）理学学士*                                                            •
法医生物学（荣誉）理学学士                                                    •
法医生物学理学硕士                                                                       •
人类生物学（荣誉）理学学士*                                                  •
国际野生动物生物学（荣誉）理学学士                                 •
医学（荣誉）理学学士                                                                  •
医学与生物化学（荣誉）理学学士*                                         •
自然史（荣誉）理学学士*                                                            •
自然史与媒体（荣誉）理学学士**                                           •

会计与财务                                                                
                                                                                                      

会计与财务（荣誉）文学学士                                                    •
银行、金融与投资（荣誉）理学学士（续本课程）          • 
法务会计（荣誉）文学学士                                                         • 

金融与投资理学硕士                                                                       •
法务审计与会计理学硕士                                                              •
国际银行与金融理学硕士                                                             •
专业会计理学硕士（有ACCA培训）                                         • 

动漫与游戏                                          
                                                                                                      

动漫（荣誉）文学学士（二维与定格动画）                        •
电脑动漫（荣誉）文学学士                                                         •
电脑游戏设计（荣誉）文学学士                                                •
游戏艺术（荣誉）文学学士                                                         •

动漫文学硕士                                                                                     •
游戏企业文学硕士                                                                            •

会计与财务（荣誉）
文学学士学位课程学生Matthew Sensier

你知道吗？
大学被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认可为白金级培

训机构。

你知道吗？
我们的毕业生受聘于著名的电影公司，曾参与诸如《地

狱怪客II 》（Hellboy 2），《 P-Force》, 《守望者》

（Watchman），《贝武夫》（Beowulf）以及《快乐的

大脚》（Happy Feet）等影片的制作。

你知道吗？
我们的人类生物学（荣誉）理学学士课程的老师们是

心血管、生理学、生物力学、免疫学、遗传学与组织

再生学领域的专家。

*开设了预科年课程
**以获得认证为准

“来威尔士学习是我所做的最好

的决定。威尔士的产品与服务和英

国其它地方一样好，但生活成本却

低很多。这里有高质的教育和科

研，对国际学生还有非常棒的支持

服务。”

来自马来西亚的Cheng De Chang
金融与投资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你知道吗？
96%的电脑动漫（荣誉）文学学士学位学生对课程满

意（2018年全国学生调查NSS）。

的人类生物学（荣誉）
理学学士学位学生

对课程满意
（2018年全国学生调查NS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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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荣誉）文学学士                                                •
国际商务（荣誉）文学学士（续本课程）                             •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荣誉）文学学士                                      •
市场营销（荣誉）文学学士                                                         •
公共关系（荣誉）文学学士                                                         •
战略客户管理（荣誉）文学学士**                                           •

工商管理博士（DBA）                                                              ••
工商管理硕士（MBA）                                                                   •
工程管理理学硕士                                                                            •
全球治理理学硕士                                                                            •
健康经济理学硕士                                                                            •
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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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卫生保健领导力理学硕士                                                              •
管理理学硕士                                                                                     •
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
项目管理理学硕士                                                                            •
公共关系理学硕士                                                                            •
战略数码营销理学硕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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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筑环境                                               
                                                                                                      

建筑项目管理（荣誉）理学学士*                                             •
项目管理（测量）（荣誉）理学学士*                                    •
数量测量与商业管理 （荣誉）理学学士*                              •

建筑项目管理理学硕士                                                                  •
安全、健康与环境管理理学硕士                                                •

商务与管理                                          
                                                                                                      

商务管理（荣誉）文学学士                                                    ••
商务研究（荣誉）文学学士（续本课程）                             •
商务与会计（荣誉）文学学士（续本课程）                        •
商务与财务（荣誉）文学学士（续本课程）                        •
商务与人力资源管理（荣誉）文学学士（续本课程）    •
商务与市场营销（荣誉）文学学士（续本课程）               •
商务与供应链管理（荣誉）文学学士（续本课程）          •
大型活动管理（荣誉）文学学士                                                •
酒店与餐饮业管理（荣誉）文学学士                                      •

“到海外留学是生活中巨大变化。

大学知道这一点，所以做好了准

备提供支持，来帮助你适应新的

环境。这里的设施非常棒，助你

成功的每个工具都可以供你使

用。你需要做的只是充分利用为

你提供的这一切。”

来自乌干达的Gertrude Nankumba
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课程

你知道吗？
94%的建筑环境专业学生在毕业后六个月内就业或继续

深造（2016年毕业生调查）。

你知道吗？
我们与包括IBM、劳斯莱斯、汇丰银行和BBC等国际大企

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开设了预科年课程
**以获得认证为准

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学生对他们的课程

满意。
（2018年全国学生调查NSS）

100%
USW帕地普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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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应用网络安全（荣誉）理学学士                                                •
计算机科学（荣誉）理学学士*                                                  •
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学硕士                                                              •
电脑应用程序开发（荣誉）理学学士*                                    •
电脑应用程序开发计算机学硕士                                                •
计算机法务（荣誉）理学学士*                                                  •
计算机法务计算机学硕士                                                              •
电脑游戏设计（荣誉）文学学士                                                •
电脑游戏开发（荣誉）理学学士*                                             •
电脑游戏开发计算机学硕士                                                         •
计算机安全（荣誉）理学学士*                                                  •
计算机安全计算机学硕士                                                              •
游戏艺术（荣誉）文学学士                                                         •
信息通信科技（荣誉）理学学士*                                             •
信息通信科技计算机学硕士                                                         •

计算机法务理学硕士                                                                       •
计算机系统安全理学硕士                                                              •
计算机与信息系统理学硕士                                                        •
网络安全理学硕士                                                                            •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

化学与药剂学                                    
                                                                                                      

化学（荣誉）理学学士*                                                                •
化学理学硕士                                                                                     •
药用与生物化学（荣誉）理学学士**                                       •
药剂学（荣誉）理学学士*                                                            •
药剂学理学硕士                                                                                 •

脊椎矫正学                                                                
                                                                                                      

脊椎矫正学硕士*                                                                              •

“南威尔士大学是英国唯一一家教

授经脊椎矫正学总会和欧洲脊椎矫

正学教育协会认证过的全面的脊椎

矫正学学位课程。大学课程的最

后一年为学生提供在威尔士脊椎矫

正院门诊科做实习医生的机会，

使学生在为病人的诊疗过程中积累经验、提高临床

技能。”

来自马来西亚的 Nigel Nathan Chin Jie Jiun
脊椎矫正学硕士学位课程

USW帕地普利德

USW帕地普利德的脊

椎矫正诊所

*开设了预科年课程
** 以最后确认为准

你知道吗？
我们93%的计算机专业学生在毕业后六个月内就业或继

续深造（2016年毕业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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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与表演                                          
                                                                                                      

表演与媒体（荣誉）文学学士                                                    •
表演艺术（荣誉）文学学士                                                         •
舞台与戏剧（荣誉）文学学士                                                    •

戏剧文学硕士                                                                                     •
歌曲创作与制作文学硕士                                                              •

教育                                                          
                                                                                                      

早期教育与实践（荣誉）文学学士（可获早期教育实
践者的地位）                                                                                     •
儿童和家庭工作（荣誉）文学学士                                           •
儿童研究（荣誉）理学学士（续本课程）                             •

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健康（CAMH）文学硕士                          •
教育学（教学上的创新）文学硕士                                           •
领导力与管理（教育）文学硕士                                                •
特殊/额外教育需要（SEN/ALN）文学硕士                            •
英语作为外语的语言教学（TESOL）文学硕士                     •
特殊/额外教育需要（SEN/ALN）文学硕士（自闭症）     •

犯罪学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与青少年司法（荣誉）理学学士          •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荣誉）理学学士                                      •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与社会学（荣誉）理学学士                   •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与心理学（荣誉）理学学士                   •
法医学与犯罪学（荣誉）理学学士                                           •
心理学与犯罪学与刑事司法（荣誉）理学学士                   •
法律与犯罪学与刑事司法（荣誉）法学学士                        •

犯罪与司法理学硕士                                                                       •
成年与青少年罪犯工作理学硕士                                                •

舞蹈                                                          
                                                                                                      

舞蹈（荣誉）文学学士                                                                  •

设计                                                          
                                                                                                      

广告设计（荣誉）文学学士                                                         •
电脑游戏设计（荣誉）文学学士                                                •
插图（荣誉）文学学士                                                                  •
时装设计（荣誉）文学学士                                                         •
时装推广（荣誉）文学学士                                                         •
时装行销与零售设计（荣誉）文学学士                                 •
图文传播（荣誉）文学学士                                                         •
室内设计（荣誉）文学学士                                                         •
电视与电影布景设计（荣誉）文学学士                                 •

图文传播文学硕士                                                                            •

Cardiff  戏剧专业学生在USW卡迪夫校区进行彩排

作为我们课程的一部分，
你可以组合学习不同技
能，例如音乐、舞蹈、

视觉戏剧、马戏团
艺术、街头艺术和
嘉年华的组合。

你知道
吗？

你知道吗？
100%的平面传播（荣誉）文学学士学生对他们的课程

满意（2018全国学生调查NSS）。

你知道吗？
你可以上网观看关于犯罪学的视频，阅读我们学生的故

事：southwales.ac.uk/criminology。



室内设计（荣誉）文学学士学位课程学生Olivia Laxton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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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设计学生在毕业后六
个月内就业或继续深造。

（2016毕业生调查）

100%

看看我们的学生是怎
样纪念 “全国画画日”

的吧：
southwales.ac.uk/doodle

你画画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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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土木）                               
                                                                                                             

土木工程（荣誉）工程学学士                                                    •
土木工程（荣誉）理学学士*                                                       •
土木工程（荣誉）理学学士（大专后课程）                        •
土木工程工程学硕士                                                                       •

土木与结构工程理学硕士                                                              •
土木工程与环境管理理学硕士                                                    •

工程学（航空航天）                 
                                                                                                      

航空工程（荣誉）工程学学士*                                                  •
飞机维护工程（荣誉）理学学士*                                          ••
飞机维护工程（荣誉）理学学士（续本课程）                ••
航空工程工程学硕士                                                                       •

航空工程理学硕士                                                                            •
航运工程与管理理学硕士                                                              •

在威尔士通用电气航运产品支持工程部工作的

飞机维护工程（荣誉）理学学士学位课程学生Wayne Kwenda]

“威尔士对国际学生非常热情友

好。这里的生活成本和英国其它

地方相比要低许多，又有美丽的

风景区供我们游览。这里的主要

语言是威尔士语，但人们都说英

语。威尔士教育的科研和教学是

世界一流的。你自己来亲眼看看吧。Croeso i
Cymru －－ 威尔士语：欢迎来威尔士。”

来自马来西亚的Lalitambiga Gandhi (Lali)
飞机维护工程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南威尔士大学的土木工程是一

流的。设施非常棒，特别是结构

实验室和电脑实验室。课程教会

了我在工地工作时的健康与安全

意识，并给了我解决问题的知识

和信心，为我在建筑界工作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我学会的最有用的东西是如何有

专业的行为表现。现在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处理各

种各样的专业挑战和情况。”

来自斯里兰卡的Thirunathan Pradeepkumar
土木工程（荣誉）理学学士学位课程

航空工程学生可以使用
我们的MP521飞行模拟器

来试试他们飞机设计
的飞行性能。

你知道
吗？

*开设了预科年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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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                                    
                                                                                                      

机械工程（荣誉）工程学学士*                                                  •
机械工程工程学硕士                                                                       •
机械工程（荣誉）理学学士                                                         •

机械工程理学硕士                                                                            •
专业工程理学硕士                                                                            •

工程（电力与电子）                    
                                                                                                      

电力与电子工程（荣誉）工程学学士*                                    •
电力与电子工程工程学硕士                                                         •
电力与电子工程（荣誉）理学学士（续本课程）               •
灯光设计与科技（荣誉）理学学士*                                         •
音响与现场大型活动制作（荣誉）理学学士*                      •

电子与信息科技理学硕士                                                              •
移动与卫星通信理学硕士                                                              •

USW帕地普利德校区的材料测试实验室

“我毕业的时候决定参加项目管

理理学硕士学位课程的学习。USW
的环境鼓励成长，我喜爱这里积

极向上的氛围，也喜爱学生和他

们所学课程的多元化。”

来自卡塔尔的Mohamed Al Hajeri 
机械工程（荣誉）理学学士学位课程

工程学硕士学位
我们的工程学硕士学位会让你作为一名本科生就获得硕

士水平的教育，掌握高级技术与专业技能，使你更胜一

筹。该学位还为你成为一名特许工程师打下全面的教育

基础，使你在毕业时更接近这个专业会员资格，让你的

事业更上一层楼。

*开设了预科年课程

灯光设计与科技（荣誉）
理学学士专业的学生对

他们课程表示满意
（2018年全国学生调查NSS）。

100%

机械工程专业
的学生在毕业后
六个月内就业
或继续深造

（2016毕业生调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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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地质与环境                          
                                                                                                     

地理（荣誉）理学学士*                                                                •
地质学（荣誉）理学学士*                                                            •
地质与自然地理（荣誉）理学学士                                           •
自然史（荣誉）理学学士*                                                            •
自然史与媒体（荣誉）理学学士**                                            •
地理地理学硕士                                                                                 •
危害与灾难管理理学硕士                                                              •

危害与灾难管理理学硕士                                                              •
可再生能源与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
安全、健康与环境管理理学硕士                                                •
野生动物与保育管理理学硕士                                                    •

健康学                                                    
社区健康与福利（荣誉）理学学士（续本课程）               •
健康与社会关怀管理（荣誉）理学学士                                 •
公众健康（荣誉）理学学士                                                         •

疼痛管理理学硕士（在线课程）                                                •
战略领导力（健康与社会关怀）理学硕士                             •

历史                                                          
历史（荣誉）文学学士*                                                                •

历史（研究式）文学硕士                                                              •

英语与创意写作                               
                                                                                                      

英语（荣誉）文学学士*                                                                •
英语与创意写作（荣誉）文学学士*                                         •

英语（研究型）文学硕士                                                              •
英语作为外语的语言教学（TESOL）文学硕士                     •
写作哲学硕士                                                                                     •

时装                                                          
                                                                                                             

时装设计（荣誉）文学学士                                                         •
时装行销与零售设计（荣誉）文学学士                                 •
时装推广（荣誉）文学学士                                                         •

电影与视觉效果                               
                                                                                                      

电影（荣誉）文学学士                                                                  •
影视业（荣誉）文学学士                                                              •
视觉效果与动态图形（荣誉）文学学士                                 •

法医学                                                    
                                                                                                      

分析与法医学（荣誉）理学学士（续本课程）                   •
法医生物学（荣誉）理学学士                                                    •
法医调查（荣誉）理学学士                                                         •
法医学（荣誉）理学学士*                                                            •
法医学与犯罪学（荣誉）理学学士*                                         •
法医生物学理学硕士                                                                       •
法医调查理学硕士                                                                            •
法医学理学硕士                                                                                 •
法医学与犯罪学理学硕士                                              •

分析与法医学理学硕士                                                                  •

你知道吗？
我们有多间专门的犯罪现场屋，为将来的法医调查员提供一
个仿真的犯罪调查现场。

*开设了预科年课程
**以最后确认为准

访问全球时装之都
时装类课程的学生有机会选择参加多个实地考察，包括去
纽约参观国际时装周。最近几年，我们的学生还曾参访过
巴黎、伦敦与哥本哈根等城市（费用另计）。

你知道吗？
USW自然地理学学生的满意度居威尔士首位、英国并

列第一（2018年全国学生调查NSS）。

在过去十年，我们的学生
曾在伦敦的皇家电视学会
奖比赛中，获得了纪录片
和娱乐片类奖项，并进入

了全国决赛。

你知道
吗？



南威尔士大学地理专业学生在意大利西西里的埃特纳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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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申请‘志奋领’ 奖学金是因为希

望获得我所在领域的国际知识和经

验，来与蒙古的健康与安全专业工

作者们分享。我绝对会推荐USW，

不仅向志奋领学者，而且还向其

他有志前来英国留学的学生。”

来自蒙古的志奋领学者Otgontsetseg Bishkhorloo
安全、健康与环境管理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你知道吗？
在USW的BBC客座讲师是来自BBC各个专业部门的高层，
他们不仅在大学授课，还在BBC全国各地总部接待学生的
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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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产士学                                               
                                                                                                     

注册助产士（荣誉）助产士学学士                                           •

音乐与音响                                          
音乐商务（荣誉）文学学士                                                         •
流行与商业音乐（荣誉）文学学士                                           •

音乐疗法文学硕士                                                                            •
歌曲创作与制作文学硕士                                                              •
音乐工程与制作理学硕士                                                              •

你知道吗？
我们数学专业学生的满意度居威尔士首位、英国并列
第一（2018年全国学生调查NSS）。

“我目前住在翠佛瑞的宿舍楼。这

里实在是太棒了，租金非常合理，

所有必需品都可以在附近找到。你

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卡迪夫，只需25
分钟火车车程。”

来自塞浦路斯的Olivia Jane Photiou
医学（荣誉）理学学士学位课程

*开设了预科年课程
**以最后确认为准

我们的法律执业（豁免）
（荣誉）法学学士课程意味
着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律师，

你可以只用三年而非传
统的四年时间入行。

还等什么呢？
Hafsah Abdul Hardi

新闻学与媒体
                                                                                                     

新闻学（荣誉）文学学士                                                              •
媒体制作（荣誉）文学学士                                                         •
媒体、文化与新闻学（荣誉）文学学士                                 •
表演与媒体（荣誉）文学学士                                                    •
摄影新闻学（荣誉）文学学士                                                    •
体育新闻学（荣誉）文学学士**                                                •

法律                                                          
                                                                                                      

法律（荣誉）法学学士                                                                  •
法律执业（豁免）（荣誉）法学学士                                      •
法律速成路径（荣誉）法学学士                                                •
法律（犯罪学与刑事司法）（荣誉）法学学士                   •

法律执业课程（LPC）                                                                    •
法律法学硕士（可选择民事与人权、刑事司法或国际商
法专业方向）                                                                                     •

数学                                                          
                                                                                                      

数学（荣誉）理学学士*                                                                •

数学数学硕士                                                                                     •
数据学理学硕士                                                                                 •

医学                                                          
                                                                                                      

医学（荣誉）理学学士                                                                  •

卡迪夫市中心学习
表演，成为城市
多元现场音乐
的一部分。

USW
音乐专业
学生在



在USW帕地普利德校区的仿临床中心

护理专业学生在一次仿真换班过程中处理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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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健康研究（可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理学硕士               •
美容医学理学硕士                                                                           •
临床实践皮肤科理学硕士                                                              •
糖尿病理学硕士                                                                                 •
灾难卫生保健理学硕士                                                                  •
内分泌理学硕士                                                                                •
消化内科理学硕士                                                                            •
医学教育理学硕士                                                                            •
肥胖与体重管理理学硕士                                                              •
疼痛管理理学硕士                                                                            •
預防性心血管內科理学硕士                                                        •
专业执业理学硕士（分不同方向班）                                      •
公众健康理学硕士                                                                            •
呼吸内科理学硕士                                                                            •
风湿病理学硕士                                                                                 •
性与生殖医学理学硕士                                                                  •
专业社区公众健康护理理学硕士（分不同方向班）          •

护理与健康学                                    
                                                                                                     

护理（成人）（荣誉）护理学学士                                           •
护理（儿童健康）（荣誉）护理学学士                                 •
护理（学习障碍）（荣誉）护理学学士                                 •
护理（心理健康）（荣誉）护理学学士                                 •

急症与危重症监护（荣誉）理学学士                                      •
社区健康研究（可选择不同专业方向）（荣誉）               •
理学学士                                                                                             •

专业执业（可选择不同专业方向）（荣誉）理学学士     •
专业社区公众医疗护理（可选择不同专业方向）               •
（荣誉）理学学士                                                                            •
急症医疗理学硕士                                                                            •
高级临床实践者理学硕士                                                              •
高级实践理学硕士                                                                            •
应用健康经济理学硕士                                                                  •
临床牙髓病学理学硕士                                                                  •

“我选读了护理专业，并希望能在

英国深造学业。我向读护理专业的

学生推荐南威尔士大学，因为这里

有设备最好的仿临床中心。”

来自马来西亚的Maisa Mei Lee
护理学（成人）（荣誉）护理学学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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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与安全                                          
警务学（荣誉）理学学士*                                                            •

国际安全与风险管理理学硕士                                                    •

心理学                                                    
                                                                                                      

儿童发育（荣誉）理学学士                                                         •
犯罪学、刑事司法与心理学（荣誉）理学学士                   •
心理学（荣誉）理学学士                                                              •
心理学与行为分析（荣誉）理学学士                                      •
心理学与辅导（荣誉）理学学士                                                •
心理学、犯罪学与刑事司法（荣誉）理学学士                   •
心理学与发育失调（荣誉）理学学士                                      •
体育与运动心理学（荣誉）理学学士                                      •

咨询心理学硕士                                                                                 •
行为分析与治疗理学硕士                                                              •
临床与变态心理学理学硕士                                                         •
游戏疗法理学硕士                                                                            •
心理学（研究式）理学硕士                                                         •
系统心理治疗理学硕士                                                                  •

摄影                                                         
                                                                                                      

纪录片摄影（荣誉）文学学士                                                    •
摄影（荣誉）文学学士                                                                  •
摄影新闻学（荣誉）文学学士                                                    •

纪录片摄影文学硕士                                                                       •

“我将英国和立陶宛的几间大学
做了对比，发现USW有几个非常

棒的摄影课程。等我毕业时，我
将在众多不同的摄影类别，及使
用不同器材工具诸如照相机、工
作室以及暗房等方面都积累了经

验，这会为我将来成为自由职业摄影师或是在摄
影工作室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来自立陶宛的Migle Kryzauskaite
摄影（荣誉）学士学位课程

纪录片摄影（荣誉）文学学士学位课程学生Tim Smith

摄影（荣誉）文学
学士课程的学生

在毕业后六个月内
就业或继续深造。

（2016年毕业生调查）

90% 你知道吗？
你可以在校园里就获得临床经验 —— 我们保证为每位本

科生在大学的行为分析医疗室提供为期六周的实习。如
果你希望获得更多经验还有其它实习机会可以参加。

* Foundation year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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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研究                                               
                                                                                                     

佛教研究文学硕士                                                                            •

可再生与持续性能源                    
                                                                                                     

可再生能源与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

社会工作与社会关怀                    
                                                                  

儿童与家庭工作（荣誉）文学学士                                           •
社工（荣誉）理学学士                                                                  •

心理治疗与辅导                              
                                                                                                     

辅导与治疗实践（荣誉）文学学士                                           •
创意与治疗艺术（荣誉）文学学士                                           •
辅导心理学（荣誉）理学学士                                                    •
系统性辅导（荣誉）理学学士                                                    •

咨询心理学硕士                                                                                 •
艺术心理治疗文学硕士                                                                  •
咨询监理文学硕士                                                                            •
儿童与青少年辅导文学硕士                                                         •
整合式辅导与心理治疗文学硕士                                                •
音乐治疗文学硕士                                                                            •
认知行为心理治疗法理学硕士                                                    •
游戏治疗法理学硕士                                                                       •
系统性心理治疗理学硕士                                                              •

公共与紧急服务                               
                                                                                                     

公共服务（荣誉）文学学士                                                         •

全球治理理学硕士                                                                            •
健康与公共服务管理理学硕士                                                    •
战略领导力（健康与社会关怀）理学硕士                             •

“USW在可再生能源专业方面是英

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课程结构合理

有效，老师们乐于帮助我们。这里

的设施包括实验室和氢气中心。学

生还会被安排考察USW自己的研究

中心及其它分布在威尔士各地的可

再生能源厂。”

来自库尔德斯坦的志奋领学者Sharif Khoshnaw
可再生能源与资源管理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社工专业学生在毕业
后六个月内就业或

继续深造。
（2016年毕业生调查）

100%

“学习这个专业的有利之处在于，公共机构里总是有

需求，有许多就业机会。你在课程中掌握的知识和技

能是可转换的，所以让你有广泛的职业选择。”

来自津巴布韦的Angeline Tshiyane
公共服务（荣誉）文学学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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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小学研究（可获教师资格证）（荣誉）文学学士               •
中学设计与科技（可获教师资格证）（荣誉）理学学士•
中学数学与ICT（可获教师资格证）（荣誉）理学学士   •
中学数学与科学（可获教师资格证）（荣誉）理学学士•
中学科学与ICT（可获教师资格证）（荣誉）理学学士   •
中学科学与数学（可获教师资格证）（荣誉）理学学士•

青少年与社区                                    
                                                                                                      

青少年与社区工作（荣誉）文学学士*                                    •
青少年与社区工作（荣誉）文学学士（青少年司法）*   •
儿童研究（荣誉）理学学士（续本课程）                        •

儿童与青少年工作（荣誉）文学硕士（青少年工作
初级资格）                                                                                          •

社会学                                                    
                                                                                                      

社会学（荣誉）理学学士                                                              •

体育运动                                               
                                                                                                             •

运动教练与发展准学士                                                                  •
橄榄球教练与发展准学士（威尔士橄榄球联盟）               •
运动教练与发展准学士                                                                  •
足球教练与表现（荣誉）理学学士                                           •
足球教练、发展与管理（荣誉）理学学士                             •
足球教练、发展与管理（荣誉）理学学士（续本课程）•
橄榄球教练与表现（荣誉）理学学士                                      •
体育与运动科学（荣誉）理学学士                                           •
运动教练与表现（荣誉）理学学士（续本课程）               •
体育新闻学                                                                                          •
力量与体能（荣誉）理学学士                                                    •

体育运动领导力文学硕士                                                              •
高绩效足球教练理学硕士                                                              •
体育、健康与运动科学理学硕士                                                •
体育与运动医学理学硕士（在线课程）                                 •
运动教练与表现理学硕士                                                              •

体育运动专业学生

在毕业后六个月内

就业或继续深造。
（2016年毕业生调查）

97%

*开设了预科年课程

你知道吗？
97%教师培训课程的学生在毕业后六个月内找到工作或

继续深造（2016年毕业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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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课程
与UNICAF合作开设

与Diploma MSc合作的在线课程

大学致力于为学生提供灵活的学习方

式。在我们的教学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是设计、开发并教授在线课程，及帮助

学生培养批判性分析能力、反思能力、

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的合作伙伴UNICAF是在非洲开办

大学学位课程网课的领先平台。

UNICAF为以下南威尔士大学的在线课

程进行招生、录取、注册，并为在线课

程学生提供支持：

• MBA
• 教育学（教学上的创新）文学硕士

• 法律法学硕士

• 商务研究（荣誉）文学学士（续本

课程）

• 公众健康理学硕士

• 心理学理学硕士

在线课程能让你在家里或工作中按照自

己的节奏、选择自己方便的时间来学

习。课程将有一系列的网上资源在支持

你的学习。成功完成课程后，你将获得

南威尔士大学的学位。

大学自2010年开始就与Diploma MSc合

作成功开办研究生课程。

来自世界各地超过70个国家的学生通过

网上学习成功完成了课程，并获得了极

高的认可。许多课程得到了RCGP（皇

家全科医师学院）的认证，HEART UK也

批准了预防心血管医学课程。Diplma
MSc在2015年的在线学习奖中获得了“最
佳在线远程课程”奖 。

Diploma MSc在线授课的创新方法使你

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成就提升你的事

业。灵活的授课方式可以让你在进行全

职工作的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完成硕士

文凭或理学硕士课程。

• 急症医疗

• 应用健康经济

• 美容医学

• 临床实践皮肤科

• 糖尿病

• 内分泌

• 消化内科

• 基因组医学与卫生保健*
• 卫生保健领导力

• 医学教育

• 肥胖与体重管理

• 疼痛管理

• 预防性心血管医学

• 呼吸内科

• 风湿病

• 性与生殖医学

• 体育与运动医学

欲了解在线课程的详
情，包括如何申请、入
学要求、学费以及奖

学金，请浏览：
www.diploma-msc.com，

或致电：
+44(0)29 2068 2050

联系我们

欲了解在线课程的详
情，包括如何申请、入
学要求、学费以及奖

学金，请浏览：
southwales.ac.uk/unicaf，

或致电：
+357 2275 8555

联系我们

*仅提供硕士文凭（PgDip）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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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前预备与英语课程及
课前英语课程

大学的国际英语中心开设了学术和英语语言预备课程，课
程分不同级别。这些课程帮助国际学生和欧盟学生在大学
校园环境中提高英语学术和社交能力。

所有课程都由我们资深的专业英语教师

队伍授课，他们在教授国际和欧盟学生

方面经验丰富。我们为你的学术学习需

要和志向提供支持，与大学的其它学院

紧密合作，以确保为你将来的专业学习

提供最好的准备和帮助。致于你选择的

课程，就需要取决于你的英语水平和学

术资历。

国际英语中心在学生完成预备课程后，

仍将继续为你们提供支持。在与你所在

学院协商后，你可以免费参加英语语言

课程，以助你完成学业。

大学强烈建议，每提高IELTS 1分（或

同等成绩），你需参加10周（300个小

时）的课程学习。

我们所有的收费英语课程都在帕地普利

德的翠佛瑞校园授课，而且都得到了英

国文化协会的认证。

欲知有关这些英语课程的详情，

请浏览 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english。

入学的英语要求
本科水平课程

如来参加本科水平课程的学习，你需要

获得良好的英语水平，并证明你至少达

到相当于以下水平的英语能力：

•    总分IELTS 6.0（单科每科至少5.5）

•    IGCSE的英语成绩为C或以上

硕士水平课程

如来参加硕士水平课程的学习，你需要

获得良好的英语水平，并证明你至少达

到相当于以下水平的英语能力：

•    总分IELTS 6.5（单科每科至少5.5）

如果没有达到这些英语语言能力的要

求，你可以选择我们的预备课程：课前

英语课程或国际预科课程。

在学习学术
课程时来参
加我们的英

语课程吧

USW帕地普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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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英语水平

IELTS 3.5*或相当水平

（单科每科至少3.5）

IELTS 4.0*或相当水平

（单科每科至少4.0）

IIELTS 4.5*或相当水平

（单科每科至少4.0）

IELTS 5.0*或相当水平

（写作至少4.5，其它单科每科至少

4.0）

IELTS 5.5*或相当水平

（写作至少5.5，其它单科每科至少

5.0），或

IELTS 6.0*或相当水平

（写作至少6.0，其它单科每科至少

5.5）

建议的课前英

语语言课程

25 周课程

20 周课程

15 周课程

10 周课程

5 周课程

学费

2019/20

£9,125

£7,300

£5,475

£3,650

£1,825

日期

从2019年6月3日

至2019年12月6日

从2019年7月8日

至2019年12月6日

选择一：   从2019年5月28日

           至2019年9月6日

选择二：   从2019年8月27日

           至2019年12月6日

选择一：   从2019年7月1日

           至2019年9月6日

选择二：   从2019年9月30日

           至2019年12月6日

选择一： 从2019年8月5日

至2019年9月6日

选择二： 从2019年11月4日

至2019年12月6日

课前英语课程
学制分别为5、10、15、20和25周的英

语强化培训课程，对象为已获南威尔士

大学课程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但英语

水平尚未达标的学生。课程旨在提高学

生的英语能力及学术水平，同时帮助他

们在英语语言环境中更有效地进行沟

通。

入学要求

学生必须已经取得了南威尔士大学某

课程（预科、本科、或本科以上学位课

程）的录取通知书。学生必须同时还满

足了下表所列入读课前英语语言课程的

英语能力的要求。

国际学生必须持有英国签证与入境

处（UKVI）IELTS考试成绩（在获批准

的UKVI中心考试）。

欲了解UKVI中心在世界各地的分布详

情，请浏览www.gov.uk，或联系大学

在当地的代表。

*入读要求IELTS成绩高于6.0的课程的学生，可能需要参加更长时间的课前英语语言课程。

请注意，上述学费可能有所变化。欲了解有关条款详情，请浏览：southwales.ac.uk/money。

“老师们真是非
常好。他们是我
在英国接触到的
第一批老师，对
我的帮助不止于
英语，还在其它
各种各样的问题

方面，因为我初来乍到，对我来
说什么都是新的。”

来自中国的Ziwen Yao
10周课前英语及国际商

务（荣誉）文学学士学
位（续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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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科强化英
语课程（IFPIE）

学制为一年，专为希望在英国大学升

读本科课程的国际学生设计。学生分

小班上课，课程特别旨在提高学生的

学术英语语言水平，并学习与课程相关

的知识，使两者达到本科学习所要求

的标准。

入学要求

学生需持有效的本国中学毕业证书，并

且需要相当于英国签证与入境处IELTS
5.0、单科至少4.5的英语水平。成功修

完IFPIE后，学生可开始南威尔士大学相

应的本科课程第一年的学习。升读课程

的路径包括商务、会计与财务、法律、

人文与社会科学（不包括英语与创意写

作）、心理学、酒店与餐饮业管理、计

算机以及健康与社会关怀管理。如需了

解是否开设了你所选择的专业方向，请

向大学咨询。

模块

IFPIE包括四个以语言为基础的模块。

“学术写作”模块使学生有能力以适合

本科课程的学术风格和准确度写出一系

列不同的文章。

“学术阅读”和“学术听力”模块培养学生

这两方面的能力，并提高他们的词汇

量，帮助他们应付富于挑战的学术文章

和讲座。这三个模块将和 “在英国进行

学术学习”模块一道授课。该模块帮助

学生学会管理时间、解决问题、有效利

用资源进行学术学习，同时了解他们学

习所在国，也就是英国的情况。

除次之外，学生还将参加与本科课程相

关的专业方向模块的学习。

USW帕地普利德校区的翠佛瑞校园

开学
日期

2019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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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课程分

小班上课，所以

能和老师有紧密

的沟通，这对我

们帮助非常大。

我们有很多机会

阅读、写作和表

达，通过这些，我们的英语得到

很大提高。而老师们总是很乐于

帮助我们。课程是提高我们语言

能力和沟通技巧的绝好机会。”

来自日本的Aya Kubouchi
10周课前英语课程和国际预科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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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                                  最高奖学金              最低收费

研究式学位                                                                                                                                                                         

全日制研究式课程                                                                            £13,900                          -                                   £13,900

兼读制研究式课程                                                                           £6,950                            -                                   £6,950

硕士学位课程

MBA／法律执业课程／法律执业课程研究生文凭              £13,700                          £1,500                        £12,200

文/理学硕士*                                                                                      £13,400                          £2,000                        £11,400

本科学位课程

学士学位*／高等国家教育文凭／准学士学位课程（每年）£12,600                          £1,500                        £11,100

本科课程实习年                                                                                 £2,530                             -                                   £2,530

文学学士+MBA（非STEM课程）                                                £20,500                           -                                   £20,500

文学学士+文学/理学硕士课程（非STEM课程）                  £20,000                           -                                   £20,000

理学学士+文学/理学硕士课程（STEM课程）                       £20,500                           -                                   £20,500

国际预科课程（IFP）                                                                      £7,800                            -                                   £7,800

飞机维护工程（荣誉）理学学士（续本课程）                   £18,900                          £2,250**                    £16,650

STEM是指那些在科学、科技、工程和

数学领域的课程。请注意，某些课程

需要额外的仪器设备费、工作室使用

费和实地考察费。详情请浏览：

southwales.ac.uk/money。

请注意，上述学费可能有所变动。

需要支付的费用：你的录取通知书上

列明了需支付的课程学费。2019-2020
年入学的新生于他们在学期间将享受

学费保护。有关最新详情，请浏览 ：

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关于实地考察的额外费用详情，请浏

览：southwales.ac.uk/courses。

**来自可申请“大臣国际发展奖学金”国
家的学生（详阅41页）有可能申请到

£3,750的奖学金。

学费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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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不同的奖学金。某

些课程的学生每年可获最高达£2,000的

奖学金：

•    本科课程：每年最高£1,500
•    硕士课程：最高£2,000
•    MBA课程：最高£1,500

大臣国际发展

奖学金+

来自以下国家的学生可申请£2,500的本

科国际发展奖学金：

•  孟加拉                        •  印度

•  墨西哥                        • 尼泊尔

• 斯里兰卡                   • 泰国

• 乌干达                        • 赞比亚

• 巴西                             • 肯尼亚

• 缅甸                             • 尼日利亚

• 坦桑尼亚                  • 土耳其

• 越南                             • 津巴布韦

你提出申请时将被自动考虑是否具备

获得奖学金资格，而不需另外申请奖学

金。如成功获批，你在收到录取通知书

时，将同时收到奖学金确认函。

奖学金不适用于受资助的学生、参加实

习年的学生、IFP以及课前英语课程的

学生。获得奖学金后如未能遵守奖学金

所要求的条件，奖学金可能被取消。关

于学费和奖学金的详情请浏览：

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英联邦与志奋领奖学金
南威尔士大学是深受英联邦和志奋领奖

学金获得者欢迎的大学。我们很高兴支

持这两个奖学金项目。大学提供多个一

般及合作伙伴英联邦与志奋领奖学金。

详情请浏览：

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支付学费时间表
参加课前英语课程及国际预科课程的学

生需于注册时付清全部学费余额。

参加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学生必须在注

册前缴交50%的学费。

以下安排适用于本科及本科以上课程

的学生。

1. 如在课程开始或之前支付全额学

费，可享受£300的折扣。受有关条款约

束。

2. 在七个月之内分期付清学费。

关于支付学费时间表的进一步详情，包

括通过Flywire支付，请浏览：

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其它信息
• 课程的学费每学年收取一次。

• 住宿与生活费应另计。

• 非英籍学生可能无法享受政府学费资

助，因此，如果你不是英国或欧盟国

家公民，将需要支付课程的全额学

费。

+该奖学金将取代标准的£1,500本科课程奖学金。

“我选择在英国

留学是因为这里

的教育系统有着

良好的声誉。在

我学的课程里，

USW开设的模块

多样，因而在英国的大学中脱

颖而出。大学给予了我很大的

支持，我要向本地和国际学生

都推荐来英国留学，推荐在

USW学习。”

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志奋领

学者Grace Mungkaje
法务审计与会计理学硕士课程

奖学金
为国际学生提
供高达£2,500的

奖学金

“我会说到目前为

止，在USW的生活

实在是棒极了，可

以24小时使用的图

书馆、高质的教职

员工、以及最新的

科技都帮助我提高

了学习成绩。 ”

来自孟加拉的英联

邦奖学金获得者

Tawsif Chowdhury
可再生能源与资源

管理理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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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专文凭或HND 课前英语课程（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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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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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 1年

本科学位（续本）课程 硕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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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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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费
南威尔士物价低廉，食物、娱乐、住

宿以及其它日常消费都可能会比英国

其它许多地方要低。

要估计你住在英国期间需要多少费用

不是容易的事，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英国签证与入

境处估计伦敦以外的学生每人每月应

当预备£1,015作为生活费，而在伦敦

学习则需要£1,265。此外，你还需要

算上往来中国的机票等。

如果你的家人和你一道前来英国居住，

你还需要带上足够支持他们生活的费

用。请联系我们的入境与国际学生指

导组（IISA），他们会告诉你有关获

得英国签证的经济证明要求。如需要

了解更多英国一般生活费用的信息，

可访问www.educationuk.org。

你也可以参考“国际学生计算器”：
www.studentcalculator.org.uk/
international。

押金与付款
在签证申请信发出之前你必须支付押

金。押金同时还是奖学金的保证。你

的录取通知书上会注明付款方式及需

要支付的学费余额。该指南41页还有

其它有用的信息。

押金及提前支付的学费只有在出示拒

签信后才予以退还，其它情况下一律

不予退还。请注意退还押金可能需要

收取管理费。

个人理财



USW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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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在尼日利亚的阿布贾拥有自己的制作公

司，名叫Papilonmexy。公司有五名员工。我的

公司最近刚与美国农业部签约，为他们制作一部

关于尼日利亚生物科技的电影。我同时还是摄影

师，2012年当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对尼日利

亚进行国事访问时，我担任官方摄影师。我在南

威尔士的硕士课程为我在这个行业工作做好了充

分准备。”

来自尼日利亚的Emmanuel Okolo
电影制作文学硕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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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与入境程序

我需要签证吗？
如果是欧洲经济区（EEA）成员国以外

国家的国民，前来学习前就有可能需要

申请签证。

如果你前来英国学习需要签证，请务必

浏览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了解

大学对签证和申请程序的指引。

在你接受了南威尔士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 后 ， 大 学 的 入 境 与 国 际 学 生 指 导

组（IISA）将和你联系，指导你如何在

Tier 4，或其它类别下，申请学生签证。

你也可以直接与IISA联系：

international.advice@
southwales.ac.uk。

请注意：你最早可于课程开始前三个月

提出Tier 4学生签证的申请。你只能注册

参加申请签证时所提交的大学课程的学

习，课程有相应的开课日期。如果转往

其它大学或希望更改开始上课的日期，

在你离开中国前必须重新申请签证。

Tier 4学生的护照上会发一张贴纸，有效

期30天，同时还有一封信，上面注明停

留的总长度。如果所持的是Tier 4签证，

抵达英国后，你需要凭这封信领取生物

识别身份文件（BID：签证卡），BID的

有效期会持续到你的课程结束。请务必

于申请时在Alternative Collection Number
处填写 2HE492，确保你

的BID （签证）会直接寄到大学而不是

邮局。这个过程不需要费用。作为大学

给予你的支持，我们会在你到达英国前

向你提供如何领取BID的指导信息。只

有在领取BID后，你才能注册上课，并

领取在大学的学生卡。

Tier 4的学生如果在英国学习长达六个

月或以上，就必须支付入境医疗服务

费（IHS）。

如需了解IHS费用详情及如何付费，

请查看我们的网站：

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如果你希望带家人来英国陪读，请在我

们网站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上
的“Bringing your family（带你的家人）”
部分了解详情、参看相关信息。

请使用我们在intsupport.southwales.ac.uk/ask/上“Ask
an Advisor”的聊天设施实时向我们的入境与国

际学生指导组（IISA）了解情况。

Alexander Del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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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W卡迪夫 需要帮
助吗？

如果你在学习什么课程及
如何学习方面需要指导意
见，我们这里有一组专业

人员帮助你决定最适合
你的是什么。

今天就打给我们吧：
+44 (0)1443 654 450

肺结核筛查
在获得签证前，某些国家的国民将需要

做肺结核(TB)检查，并得到证书证明他

们没有染上传染性肺结核。检查包括在

被认可的由国际机构主理为移民检查所

设的医疗中心或医院进行胸透。关于在

赴英前是否需要肺结核检查证明，请浏

览英国内务部网站：

www.gov.uk/tb-test-visa

获得签证后
仔细检查以确保：

•    你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准确无误

•    清楚注明你的身份为学生

•    资助证书（sponsor license）号与你

    的学习接受确认书（CAS）上的号码

    相一致

•    签证有效期从你赴英前或赴英当日

    开始

在考虑你的签证申请时，英国大使馆和

领事馆应当遵循有关签证有效期指引，

详情请浏览：

Tier 4下大学的报告制度
根据英国的移民法，国际学生可获准进

入英国学习。持Tier 4签证的学生在发生

以下情况时，大学需向英国签证与入境

处汇报：

•    未在规定的注册时间内注册（包括因

    为未领取BID而未完成注册）

•    注册了，却不遵守学校出勤纪律

•    永久或临时中断学习（包括要求停止

    或暂令停止学习）

•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例如提早学完课

    程、转换课程、或在家完成课程）

•    在学期间违反逗留规定，例如非法打

    工或在被要求离开英国时仍继续逗留

“USW的学生

群是多文化的，

这意味着你可以

结交来自世界不

同地区的朋友。

威尔士本身的文

化、传统和美丽

的风景就很值得去探寻。 ”

来自印度的Aboobakar Shahjahan
航空工程（荣誉）工程学学士学
位课程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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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我申请来南

威尔士大学读

书是因为我只

需要读一年就

可以获得学士

学位，而且这

里的生活费
也比英国其它许多地方都低
廉。”

来自中国的Feifei Zhu
金融与投资（荣誉） 文学学

士学位课程（续本课程）

提出申请
学术资历

大学承认世界各地的多种资格证书。对

各个国家学生的具体入学要求请浏览：

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英语语言入学要求

英语水平是入学的必备条件。大学承认

下列英语语言证书：

•    IELTS考试平均分：本科课程为6.0*，

    单科成绩至少5.5；研究生课程为6.5，

    单科成绩至少5.5
•    IGCSE英语成绩为C或以上

•    我们也会个别考虑认可一些国家自己

    的英语语言证书

•    详情请浏览：

     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本科以下的课程要求在批准的UKVI中心获得的
UKVI IELTS成绩。
请注意，大学为IELTS成绩未达到要求的学生开
设了课前预备课程，详情请阅36-37页。

考虑你的申请

你在申请时需尽可能提供以下所有

资料：

•    英语语言成绩证明

•    学校或大学学历证书(证书和成绩单)
•    学术推荐信

•    自荐信

教育顾问

我们的国际与欧盟招生组将为你提供关

于大学课程和设施方面的信息（详情请

阅6-7页）。

你也可以向我们索取大学在中国派驻的

代表的联系方式，他们也会为你提供帮

助和指导。

USW帕地普利德校区的翠佛瑞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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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访问 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来了解

我们的课程、学费与奖学金。

联系我们录取组或大学在中国的代表，就

你可能有的问题进行咨询。在大学网站

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上查找相关

信息。

通过“我的USW（My USW ）”在线门户

southwales.ac.uk/apply在网上就你的课程

提出申请。

等待大学的决定，我们力争在10个工作日

内进行回复。*

如果你的录取通知书是无条件的，你需要

决定是否接受。

如果是有条件的，你也可以接受，但需要

在达到条件时将相关文件以电邮方式发给

我们，这样我们可以更新录取通知书。

你在申请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和
我们联系。

*需要面试的课程决定录取与否的过程会更长。

1

2

3

4

5

申请
每个申请都会被单独

考虑，如果你拥有其它
资格证书或相关工作经
验，请和我们联系，来

讨论你的申请。

别忘了
记得将我们的邮箱

international@southwales.ac.uk加到
你邮箱的地址簿或安全发件
人名单上，这样你就不会错
过我们可能会发给你的重要

信息或录取通知书了。

后排从左至右：Zak Lichniak, Cath Woodward, Jo Allen
前排从左至右：Anneli Stephens, Siobhan Jones, Matthew Davies

如果你对申请有任何疑问或要求，请联系
国际与欧盟咨询录取组：

电话：+ 44 (0)1443 654 450
电邮：international@southwales.ac.uk

联系我们

6

国际与欧盟咨询录取组

Shannon-Georgina Wheeler
在USW帕地普利德校区翠

佛瑞校园的模拟法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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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校园的宿舍楼让你容易与人交往、认

识新朋友。如果你选择宿舍楼，大学的图

书馆、教室和学生会将近在咫尺，这样可

以省下交通费。我们这里有很多不同类型

的宿舍供你选择，可以让你找到最适合自

己的。

帕地普利德
大学在帕地普利德校区有宿舍楼，你可以

在这个深受学生们喜爱的友好社区氛围里

居住学习。这里不仅方便，租金也非常具

有竞争力。

这里有近1,200间不同面积的套房，及20间

独立的单间公寓。我们的宿舍都是需要学

生自制膳食的，所以每间厨房的设施都十

分完善，有微波炉、烤箱、烤面包机以及

冰箱。作为一名在校园的居民，你可以随

时到 The Hub去参加诸如烹调课、咖喱夜等

社交活动，也可以与你的室友组织你们自

己的活动。

卡迪夫
在卡迪夫，我们与Liberty Living合作，在这

间私营机构的宿舍楼为学生提供住宿。这

些都是位于市中心的套房，其中一间宿舍

楼就在USW校区ATRiuM楼的正对面。

新港
在新港，大学与私营机构CLV合作，为学生

在USW新港校区附近提供现代化的宿舍。

宿舍俯瞰尤斯卡河。有六种不同的宿舍房

间可供选择。如果你希望有更大一些的空

间，还可以选择独立的单间公寓。

住宿

到大学网站上来参加我们
的360˚导览并观看视频吧：
southwales.ac.uk/accommodation

到周围
去看看

你住在哪里和你的学习一样重要。无论你是希望住在校园的宿舍楼
还是在外租住私人住宅，我们都会帮你获得像在家一样的感觉。

“我住在校园的宿舍楼里。这里十分方

便，因为离我们的教室、图书馆、学生

会以及运动中心都相当近。”

来自库尔德斯坦的志奋领学者
Sharif Khoshnaw
可再生能源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新港的宿舍楼



51国际学生指南 | 2019-2020

USW帕地普利德校区的山区宿舍楼

帕地普利德的宿舍楼
•    每周最低£92.96 （阁楼或地下室

    套房）*
•    自己的套房，含卫浴

•    6人共用一间厨房和饭厅

•    高速上网

•    房租已含水电煤气等费用

•    已为个人财物购买保险

•    24小时保安系统

卡迪夫的宿舍楼
•    每周最低£115*
•    自己的套房，含卫浴

•    共用厨房、饭厅和客厅

•    可上网

•    公共区间有电视和桌球台

•    房租已含水电煤气等费用

•    24小时保安系统

新港的宿舍楼
•    每周最低£96*
•    自己的套房，含卫浴

•    共用厨房和有天空电视的公共

    区间

•    高速上网

•    房租已含水电煤气等费用

•    已为个人财物购买保险

•    24小时保安系统

租住私人物业
•    每周最低£50*
•    自己的卧室

•    通常与其他3-5人共用厨房、卫浴

    和公共区间

•    房租不含水电煤气等费用（这些

    费用每周大约£15）

所有宿舍楼都有投币使用的洗衣设

备，并有工作人员提供24小时服务。

*最新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租住
费用

住宿服务
在你申请大学的过程中，我们将指导你如

何申请宿舍。

申请2019/20年度宿舍的截止日期是 2019年

6月28日。详情请访问网站：

southwales.ac.uk/accommodation.

如果你不想住在宿舍楼，我们可以为你

提供其它选择，帮你找到合适的住所。我

们这里有当地政府登记的出租物业业主名

单，这些出租物业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和

安全要求，请浏览：

southwalesstudentpad.co.uk.

如何付费？
租住宿舍（所有校区）的国际学生需要在

学年开始支付全额租金。

租住私人住宅的学生应根据所签订的合同

条款支付租金。

“我与人合租帕地

普利德校区附近

的一个私人住宅，

到大学校园只需步

行很短一段距离，

非常方便。这里环

境非常好，设施齐备，可以让我煮

家乡的传统食物，实在是让我有家

的感觉！”

来自津巴布韦的志奋领学者
Kudakwashe Magura
工程管理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USW帕地普利德校区的山区宿舍楼

卡迪夫Liberty Living的宿舍楼Liberty Bridge

新港市中心的新港学生村

套间里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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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房有很棒的体育设备，还有

瑜伽、普拉提、踢拳、射箭以及攀

岩等健身课。”

来自马来西亚的Crystal Jia Yee Foo
脊椎矫正学硕士学位课程

USW体育运动
USW体育运动的某些设施具备全英一流水平。这里包括大学

里的俱乐部、体育课程、以及资格证书。

USW体育运动为人人而设 — 在大学学

习时有无数方法保持活跃和健美。

位于USW帕地普利德的运动中心有一个

巨大的主厅、在健身时可享受娱乐设施

的健身房、以及最新的既适合健全人又

适合使用轮椅人士的整合机。

这里还有壁球场、攀岩墙、一间大型自

由重量房、桑拿房和蒸汽室以及舞蹈与

武术房。每天的健身课有桑巴、旋转舞

、壶铃、普拉提等。

在新港或卡迪夫居住或学习的学生可以

使用帕地普利德的设施，但大学在卡迪

夫的健身俱乐部为学生们安排了非常好

的折扣。此外，新港校区正对面就是新

港中心，这里有游泳池、健身中心、运

动厅，为学生提供非常优惠的价格。

USW篮球队

来代表
USW参加这
些运动吧

•曲棍球 •网球 •终极飞盘 •射箭
•山地骑车 • 游泳 • 高尔夫 • 冲浪
• 帆船 •  独木舟 • 水球 • 雪地运动
• 射击 •  五人足球 • 还有许多其它运动 

请在网站southwales.ac.uk/sport上查阅完整的项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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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体育运动
这里远不止举重器具和设备，你可以在

这里体验体育运动里社交的一面，或尝

试一下全新的东西。从室内攀岩到瑜

伽、射箭，应有尽有。你一定能找到自

己喜欢的活动。

来上大学并不意味着放弃你所喜爱的体

育运动。USW体育拥有45个运动队参加

英国大学和学院体育（BUCS ）联盟比

赛。你将在位于USW帕地普利德校区的

运动中心或USW运动园进行训练、参加

比赛。

尝试一下全新的东西，来享
受体育运动里社交的一面

我们的全尺寸室内3G
Fifa Pro和“世界橄榄球
22”标准球场

USW 
运动园
USW运动园是全英最好的运动教练与

培训场地之一，这里离大学的帕地普

利德校区开车仅需5分钟，两地间也

有免费的穿梭巴士。

大学的不断投资使我们的学生能拥有

更多一流设施。我们现在有一个专为

橄榄球和足球教练专业学生提高运动

表现而特别设计的设施，还拥有一个

肌力与体能专业中心，中心里有12个

举重平台，为渴望成为专业运动员的

学生们提供出色的训练环境。这里的

全尺寸室内3G球场是按照Fifa Pro和

“世界橄榄球22”标准建造的，可以保

证橄榄球、足球以及教练专业的学

生一年四季都可以在此训练。我们是

英格兰和威尔士唯一一所拥有该设施

的大学。

你在这里还可以找到标记分析室，

和一个面积达30英亩的运动场，包括

5个泛光灯球场。这里还有一个人工

草皮的“astroturf”球场，及经国际足

协批准的全尺寸3G球场。除了这些

全天候球场，我们还拥有6个天然草

皮足球场，3个天然草皮橄榄球场，

以及一个巨大的换衣亭。

许多国际职业球队定期使用USW运动

园进行训练，这些队包括威尔士国家

足球队、卡迪夫城市足球俱乐部队以

及巡回到此的新西兰、南非和澳大利

亚橄榄球队。这显示了我们球场的高

质量和设施的多用途。

参加我
们的校队

来观看视频，了解如
何加入校队：
southwales.ac.uk/

sport

体育运动课程资格证书
USW体育还开设了学术课程，从准学

士学位课程到博士研究类课程。同时，

我们还为所有学生提供英国全国体育运

动管理机构认证的教练课程和证书。这

些证书加上工作经验将大大拓展你的就

业机会，而且这些机会不局限于体育领

域。

表现运动课程
表现运动课程在运动员学生进行学习的

同时进一步培养他们的运动天赋。“专
注运动（Focus Sport）”帮助学生在体

育运动方面取得卓越成绩，并为参加全

国或国际比赛的学生，及代表大学参加

BUCS比赛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南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大

学以及卡迪夫城市大学组

成了卡迪夫／USW板球卓

越中心学院。学院属英国

仅有的六个中心之一。在这个中心，最

优秀的年轻板球运动员们可以将他们的

高等教育和运动才能的培训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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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是你寻求指导、进行运动、结交

朋友、寻找工作以及提出意见和建议的

好去处。毕竟在学习之余放松自己的时

候，有好多其它事可以做呢！

学生会的设施遍布大学，所以我们在哪

里都会为你提供支持。你将自动成为学

生会会员，并在USW的任何一个校区享

受学生会的服务和活动。这些服务和活

动丰富多彩：

社交活动
学生会的休闲娱乐活动繁多。在这里友

好热情的气氛中，你可以在大屏幕上观

看现场赛事、美餐一顿、喝杯咖啡、或

只是休息放松一下。太阳下山后气氛就

开始活跃起来，从现场乐队表演到快问

快答游戏，从看电影到主题之夜等，你

绝不会无所事事：uswsu.com/events 

俱乐部与社团
不管你的热忱在哪方面，从人权到单板

滑雪到披萨饼，在这里都有一个适合你

的俱乐部或社团！加入社团会使你认识

很多朋友，参与多种活动，从游行示威

、出游到参加晚上的派对。如果你找不

到适合自己活动的社团，那就找一班和

自己趣味相投的同学一起创建一个新的

吧！

最重要的是，你将更好地利用自己在大

学的时间 -- 这是你尝试某项全新事物、

或者保持已有兴趣的机会。此外，如果

你被选入某个委员会，将为你的简历增

辉。详情请浏览：uswsu.com/societies

学生会在每个学生的生
活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它绝不仅是一个
举办派对的地方。

可以到
所有的地方

请浏览：uswsu.com
来了解一下学生

会生活。

你的学生会

USW帕地普利德校区的新生展览会

“这里有好多

供国际学生参加

的俱乐部和社团

组织，我结识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

非常棒的朋友，

从而了解到各个文化和宗教的不

同。”

来自越南的Lam Thanh Sang
国际商务（荣誉）文学学士学位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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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W帕地普利德的学生会

就业
如果你想挣些外快，可以将工作与快乐

结合起来。学生会时常需要雇请员工，

例如酒保和快递。你可以在

uswsu.com/jobs上找到招聘信息。

贵在参与
学生会是独立于大学、由学生自己管

理、为学生服务的民主机构，每年学生

都会投票选出自己的代表担任学生会的

行政理事来管理学生会工作。行政理事

们与另一些兼职理事、学生代表以及大

学员工一起确保你充分利用和享受这里

的教育和学生生活。

福利支持
大学生活将是非常棒的体验，但在一个

新的国家的学生生活可能与你之前的生

活完全不同，所以在大学期间遇到一些

问题和困难是可以理解的。你不必独自

去面对 -- 我们提供的福利服务就是用来

聆听并帮助你的，不论这些问题是经济

上的、情感上的还是教育上的。

当你遇到困难时，晚间服务
可为你提供帮助。你可以和训
练有素的学生志愿者探讨你
的问题，并寻求适合你的解决
办法。

你知道吗？

USW帕地普利德的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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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你的事业
开始考虑你毕业后要做什么，再早都不过分。大部分学
生读大学就是要为将来有成功的事业做准备。所以，你
所关注的也是我们所重视的。

为真实世界预备的课程
我们的一些课程中镶嵌着一年的工作经

验，称为“三明治年”－ 网站上每个课程

的旁边都有相关信息，可以了解有什么

选择。课程中的工作体验是让你了解职

场对毕业生要求、获取在面试时可以谈

论相关经验的绝好机会。

我们与英国及海外业界的紧密联系意味

着你的课程反应的是真实职场实践的趋

势。许多课程获得了专业机构的认证，

这体现了课程的内容符合行业标准。详

情请参阅19页。

职业与就业力服务
我们的职业与就业力服务组为学生提供

广泛服务，提高你的就业力。我们帮助

你考虑对未来事业的选择，培养你在毕

业生就业市场取得成功的技能和经验。

我们同时在帮助你找到实习机会、准备

求职申请和预备面试方面提供非常实际

的帮助。

你只需要给职业与就业力服务组打个电

话，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使用这些资源。

如果你因为太忙而没有时间过来亲临，

也可以在任何适合你的时间上网获取这

些资源。你可以找到关于招聘、职业工

作坊、以及建立人际关系的活动的信

息，或搜索我们雇主目录寻找就业机

会。

请浏览southwales.ac.uk/careers 来了解

我们提供的支持，也看看我们的学生是

怎么说的。

“我从课程中学

到的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欧洲的动

漫产业是如何运

作的，这对我预

备自己的专业事

业非常有帮助。

我的实习使我对毕业后将做什

么更加雄心勃勃。我的理想是

成为一名导演，制作自己的电

影。在这里的学习经历对我踏

上这条事业之路的帮助实在是

太大了。”

来自智利的Mario Quinones
动漫文学硕士学位课程

来考虑成为学生大使吧，我们的
学生大使在各项活动中与员工紧
密合作，与人分享在大学学习的
体验。你可以获得宝贵的工作

经验，享受过程中的乐趣，而且
还有收入！详情可以浏览：

www.southwales.ac.uk/
ambassadors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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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
关系
我们与各行各业的雇主紧密合作，为学生

提供实习和工作机会。

每年在我们的系统里有几千个工作和实习

机会，400多家雇主访问USW，在我们举办

的招聘市场和社交活动上与学生见面。以

下是和我们合作的部分公司和机构：

• ACCA • Admiral 
• Airbus Defence and Space 
• Amazon • BBC • BT 
• Capgemini • Capital Law • CIPFA 
• Deloitte • Enterprise Rent-A-Car 
• Fujitsu • GE Aviation Wales 
• General Dynamics • GM Financial 
• Government Statistical Service 
• Hilton • Hugh James Solicitors 
• Japan Exchange and Teaching (JET)
Programme • Legal and General 
• L'Oréal • National Museum Wales 
• Network Rail • NHS Wales 
•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 Peacocks • PriceWaterhouseCoopers 
• Qatar Airways • Rolls-Royce 
• Royal Air Force • Royal Navy 
• South Wales Police • Tata Steel 
• Wales Audit Office 
• Welsh Government 
• Welsh Rugby Union (WRU) 
• Willmott Dixon Construction 

浏览我们的网站来了解完整的公司

和机构名单及其它详情：

southwales.ac.uk/careers

Grad Edge奖
我们希望学生们大学毕业后就有能力马

上投入职场工作，所以启动了这个奖

项，培养你在工作中所需的心态、技能

和态度。

自由职业和创业
如果你希望培养自己将一个商业创意

进一步开发的技能、知识和经验，那么

Student Enterprise（学生企业）可以帮

到你。你可以得到的支持包括相关活

动、工作坊、资金以及师徒计划，来帮

助你将创业计划付诸实践。

如果你希望在威尔士创立公司，那么

Student Enterprise（学生企业）可以在

准备你的Tier 1毕业生创业签证申请上

提供帮助。你还可以申请可能获得最高

达£1,000及／或参加年度USW自由职业

者学院课程的机会。详情可参阅：

southwales.ac.uk/enterpriseusw。

你的事
业至关

重要
southwales.ac.uk/

careers

USW Exchange (USW交流）
USW Exchange旨在促进学术与企业之

间的关系，帮助你获得职场所需的个人

技能和意识。USW Exchange是一项教

育计划，通过这项计划，学生们可以参

与为客户提供指导的顾问服务。

学生们深入到问题的根源，并以详尽的

报告和简报形式建议解决方案。

•    获得业界经验的机会

•    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

•    培养有效的沟通技巧

•    丰富你的简历

学生们在完成USW自由职业者学院课

程后庆祝创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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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与国际学生指导
我们的入境与国际学生指导组（IISA）由

移民法律法规方面的专家组成，专门为

国际和欧盟学生及他们的家人提供指导

和信息，同时还照顾他们的福利。他们

将确保在你到达前和整个学习期间为你

提供所需要的帮助。IISA的员工会在所有

非学术及与福利相关的问题，诸如签证

延期、就业规定、新生培训、以及适应

新文化等方面，为你提供帮助和指导。

IISA位于帕地普利德校区的翠佛瑞校园，

但设有走访和诊疗时段为所有校区服

务。IISA还与南威尔士学生会及国际学生

社团紧密合作，支持和推广国际学生活

动。详情可通过以下渠道查询：

浏览：southwales.ac.uk/intsupport
或电邮：

international.advice@southwales.ac.uk

迎接新生服务
为了确保国际学生有轻松愉快的旅途，

大学为首次到达的新生安排了迎接服

务，常年在卡迪夫国际机场（CWL）和

伦敦希思罗机场(LHR)安排新生来校。

我们建议你飞往CWL。如有需要，我们

可以安排当地的出租车公司将你从CWL
免费送往你在大学的宿舍。如你是飞往

LHR，我们可以安排人员接机并指导你从

机场到达南威尔士。请注意，这并不是

接机服务，我们的员工不会开车送你或

陪伴你到校园。

请注意你必须在临行前至少5个工作日

提出安排迎接服务的要求。关于大学迎

接新生服务的更多详情，包括预订表，

可浏览：

southwales.ac.uk/arrivalservices。

支持你和你的学习
“学生支持”帮助你在USW顺利度过你的学习时光。不论是哪方

面的问题，只要你需要信息或指导，都会有一组人员在那里
等着帮助你。

你知
道吗？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学生
门户在网上预约来
访 －－ 只需要按个

键就可以了。

“在南威尔士学

习让我有机会适

应多元的文化环

境。通过认识结

交来自不同国家

、文化和背景的

朋友，我觉得自

己变得更加全面发展了。”

来自葡萄牙的Filipe Galamba
新闻学文学硕士学位课程



59国际学生指南 | 2019-2020

图书馆与学习支持
除了和你专业相关的先进设施外，你还

可以使用最新科技来帮助学习。我们拥

有虚拟学习系统，你的某些学习将用到

这些系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

都可以通过“黑板”查阅你的课程资料。

学生成长与学习技能的培养
在大学里你需要成为独立和有效率的学

习者，所以我们提供支持来帮助你从学

习中最大程度地受益。我们的学习技能

导师在友好轻松的环境下开讲座或走

访，你可以在专业论题上得到一对一的

指导或参加工作坊。我们还在每个校区

和网上都放置了广泛的自学材料。

获奖的网上支持
大学有个获奖的学生门户网站，叫做

“Unilife”。Unilife介绍有关大学生活的方

方面面，内容详尽。上面有最新的新闻

和活动，全面的学生信息指南，还可以

进行在线学习，使用学习工具以及了解

为学生提供的工作机会。

研究生中心
研究生中心位于帕地普利德校区，是专

供本科以上课程学生使用的社交学习场

所，采用宽敞的开放式设计。中心有学

习区、无线上网、电脑设施、咖啡区、

以及小型会议室。

福利服务
大学的福利服务为学生提供专业和保

密的辅导与心理咨询。这里还设有晚间

电话，是在学期期间帮助学生的热线服

务。我们的网站上也有许多帮助你的资

源：southwales.ac.uk/wellbeing。

理财指导
我们经验丰富的员工可以在任何有关学

生理财方面的问题上为你提供指导，这

些问题包括学费、奖学金和如何计划预

算等。

医疗服务
我们位于帕地普利德校区的医疗服务中

心由护士主理，提供问诊及推荐专科治

疗，无需预约就诊。关于你来英国学习

之前在健康方面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的

详情，请浏览：

www.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或查阅：www.ukcisa.org.uk。

你知道吗？
你可以免费下载Blackboard
应用程式，这样就可以随
时查阅到你最新的学习资
料。你也可以下载到你的
平板电脑上，这样可以省
下好多打印费！

USW卡迪夫

残障与阅读障碍症服务
残障与阅读障碍症服务组为有残障或其

它学习困难症患者提供支持、指导和协

助。请在入学前与我们联系，讨论所需

要的支持。详情请联系：

ddsadviser@southwales.ac.uk，或浏

览： www.southwales.ac.uk/disability。

宗教
南威尔士欢迎来自120多个国家有着不

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学生。大学的

神职服务虽植根基督教信仰，却为来自

不同信仰背景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士提

供服务与支持。所有校区都设有祷告

设施。你在进行信仰活动方面有任何问

题，教士都可以帮助你。你可以联系

chaplaincy@southwales.ac.uk，或浏览

southwales.ac.uk/chaplaincy 来了解详

情。



60 国际学生指南 | 2019-2020

国际迎新活动

国际迎新活动中学生们游船参观卡迪夫湾

什么是国际迎新活动（IWP）？
国际迎新活动是专为国际和欧盟学生安

排的特别节目，在每年的9月和2月举

行，已经持续了10年之久。节目主要

由帮助学生安顿下来、结交新朋友、并

适应英国生活的社交活动组成，安排在

学生必须参加的学系开学介绍会和注册

的前一周。

迎新活动包括一系列出游和活动，学

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安排他们

自己个人化的日程。每个学生都需要参

加一个欢迎会，然后在以下活动中选择

所需：

•  在英国生活与学习

•  在Tier 4下保持安全

•  在英国驾驶

活动从寻宝到烹饪演示，从野餐到智力

测验，从城市漫游到本地历史学者的客

座讲座，丰富多彩。学生还有机会学习

像世界舞、桑巴、击鼓一类的新技能！

你可以参观本地风景名胜、聆听专业

威尔士讲者讲故事、在卡拉OK一显身

手、看场电影，还可以在才艺表演上炫

耀一下自己的本领。

不论你是喜欢派对还是喜欢更安静一点

的活动 一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项目。除了充满乐趣的活动，这里还

有职员和师兄师姐们带领新同学参观校

园，帮助你确保有住宿安排，并协助你

开银行账户。  

我为什么要参加IWP？
IWP为学生适应英国的学习生活，帮助

他们尽可能顺利愉快过度而设计。你将

有机会认识其他许多和你有着同样心情

和担忧的新学生，及那些已在这里学习

而可以和你分享经验的师兄师姐。IWP
帮助你在正式学习开始前安顿妥当，并

做好充分准备。

费用多少？
报名和参加大部分活动都是免费的，只

是一些自选的乘车和餐饮会收取少额费

用，通常不超过£5。

如何报名？
参加IWP实在是再容易不过
了，上网看看详情并下载

预订表：
southwales.ac.uk
/international

“刚到卡迪夫

时，我不知道等

待我的是什么，

但我很快就适应

了新生活，这要

感谢我在国际迎

新活动中得到的

支持和结交的新朋友。”

来自墨西哥的Alma Ramirez
剧本创作文学硕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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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W校友

马来西亚的校友聚会

成为南威尔士学生的益处远超过你获
得的一张新文凭，也比你所学课程的
时间要持续长远得多。

国际合作伙伴
南威尔士大学与世界各地的机构和院校在广泛的学科和专业
领域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作为这里的毕业生你将自动成为南威尔士大学的终身成

员，并加入我们拥有来自120多个国家200,000名校友的全

球网络。从担任导师、接收我们的每月通讯，到聚会以及

参加国际校友活动，有数不清的方式让你与大学和其他校

友保持联系。

校友们定期返校担任特邀发言人，促成企业为大学提供机

会，并为希望前来这里学习的学生提供指导意见。我们的

校友会是一个充满活力、日益成长的群体 －－不论你身在

卡迪夫、加尔各答、曼彻斯特还是墨西哥城，都有机会与

校友们联谊。

也欢迎你参加我们每年六月举办的“大周末”活动，这是你

重返大学与校友们重聚的机会；或参加在全世界其它地方

举办的姊妹活动。这些活动使大家时刻感受到自己是南威

尔士大学全球网络的一份子。在脸书、推特和领英上搜索

“USW校友”，或浏览：southwales.ac.uk/alumni

合作项目的性质多样，包括科研，员工

与学生交流，网上、直接以及联合教授

大学课程，量身定制培训，以及其它项

目。

从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到商务、计算

机、建筑项目管理、特殊教育需要、机

械工程以及土木工程，我们的国际合作

活动既多元又适应当前市场的需要。

如果你有兴趣于英国之外在我们的合作

伙伴处学习南威尔士大学的课程，或者

是有意寻求与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海外

院校，请与大学联系：

intpartnerships@southwales.ac.uk。

国际合作伙伴经理
Maria Fernandes

墨西哥的校友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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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联系方式

一般咨询
电话：+44 (0)1443 654 450
电邮：international@southwales.ac.uk
网址：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申请咨询
电话：+44 (0)1443 654 450
电邮：international.admissions@southwales.ac.uk

入境与迎接新生
入境与国际学生指导组

电话：+44 (0)1443 482 083
电邮：international.advice@southwales.ac.uk
网址：southwales.ac.uk/arrivalservices

住宿咨询
电话：+44 (0)1443 482 044
电邮：accom@southwales.ac.uk
网址：southwales.ac.uk/accommodation

其它有关联系方式
Education UK
电话：+44 (0)161 957 7755
网址：www.educationuk.org 

UKCISA – 英国国际学生事务协会

电话：+44 (0)207 788 921
网址：www.ukcisa.org.uk

英国长途巴士服务

网址：www.nationalexpress.com

英国铁路服务

电话：+44 (0)207 278 5240
网址：www.nationalrail.co.uk

如果你在读完这本指南后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信息，
请联系我们。以下是可以为你提供帮助的人员名单和他们
的联系方式：

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USW卡迪夫



该指南只提供一般信息，不构成任何合约的一部
分。指南上的信息于2019-20年课程学生入学前

编撰，虽付印时都为准确，但请在大学网站上查
阅最新资料。大学保留因不可控因素而改变或停
开课程、或改动设施的权利，但将通过咨询受影
响方，或采取补救措施而尽力将变化的影响降至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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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Pontypridd, Wales, UK CF37 1DL 
电话： +44 (0)1443 654 450
电邮： international@southwales.ac.uk
网址： southwales.ac.uk

你的世界在等待
就在南威尔士大学

95%
学生在毕业六个
月后就业或继续

深造
(DLHE 20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