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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招生团队  
我们将帮助您解答有关在USW（南威尔士大 

学）学习的问题。从您的申请到毕业，我们

将全程提供帮助。 
 
你可以通过登陆我们官网与我们的团队线上

会面或者到英国校区参观了解更多信息。 南威尔士大学

你的国家 
我们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有团队成员和值得信赖

的代理机构。他们可以帮助您申请课程，奖学

金，住宿和签证，并满足入境要求顺利抵达英

国。 
 
请访问我们网站的“Your Country”部分获取详细
信息： www.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校史可追溯到1841年， 

有超过170年的办学历史

搜索:  USW International

 
参观校园 
我们英国校园每年定期举行开放日。您可以通过

下面网址找到更多信息并在线预约： 
www.southwales.ac.uk/visitusw  
 
如果您不能参加开放日，但仍想参观校园，请与

我们联系，我们很乐意安排参观。电子邮件：

international@southwales.ac.uk 
 
我们还在线举办活动，您可以在办公室或者家中

轻松地感受校园。您可以在线注册我们的下一个

活动:  myusw.southwales.ac.uk/events 

帕地普利德校区，翠佛瑞

新港校区

卡迪夫校区

庞特普里德校区，翠佛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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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W每年都有来自200多个国
家/地区的2500名学生加入。 

USW位于英国， 
在威尔士的首都卡迪夫 
及近郊设有三个校区 

欢迎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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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支持

USW 运动
我们拥有英国最好
的运动设施。

详见第72页

在南威尔士大学学习，您会
发现有很多人愿意为您提供
帮助。

详见第60页

学生财务
我们提供奖学金和灵活的学
费支付计划，帮助您支付南
威尔士大学的费用。

详见第50页 签证及移民

我们的移民和国际学生咨询团
队可以随时解答您的问题。

详见第64页



未来从这
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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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我们提供小班教学，并得到讲师和学生支持部门

的特殊支持。 
 
我们注重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课程设置实用性

强，根据职场需求设置课程，课程中包含很多实

践模块，学生通过课程可以获得相关专业技能，

任课教师具备业内实际工作经验。 
 
南威尔士大学的许多课程都经过专业机构的认     

可，这代表它们是最高标准的，可获得专业资     

格。 
 

更多信息请查看官网 
 

专业技能 
我们的学生使用的设备和软件都是直接在工作场

所需要的和看到的，这样可以确保您建立信心并

为毕业后进入职场做好预备。

在USW学习，不仅仅是获得学历和专业资质。 
我们更为社会培养有能力随时迎接挑战的毕业生。 

6

丰厚的 
奖学金 
USW为国际学生提供丰厚的奖学金，
具有竞争力的学费和灵活的支付方     
案。转到第50页.

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在材料
测试实验室测试混凝土，  
USW庞特普里德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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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研究 
USW的科学研究为现实世界创
造了无限可能，我们用科技改

变着生活，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在这里，你的导师是来自各

领域的专家，他们为你提供高

质量的教学活动，前卫的思维

方式和职业发展机会。 
 

8

我们的学生是我们的工作重心。我们为学生生活
带来积极的改变，为他们提供明天所需的技能。 
 
如果您选择USW，我们将拓宽您的视野，教您看
待周围世界的新方法，并发掘充分利用自己职业
的潜力。 

朱丽叶·莱登（OBE） 
副校长

USW大家庭 
在USW，你将结交终生的朋友，并尝试许多新
事物。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来到这里，所以

你将成为这个学校的一部分。当你毕业时，这

并没有结束，你将自动成为大学的终身成员，

并加入一个由200多个国家的20多万校友组成的
全球大家庭。  
 
 
 

众多2月和9月开课
的课程选择

Grace Mungkaje, 志奋领奖学金获得者 
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 

        USW由于其课程的多样化模块而脱颖而
出。在求学期间，USW给了我很多支持，
我推荐大家选择英国和USW。

查询: USW International



职业规划与
就业情况

职业规划   
职业与就业规划可帮助您考虑自己

的职业选择，以及如何发展所需的

技能和经验。在您学习期间以及毕

业后的三年内，我们将为您提供帮助。我们还提

供寻找工作机会，完成工作申请或练习面试技巧

等实用帮助。 
 
优秀毕业生奖 
我们希望我们的毕业生脱颖而出，因此我们设置

了优秀毕业生奖：这是一项可选择的活动，可让

您思考毕业生的职业。您将完成工作获得经验，

发展工作场所技能，并参加模拟面试。所有这些

将为您的简历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帮助您在毕业

生面试中表现出色。 
 
兼职  
大多数通过Tier 4签证学习的国际学
生在学期期间每周最多可以工作20
个小时，而在假期则可以更长的时

间工作。我们通过组织十月份的招聘会来支持您

找到兼职工作，在那里您也可以结识雇主。 

在USW，我们希望帮助您实现理想。我们培养为成功的职业生
涯做准备的学生。我们的课程提供与工作相关的经验，反映雇
主的要求，并为学生提供职场所需的关键技能。

毕业生时装周 
 2019年伦敦 

实习课程 
我们鼓励学生参加工作实习。我们的许多课程

都提供工作实习机会，作为您学习的一部分。

这些将增强您的就业能力，丰富您的简历，并

允许您建立行业网。

工作经验   
拥有与申请工作相关的工作经验是  

从日益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脱颖而出

的优势。我们有一个团队来帮助您提

升在英国和海外的工作经验。工作经历的类型很

多：它可能是课程的一部分，或工作实习，或志

愿工作，或从事项目的工作。我们还在校园内提

供业务启动支持。 
 
USW 校企交流活动 
校企交流是一种教育计划。我们与企业紧密合     

作。行业客户给商科学生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学生为他们提供报告和建议。通过这种校企交     

流，可以帮助学生获得行业经验，发展沟通技巧

并丰富个人简历。 

10 11

更多信息请查看官网 



南威尔士是充满活力的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

文化，丰富的夜生活和大型音乐节，也有屡获殊

荣的海滩风光，户外探险活动，和激动人心的乡

村风光。与英国所有主要城市的交通十分便利，

有自己的国际机场，搭乘火车仅需两个小时即可

到达伦敦。 
 

威尔士本身就是一个公国，但它是英国的一部     

分。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是一个宜居和学习的

地方。它既安全又性价比高，我们的学生尤其喜

欢USW的友好氛围。 
 
 

大学位于英国威尔士南部，在首都威尔士卡迪夫及其近郊设
有校区。

发现   
南威尔士  

位置 
机场Ò

Nurshuhada Abdul Rahman 
时装营销理学硕士，马来西亚，

       选择去威尔士南部读书的原因很多，例如，与英国
其他地区相比，威尔士物价较便宜，生活费用较低。
饮食，住宿，娱乐，旅行和教育性价比非常高。

雷肯比肯斯

格拉摩根自然遗产海岸

从伦敦                                          2 小时 

从伯明翰                                     2 小时 

从布里斯托                              50 分钟 

从曼彻斯特                                3 小时 

到卡迪夫的时间

1312

卡迪夫

卡迪夫的国
际机场， 
可以轻松地
通过公路，
铁路和飞机
到达我们所有的校区。 

爱丁堡

曼彻斯特

伯明翰

伦敦

卡迪夫

贝尔法斯特

USW

ÒÒ Ò
布里斯托

Ò
USW

卡迪夫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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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的卡迪夫
14

Muhanned Kalash 
利比亚志向进取学者，全球治理理学硕士 
 

         毫无疑问，威尔士已经成为我在英国最喜欢的
城市之一，因为它的舒适以及很容易融入，使我有
宾至如归的感觉。人们非常热情友好，尤其是卡迪
夫那多元的文化。

 
由于安全，娱乐，多样以及丰
富的夜生活，卡迪夫被授予
Purple Flag。 

卡迪夫是英国发展最快的主要城市之一。在这     

里，您会被这里高质量的生活吸引，人均绿化面

积比英国任何一个城市都大。这是一个充满活力

的城市，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值得你探索，很适合

到处走走。 
  

卡迪夫还是英国性价比最高的城市之一。这是一

个受欢迎的学生城市。从购物到体育运动再到音

乐，艺术和历史，每个人都可身在其中，尽情享

受。 
 

卡迪夫是一座现代化，多元化，安全的城市。这是一个生活和
学习的好地方，并且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万名学生。

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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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SW卡迪夫，您可以在专业的环境中制作创意
作品。您会发现现代专业设施，学习空间，图书

馆和学生会都在一栋大楼中。 
  

卡迪夫以文化和娱乐之城而闻名，因此创意产业

的学生有很多机会。这是您开始事业的好地方。 
 

我们的艺术类课程校区位于卡迪夫市中心，
使您置身于威尔士首府的中心位置。

USW 卡迪夫校区

16

看看首都能为学生提供什么 

卡迪夫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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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W新港校区位于城市中心，俯瞰Usk河。它是大
学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没有比在新港生活更

惬意的了。 
 

无论您是在学习网络安全，还是在酒店和酒店管

理方面的培训课程，USW新港的设施都不会令您
失望。另外，宿舍大厅距离酒店只有几分钟的步

行路程，因此您不必太早起床，就可以在上午9点
上课！ 

纽波特是通往威尔士的门户。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多元文
化城市。

USW 新港校区

18

看看新港为学生提供的服务

新港城市中心

新港校区

新港校区 修道士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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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W 庞特普里德
校区

20

绿色开放空间包围着USW 庞特普里德。我们的学
生说他们热爱社区氛围，喜欢在同一地方生活和

学习。 
 

从历史建筑到现代建筑，庞特普里德校区折射出

大学的悠久历史和未来雄心。在这里，您需要的

所有东西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您的课程，图书
馆，咖啡馆和酒吧，以及可以与之共度时光的朋

友。 

您会发现校园距离卡迪夫市中心仅20分钟火车车程。

USW 庞特普里德, 格林塔夫

USW 庞特普里斯, 特雷弗里特

USW 庞特普里斯, 特雷弗里特

Oscar Ferreira do Carmo,   
巴西杰出青年学者工商管理硕士（MBA） 

          南威尔士绝对是您可以体验到家的感觉的地方。
学校给我提供了很多机会，健身，交朋友，参加各种
活动，并充分利用了所有机会。我在这里的经历实在
太棒了。

USW 庞特普里德是我们最大的校区，由两个部分组成： 特
雷弗里特和格林塔夫。校园旁边有一个火车站，那里直达卡
迪夫，并连接了英国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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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认证  
USW是特许会计师协会（ACCA）的白金认证学习
伙伴，能够为学员提供最高级别认证。我们的课

程能够提供特许会计师协会（ACCA）的最大豁免
权— —我们的毕业生在ACCA中自动免考9门，
ACCA协会是全球专业会计师机构。同样我们还可
以为学员提供得其他专业机构的豁免权：英国特

许管理会计师协会(CIMA)、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
计师协会(ICAEW)、英国特许公共财政和会计协会
(CIPFA)，等。 

 

实践学习 
学生将学习使用毕业后在工作中会遇见的会计和

审计软件。此外，我们还有一个模拟室，使用

Global Investor Finance Lab软件来模拟股票交易，
以及访问金融服务部门广泛使用的  Thomson 
Reuters Eikon 数据库。2019年USW的一名学生在最
后的战略专业级ACCA论文中取得了全球第一的优
异成绩。

USW的会计和金融课程拥有你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提供坚实的
理论知识，并以实践经验为后盾，让你充满信心地进入职场开
始新生活。

会计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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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ia Tomlinson,  会计和财务本科毕业生和财务分析师，
在GE航空工作。 

Matthew Sensier, 
金融与会计本科毕业生

学习领域  
 

•  财务会计 
•  财务管理 
•  银行 财政与投资 
•  财务投资 
•  法务会计 
•  专业审计与会计 
•  专业会计 (含ACCA) 

 
更多信息请查看官网 

USW的会计专业
评为英国学生满
意度前20名。  
(2020年全国学生调查)

职业发展 
会计和财务专业人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受到

青睐。成为一名高素质的会计师或财务专家更能

成为商业、工业、管理和财务咨询领域的顶级工

作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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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管理
南威尔士商学院提供受到业内认可的学位和出色的就业机会。

Jamiel Ankail,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专业学生实习

酒店与酒店管理专业在五星
级的凯尔特庄园度假村实习

实践经历 
我们与100多家雇主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开展以
就业为基础的教学，包括为所有本科生提供为期

10周的实习机会。学员还可以在南威尔士商业咨
询所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培养职业发展技能，

并为当地企业提供实际的商业咨询。 
 
职业发展 
学员从南威尔士商学院毕业时，将拥有为企业做

出贡献的技能和和信心。 

课程 
我们有一系列的课程，你可以专注于与你职业规

划相关的领域。我们灵活的学习方式也意味着在

完成本科第一年学习之后，你可以从众多本科课

程选择中选出自己喜欢的特定专业领域进深学     

习。 

我们的MBA全球课程 
是一个独特的两年制 
课程，课程提供了一个 
长达10个月的英国实习
机会，为未来就业奠定坚实基础

。 
 

专业课程 
让你拥有更强的就业能力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宗旨。USW所有的商业课程都是专门设计的，众多课程都得
到了专业机构的资质认可。

学习领域 
 

•   商业和管理 
•   酒店和酒店管理 
•   国际商务和企业 
•   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   领导力与管理 (教育) 
•   全球工商管理 

 
更多信息请查看官网 



专业认证   
本课程得到了脊骨神经科总委员会（GCC）和欧洲
脊骨神经科教育委员会（ECCE）的双重专业认     

可。我们的毕业生有资格申请GCC注册，有能力在
欧洲国家工作，并有资格参加世界范围内的许多

入学考试。 

 
 
专业设备 
学员在专业的环境中学习，可使用数字X射线室、
超声诊断单元、DXA扫描、核磁共振成像设施和18
间病人治疗室。培训还得到了 "Anatomage " 的支 

持--一个先进的3D解剖可视化台，这在欧洲的脊骨
神经科教育中尚属首次。 
 

实践经历 
临床经验是培训的主要部分。USW是威尔士脊骨
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所在地——一个向公众提供诊
断、评估和治疗服务的诊疗机构。在这里，学生

可以治疗和管理现实生活中的肌肉骨骼疾病患     

者，包括13个月的专业监督实习。 
 
学生还将在当地医院实习一周的时间，在骨科专

科医生的监督下进行治疗。有机会与大学运动队

合作，并在户外活动（如铁人三项）中提供护     

理。 
 

脊椎按摩疗法在预防、诊断和治疗大量健康状况以及康复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USW提供专业的技能，教育和培训，为你的
实际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脊椎按摩疗法 

USW被评为英国健
康专业课程第三名 
(Guardian联盟  2021)

USW威尔士脊骨神经治疗学院

USW威尔士脊骨神经治疗学院

上我们的网站了解更
多关于MChiro 
Chiropractic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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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的培训和认证 
为了提高您的就业能力，我们的大多数计算机本

科课程都有针对每个专业领域的额外认证。这意

味着您可以在获得学位的同时获得行业认可的专

业证书。 
 
设施和实习 
为了做好职业准备，在正确的环境中学习你所选

择的专业是很重要的。除了使用行业标准的软件

和设备通过项目进行学习之外，你还有机会获得

专业相关的工作经验，这将作为你课程的一部     

分。

我们的所有课程都由行业内人士直接参与，因此USW的学生可
以获得他们所需的专业技能和支持，以便在一个不停变化的世
界中，从他们所选择的领域而脱颖而出。

计算机和数学

学习领域  
 

•  人工智能 
•  计算机科学 
•  网络安全 
•  数据科学 
•  数学 
 
更多信息请查看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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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W在2019年和
2020年被评为英国
年度网络大学。

数学专业学生Lizzie Williams

USW的数学成绩被评为 
英国前15名。 
 (泰晤士报2021大学报考指南)

专业认证 
我们的众多课程都获得了专业机构的认证。这些认证表明我们对行业认可的重视，以及我们课程、教学

和设施等方面所拥有的极高水准。

新港园区安全业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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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视觉 
产品 

专业技能   
我们的毕业生拥有雇主所看重的技能，并能通过

他们的展示视频、作品集和游戏设计来证明这些

技能。所有学生都通过现场比赛、项目和简报进

行学习，并鼓励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工作体

验，这都作为课程的一部分。 
 
专业设备 
为了做好职业准备，在正确的环境中学习你所选

择的专业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工作室旨在模拟专

业领域的情况，包括创意合作空间和行业推广。

对于技术技能，我们有绿色屏幕工作室，动作捕

捉设备，3D打印实验室、带有无限凹槽的摄影    

棚、编辑和后期制作套房。 
 
 
 
 
 
 

地理位置优越：卡迪夫 
我们的校园位于卡迪夫创意产业的中心，我们     

将城市视为我们更广阔的校园。这个市中心的     

位置和我们与行业的良好联系为你的职业生涯提

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文化

和娱乐之城，卡迪夫的创意产业学生的机会是无

限的。卡迪夫也是英国电视和媒体制作的主要中

心。主要的制作工作室和BBC就在附近，你将有可
能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你在USW将成为一个强大创意社区的一部分。我们的课程将为
你提供实际专业工作中所需的基础技能和实习经验，当你毕业
时，你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职业准备

USW3D动画和游戏设计与开发专业位列全球教
育机构前20名 

我们的学生和毕业生在卡迪夫参与
BBC的大片 《他的黑暗材料》制作。

学习领域  
 

•  动画 
•  计算机游戏 
•  设计 
•  时尚 
•  电影和视觉特效 
•  摄影 
 
更多信息请查看官网 

USW的设计被评为英
国前25名。  
(泰晤士报2021大学报考指南)

Stash My Bike, Fran Vukotic, 
室内设计展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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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教学 

专业设备 
为未来工作做准备，在正确的环境中学习你所选

择的专业是很重要的。我们模拟学校的教室、科

学实验室、车间和户外学习空间，让你在校园里

培养实际技能和角色扮演的场景。 
 
数字化技能 
USW是经认可的Apple区域培训中心，因此学生可
获得专家指导和定制的Apple认证培训，以提高教
学水平。在著名的 2020 Edtech Top 50 榜单中，我
们的学生为培养未来教师的数字技能所做的工作

得到了认可。

教育部门提供了许多令人满意和有价值的职业。如果你擅长激
励和鼓励他人学习，那么教育培训可能是适合你的领域。

学习领域  
 

•   领导和管理（教育） 
•   义务教育和培训后 
•   初等师范教育 
•   SEN/ALN 
•   自闭症 
 
更多信息请查看官网 

我们所有本科学习的评
估都是以课程作业为基
础的，没有考试

真实体验  
我们与许多学校合作提供初级教师教育，以提供多样化的实习经验。这些合作伙伴也

帮助你在大学所学到的知识，这确保了课程准确地反映了真实世界的教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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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建筑
专业认证  
我们的许多课程都得到了专业机构的认证。这些

认证表明我们的学位是以雇主需求为导向的，我

们的课程、教学和设施的质量也非常高。我们的

许多认证也为毕业后获得特许工程师资格和适当

的工作经验提供了基础。 
 

额外的培训和认证 
我们是英国唯一一所将行业标准的飞机维修资     

格 "EASAPart-66 "与荣誉学位相结合的大学。

工程师创造和创新正改变着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提供传统
而专业的工程和建筑课程，课程设置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
经验，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做准备。 

Mercedes Vaughan-Matthews, 
建筑工程管理专业毕业生

学习领域  
 

•  飞机维修工程 
•  应用工程 
•  汽车工程 
•  土木工程 
•  施工项目管理 
•  机械工程 
•  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技术 
 
更多信息请查看官网 

USW被评为英国土木工
程专业前20名 
(泰晤士报2021报考大学指南)

设备与实习 
为了做好就业准备，在正确的环境中学习你所选

择的专业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学生在校园内使用

行业标准的设备进行学习，例如在我们的航空航

天中心和材料测试实验室。除了现场参观和通过

实际项目学习外，您还有机会获得专业实习工作

经验，这也是您以下课程的组成部分。 
 

Approval Number:  
UK.147.0111

U.A.E. CAR 147/48/2017

Wayne Kwenda, 飞机维修工
程（荣誉）学士毕业生，在
威尔士GE航空公司的产品支
持工程部门工作。



专业认证   
USW是一个NMC认可的教育机构（AEI），这意味
着我们的护理和助产士课程的毕业生可以申请加

入NMC的专业注册，并开始执业。这意味着我们
的护理和助产课程的毕业生可以申请加入NMC专
业注册并开始在英国执业。 

 

工作实习 
为了帮助您为毕业后的实践做好准备，大量学习

将在实际临床环境中进行 ，这可能是学校，医疗
病房，外科病房或社区。在实习中，你会被分配

给一个导师，你会得到医护人员、经理、实践促

进者和联系讲师的各方面支持。

USW为医疗保健专业的学生提供卓越的培训、设施和支持。如
果你有爱心，有同情心，并致力于帮助人们，我们可以帮助你
开始你的职业生涯。

我们提供公共健康相关的线上
课程，请登陆我们官网查看完
整信息。

Sophia McKirdy  
助产专业学生

学习领域  
 

•  保健和社会护理管理 
•  助产士 
•  护理 
•  公共卫生 
•  专业实践 
 
更多信息请查看官网  

USW被评为英国
护理和助产学前
25名。 
(2021年卫报联盟排名)

设备和实习 
为了做好职业准备，在合适的环境中学习所选专

业很重要。我们重视实际操作的学习方法。您将

在一个专门建造的环境中学习和进行实际工作，

再现不同的临床和护理环境，通过使用真实的医

疗设备获得技能。

37

健康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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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犯罪学
专业认证   
我们所有的法律本科学位都被认可为合格法律学

位(QLD)，并得到了律师监管局(SRA)的专业认证。
这意味着，他们满足了学术阶段的培训，以进入

专业阶段，成为一名律师或大律师。 
 

实践学习和实习 
工作经验是在USW学习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鼓
励所有学生在工作场所度过一段时间。法学专业

的学生也可以在我们的法律咨询诊所做志愿者，

为当地企业和社区成员提供无偿的法律咨询。

法律和刑事司法系统为你提供了有价值的职业道路，让你在社
会有所作为。我们的学习为你提供了在这些领域工作所需的理
论和实践技能。

Hafsah Abdul Hardi,  
正在实习的法学学士
本科学生。 

学习领域  
 

•  犯罪学和刑事司法 
•  法律 
•  法律（加速路线） 
•  国际商法 
 
更多信息请查看官网 

USW的法律专业在英
国排名前15，威尔士
排名第一。 
(2021卫报联盟排名)

真实案件体验 
无罪项目使我们的犯罪学学生有机会参与真实的

案件和调查，有可能推翻误判。我们还开设了一

个冷案组，学生们在那里与警察和失踪人员合     

作。

学生们在模拟法庭上获得实用  
技能

只需经过两年的全日制学习，

就能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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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表演
USW是你开始媒体和表演职业生涯的优秀平台。在这里，你将
成为一个强大的创意社区的一部分，在校园和城市获得蓬勃发
展的机会。

媒体制作工作室, USW Cardiff

音乐录音室, USW Cardiff

专业技能 
我们的毕业生拥有雇主所看重的技能，并可以通

过他们的创新作品集和表演来展示这些技能。所

有学生都通过现场比赛、项目和简报进行学习，

并鼓励学生在课程中获得工作经验。 
 
专业设备 
了做好职业准备，你要在正确的环境中学习你所

选择的专业。我们的工作室旨在模拟中发生的事

情，你将与其他课程的学生一起工作，以获得反

映现实生活的跨学科经验。对于技术技能，在学

校里，有一个多镜头高清电视工作室和广播工作

室，一个剧院，舞蹈工作室，排练空间和九个录

音室 。 
 

优越的地理位置：卡迪夫 
我们的校园位于卡迪夫创意产业的中心，整个卡

迪夫城市是我们更广阔的舞台。市中心的地理位

置和我们与行业的良好联系为你的职业生涯提供

了一个理想的平台。作为一个文化和娱乐之城，

卡迪夫的媒体和表演专业学生的机会是无限的。

卡迪夫最近被命名为英国第一个音乐之城，而且

它是英国媒体的关键位置，主要的媒体机构离校

园很近，包括BBC。 

我们的毕业生在Netflix、
迪士尼、Sky和BBC工作 

学习领域  
 

•   新闻和媒体 
•   音乐和声音 
•   剧院和戏剧 
 
更多信息请查看官网 

Journalism students 
被评为USW英国教
学前20名。 
 (NS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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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心理
治疗和咨询

实践与实习 
我们的校区拥有心理学与心理咨询的专业资源，

你可以很好利用这些资源提高专业技术。在USW
的所有本科学习都有包含工作经验的单元。例     

如，我们的  "心理学+"计划在我们的校园诊所提   

供临床经验，专业短期课程，专业证书和工作     

实习。 
 
校内门诊 
USW行为分析诊所为公众提供临床服务，主要治
疗与各种疾病相关的行为。USW治疗中心则是为
当地居民提供咨询服务。这两项服务都是为社区

服务，并为学生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

USW因其卓越的教学和教学设施得到认可，培养学生让他们成
为专业的从业者，为改变人们生活的职业做好准备。

心理学房间, USW Pontypridd

学习领域  
 
•   行为分析和治疗 
•   临床心理学 
•   创意和治疗艺术 
•   专业博士 
•   心理学 
 
更多信息请查看官网  

咨询、心理治疗和职业
治疗学生被评为USW英
国教学前15名。 
(NSS 2020)

专业认证  
我们的学位得到了相关专业机构的认证。这些认证表明，你所学的课程和使用的教学设施为你所选择

的领域做了很好的准备。

新港校区USW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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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和人
文科学   

实践经验   
获得工作所需的技能是我们课程的一个关键组     

成部分。我们与雇主，外部组织建立了牢固的伙

伴关系，以提供工作经验、实习和网络机会。除

了向讲师学习外，您还将与在该行业工作的人接

触。 
 
 

就业能力 
让你找到更满意的工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核心。

各个模块都有很好的效果，这些成果与雇主希望

毕业生掌握的技能紧密联系。你的分析技能将得

到有效的提高，为你未来的职业做好准备，包括

沟通和数字技能。 
 
全球性选择 
USW全球选择系列讲座探讨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
最复杂和最紧迫的挑战。我们邀请见证和参与过

重大世界事件的知名嘉宾和演讲者来校演讲。 
 
 

我们的学位旨在为世界各地的居民和社区生活带来改变。您在
USW的学习将为您提供领导当地和引导全球社会变革所需的技
能和洞察力。

Muhanned Kalash,  
国际关系管理学学生

学习领域  
 
•   英文 
•   全球治理 
•   保健和社会护理管理 
•   历史 
•   警务工作 
•   公共服务 
•   社会学 
•   青年和社区工作 
 

更多信息请查看官网 

USW的社会政策在
英国排名前30。  
(2021年卫报联盟表)

Sara Daniels,  
BSc (Hons) 社会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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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和实习 
为了做好职业准备，在合适的环境中学习所选专

业很重要。我们重视实际操作的学习方法。您将

在专门建造的学习环境中学习，并在校园内的专

业实验室进行实际工作。除了使用行业标准的软

件设备，通过项目学习外，作为课程的一部分，

您还有机会获得工作经验。 
 
实地考察 
我们的许多课程都提供了令人兴奋的实地考察机

会，将您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带到生活中去。

除了利用学校附近各种栖息地外，您还可以去更

远的地方。近年来，我们的课程地点包括洪都拉

斯、南非、墨西哥以及更多的地方，如布雷肯比

肯斯和彭布罗克郡国家公园。 

在南威尔士大学，你将获得专业的技能、知识和实践经验，
成为对雇主有吸引力的候选人。

科学

实验环节，法医证据检索
实验室。USW Pontypridd

学习领域  
 
•   法医科学 
•   生物科学 
•   化学和制药科学 
•   地理、地质和自然科学 
•   历程 
•   医学 
 

更多信息请查看官网 

专业认证  
我们的学位得到了相关专业机构的认证。这些认证表明，你所学的课程和使用的教学设施为你所选择的

领域做了很好的准备。

国际野生生物学生在
野生动物园实践

USW的地理和环境研究
被评为英国前10名。 
(泰晤士报大学排名2021)



专业认证 
我们的学位得到了相关专业机构的认证。这些认

证表明，你所学的课程和使用的教学设施为你所

选择的领域做了很好的准备。 
 

我们的课程反映了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体育产业。从教练和
表现到科学和治疗，我们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为他们想要
的体育事业做准备。

USW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唯一一所提供全
尺寸室内3G球场的大学，该球场按照
国际足联职业橄榄球标准和世界橄榄球
标准建造，保证全年训练

学生在力量与体能训练室训练 
USW 体育公园

学习领域  
 

•  足球教练和表现 
•  橄榄球教练和表现 
•  体育和运动治疗 
•  体育教练和表现 
•  体育、健康和运动科学 
•  力量和调节 
 

更多信息请查看官网 

USW 体育公园   室内足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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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备 
为了做好职业准备，在合适的环境中学习你所     

选择的专业很重要。USW体育公园是一个精英     

训练设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俱乐部和

协会。我们重视实践性的学习方法，所有的学生

都会得到高质量的运动服以确保你拥有专业的装

备。 
 
实践经历 
我们与国家管理机构、专业运动队和当地企业建

立了许多合作关系，提供与您的课程和兴趣相匹

配的工作机会。此外，我们所有的教练课程都与

行业标准相吻合，除了学位之外，还为你提供行

业认可的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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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政策 
当我们收到你的学习申请时，你将默认获得奖学金，不需要单独申请奖学金。您将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

同时收到奖学金确认书，该奖学金适用于所有年级的学习。 
 
奖学金和优惠不适用于受资助的学生、带实习课程或英语语言课程的学生。如果不遵守奖学金的条件，

奖学金可能会被撤销。 
 
国际奖学金 
自费留学生每学年最高可获得2500英镑的奖学金，用于抵扣部分学费。 
 
Chancellor’s 国际发展奖学金 
来自以下地区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资格获得2,500英镑的奖学金： - 非洲 - 拉丁美洲 - 南亚 - 东南亚 - 中亚
和土耳其 - 加勒比海地区。 
•     非洲 -- -- 拉丁美洲 -- -- 南亚 -- -- 东南亚 -- -- 中亚和土耳其 -- -- 加勒比地区。 
 
英联邦和Chevening奖学金 
USW备受英联邦和Chevening学者的关注，我们提供了许多普通和合作奖学金。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
问：www.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学费 
•     每一个学年学费都可能发生变化 
•     学生的生活费与住宿费用需要另外计算 
•     关于实地考察或者其他的附加费用请参照课程信息 ：www.southwales.ac.uk/courses 
 
付款计划 
学生在语言课程期间，注册之前就付清学费 
 
本科或者硕士课程的学生在注册之前必须缴纳50%的学费 
 
付款方式 
1.  如果学生在注册之前交齐学费，可获得300英镑的折扣。 
2.  学费可分七个月分期付款。 
 
如果学生在注册之前交齐学费，可获得300英镑的折扣。更多关于学费付款的信息请登陆：
www.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在英国留学的费用是一项比较高额的财政支出，我们通过相关
政策，使你可以负担得起在USW留学的费用。

学费与奖
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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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性价比的学费 
•  丰厚的奖学金 
•  灵活的付款计划 
 
本科学位                                                                                                          学费                     奖学金 
 
商科学位或创意产业的学位/Foundation                                                        £13,500                   £1,500-£2,500 
预科课程(每年)                                                                                                                                                 
计算机、工程、科学或教育方面的学位/Foundation                               £13,800                   £1,500-£2,500 
预科课程(每年)                                                                                                              
带实习学位课程                                                                                                          £2,700                     /

硕士学位                                                                                                          学费                     奖学金 
 
工商管理/法律实践课程/法律实践硕士课程                                                 £15,300                   £2,000-£2,500  
商业学位或创意产业硕士/硕士                                                                           £14,300                   £2,000-£2,500  
计算机、工程、科学或教育硕士/硕士学位                                                   £14,500                   £2,000-£2,500 

研究型学位                                                                                                     学费                     奖学金 
 
PhD                                                                                                                                    £15,300                   £2,000-£2,500  
DBA                                                                                                                                   £14,300                   £2,000-£2,500 

欧盟学生需要知道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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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南威尔士大学所需的生活费用会受到你选择生活方式
的影响一般而言，在USW的学生将花费7000英镑到9,000
英镑(超40周)的生活费。 
 
这些费用的高低会因人而异，所以最好制定一个预算。 
 

南威尔士的性价比很高。食品、娱乐、住宿和其他日常费用可
能低于英国其他许多地区。当然，所有学生在上大学前做好财
务准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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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的贷款 
 
美国 
如果您是美国公民，您可能会获得贷款来支付您的学习费用。南威尔士大学是威廉-福特联邦直接贷款计
划的参与机构。该计划由美国教育部通过学校直接向学生提供贷款。南威尔士大学只为全日制学士或研
究生学位提供直接贷款。本校的学校代码是： G35473 
 
加拿大 
南威尔士大学是一所指定的院校，让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的学生在就读的同时，仍有资格
获得本省的学生资助。 
 
有关申请资格和如何申请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学生援助署 www.studentaidbc.ca 或安
大略省学生援助计划：www.ontario.ca/page/osap-ontario-student-assistance-program。 

南威尔士 
生活费用 

欧盟学生：学费和奖学金 
 

学校以跟欧洲之间的良好关系为傲，我们来自欧洲和世界各地
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多元化社区增强了USW的友好和多元文化
氛围。 
 
在2021年9月开始课程的欧盟、其他欧洲经济区和瑞士公民，课程费用金额将等于贷款公司给国际学生
提供的资助。 
 
大学致力于让学生尽可能负担得起学费。为了帮助受此变化影响的学生，我们为欧盟学生提供了一系列
有吸引力的奖学金。符合条件的欧盟学生在2021年9月开始在USW学习课程，将自动获得奖学金，这将
使学费金额与英国学生支付的费用一致。这将在您的课程期间适用。 
 
请注意，共同旅行区(CTA)意味着爱尔兰和英国将采取措施，确保爱尔兰和英国公民今后可以继续在相同
的收费基础上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并且不需要申请签证。详情请见： www.dfa.ie/brexit 
 
此信息在发布时是准确的。随着Brexit谈判的继续，一些细节可能会略有变化。有关最新信息，请通过电
子邮件联系移民和国际学生咨询团队服务： international.advice@southwales.ac.uk 
 

有关费用和奖学金的 
最新信息，请访问我

们的网站。

欧洲合作伙伴 
 
大学建立了一个强大的ERASMUS+伙伴机构网络，以促进学生和工作人员的流动。ERASMUS+还为参与费
用提供资助。来自USW合作大学的学生如果有兴趣到USW学习，应与他们大学的伊拉斯谟和学生交流办
公室联系，以获得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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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要求 
大学认可的英语语言资格证书包括: 
 
•    雅思考试平均总分6.0分，每个部分至少5.5分 
•     GCSE英语C级或以上 
•     同等的国家级英语资格证书，按个别情况考虑 
•     托福考试最低72分 
•     PTE英语学术测试 (PTE Academic)，总分至少50
     分，每个部分不少于42分。 
 
欲了解更多信息和我们接受的完整英语资格证书 

列表，请访问：

www.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courses/ 
ielts-english-programmes-requirements 
 
请注意，如果您的雅思低于课程入学要求，我们

将提供英语语言课程。详见第58页。 
 

考虑到您的申请 
为了考虑您的申请，我们需要以下文件 
 
•     学校成绩单和证书（包括高中和大学或学院的
    学历文件） 

•     英语语言能力证明（雅思或同等学历） 
•     学校/就业推荐信 
•     个人陈述。 
 
我们建议您在提交申请时提交所有这些文件，但

如果您没有这些文件，我们仍有可能为您提供有

条件的录取。 
 
有条件录取意味着你还需要满足一些要求才能在

我们这里学习--一般是考试成绩。你的录取通知书
应该说明你需要提交哪些材料才能获得无条件录

取。其他条件包括提交工作证明或你的成绩单。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有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我们在全球各地都有值得信赖的代理网络，代表

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学生合作。您所在国家的代理

可以帮助您完成申请和录取过程。您可以在我们

网站上的 "您的国家 "相关页面上找到他们的详细
联系方式。

我们承认世界各地的学历。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您所在
国家的要求：www.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your-country入学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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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课程需要更高的雅思分数 , 详情请在官网查看各专业的要求。本科以下的课程需要UKVI SELT IELTS
USW 庞特普里德校区，翠佛瑞

更多信息请查看官网 提供500多个专门供学生选择，部
分专业担保安排实习，许多学生还

将被安排到专业岗位上 

超过500 
个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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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联系我们 

申请 

你的录取通知 

接受 

1

2

3

4

5

6

进 www.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可
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课程、地点、费用和

奖学金的信息。

如果您仍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的招生团队  
international@southwales.ac.uk 或您所在国家的
代表：www.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your-
country

使用 "我的USW "在线门户网站：
www.southwales.ac.uk/apply, 
在线申请课程。

我们的目标是在两个工作日内回复你的申请，并发出   

学习邀请，但如果你需要面试，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如

果你的录取通知是有条件的，请尽快将我们需要的信息

发给我们，我们会将你的录取通知更新为无条件录取通

知。

关于如何接受录取的说明将在无条件

录取通知的电子邮件中，以及如何获

得CAS以申请学生签证（如果需要）.

我们的住宿团队会在您拿到确定的课程

录取通知后给您发送一封邮件，邀请您

申请宿舍。

加入我们 
 

7
入我们的国际迎新活动吧!

如何申请 

如果您对招生录取还有任何疑问，

请发邮件至招生办公室：

international@southwales.ac.uk

申请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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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强化课程将提高您的英语和学术技能，并帮

助您在英语环境中进行交流。 
 
•    课程由完全具有资格的专业教师授课 
•     你选择的课程将取决于你的英语水平和学历 
•     我们会在学生完成英语课程后为他们提供支持
。你也可以参加每周的免费英语语言课程。 
•     课程在我们的Pontypridd校区授课 
•     我们强烈建议您至少保证有10周的时间（300小
    时的英语学习）来将您的英语水平提高 

    到一个（1.0）雅思等级（或同等水平）。 
 
 

语言班入读要求 
•     申请人必须持有USW的课程录取通知书（预    

    科、本科或研究生阶段） 
•     申请人必须满足下表详列的英语语言要求 
•     国际申请人必须持有英国签证和移民局(UKVI)的
    雅思成绩，在经批准的UKVI SELT雅思中心进行
    审核。 

 
 
 
 
 
 
 

USW为未达到课程英语要求的学生提供一系列英语语言课程。
这些语言班还帮助学生在大学环境中发展学术和社交技能。

英语语言课程

*学生申请的课程要求雅思成绩高于6.0分的话，可能需要更长的英语预科学习课程。请注意，上述费用
可能会发生变化。有关完整的条款和条件，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southwales.ac.uk/money 

如需了解世界各地UKVI 
SELT雅思中心的信息，
请访问www.gov.uk，或
联系您所在国家的代表

获取更多信息。

目前的英语水平 
 
 
 

雅思3.5*或同等水平（单科每      
科至少3.5） 

 
雅思4.0*或同等水平（所有单      

科至少4.0） 
 

雅思4.5*或同等水平（所有单      
科至少4.0） 

 
雅思5.0*或同等水平(写作至少4.5

分，其他部分4.0分) 
 

雅思5.5*或同等水平(所有单科      
至少5.0) 

 
雅思5.5*或同等水平(写作至少5.5

分，其他部分5.0分) 
或者 

雅思6.0*或同等水平（写作至少
6.0，其他部分5.5） 

 

建议的语言班课程 
 
 
 

25 周 
 
 

20周 
 
 

15 周 
 
 

10 周 
 
 

7周 
 
 

5 周 

日期(开始-结束) 
 
 
 

5-12月 
 
 

6-12月 
 
 

5-9月 
或8-12月 

 
6-9月或 
9-12月 

 
7月- 9月 

 
 

1-2月或 
8-9月或 
11-12月 

学费  
2021-22 

 
 

£9,500 
 
 

£7,600 
 
 

£5,700 
 
 

£3,800 
 
 

£2,660 
 
 

£1,900 
 

新港校区

Ziwen Yao, China 
10周语言班课程和国际商务(荣誉)文学士课程(续本课程) 
 

        南威的教职员工都很友好，在我初
来乍到时不仅在英语方面帮助我，而且
也帮助我解决了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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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服务  提供信息和建议，并协调
与残疾有关  的支持。无论你有身体、

感官或隐性障碍，或特定的学习困难，

我们将制定一个支持计划，以确保你得到你需要

的支持。 
 
宗教信仰: 为所有USW学生提供开放和肯定的服   

务。无论他们是否有宗教信仰，我们为学生提供

保密的指导和支持。 
 
健康服务 提供免费咨询、辅导和支持。我们关注
你的整体健康，包括身体和精神健康、社会福利

以及改进的方法。 
 

校园生活协理员 照顾住在宿舍的学生，并为任何
与宿舍有关的问题提供有用的联系。 
 
学生指导 旨在为您提供实用的建议和支持，让您
轻松愉快地开始大学生活。 
 
学生理财咨询 可以帮助您管理您的资金，并提供
有关学生资助的建议--详见第50页。 
 
USW职业顾问  可以帮助您解决所有与您的职业生
涯有关的问题，并为您提供如何从您的学习中获

得最大收益的建议--请翻阅第10页了解更多信息。 

来到南威尔士大学之后，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学校都会利用
各种方式帮助您，保证你的健康、及时更新信息，为你提供建
议。学生支持 

60

Filipe Galamba, 葡萄牙，新闻学硕士 

         在南威尔士大学的学
习让我适应了多元文化

的环境。通过认识和结

交来自不同国家、文化

和背景的朋友。 
我觉得自己已经成长为

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国际和欧盟学生支持 
我们在你留学的每个阶段都提供支持和建议--从提出申请到毕业及以后。我们的移民和国际学
生咨询团队可以为您提供有关非学术问题的信息，如移民和英国的日常生活，此外，他们还

安排了许多活动和社交活动。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southwales.ac.uk/int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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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P主要是每年9月和2月为国际和欧盟学生举办的
社交活动。这些活动将帮助你结交朋友，并在你

的学术入门和入学前习惯在英国生活）。 
 
•    有很多不同旅行和活动，你可以选择你感兴趣
    的活动和信息会议，比如在英国的生活和学 

    习，Keeping Safe Under Tier 4，以及在英国自 

    驾。 
 
•    社交活动可以包括旅行、烹饪、野餐、竞猜、
    城市散步或当地历史学家的客座讲座。你甚至

    可以学习新的技能，如世界舞蹈、尊巴或打 

    鼓。无论你是喜欢聚会还是喜欢安静一点的活

    动，都会有适合你的活动。 
 
•     注册和大部分活动都是免费的，但一些自选的
    旅游车行程和餐饮会收取少量费用。 

 
•    除了所有有趣的活动，工作人员和学生会带你
    参观校园，确保你有地方住，还会辅助你开设

    银行账户。 
 
•    IWP也是一个认识其他新生的机会，同时也是一
    个认识已经在这里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学生的机

    会，可以分享他们的经验。旧生分享的经验将

    帮助你为学期开始做准备，并在这里有家的感

    觉。 

 

抵达南威
尔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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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IWP很简单，可以登陆以下网址 
www.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查询更多信息以及填写申请表 

如何注册? 

接机服务 
为了让您前往USW的旅行尽可能的简单，我们会
在您首次抵达英国时为您安排抵达服务（接机服

务）。 
 
此接机服务在卡迪夫国际机场（CWL）和伦敦希思
罗机场（LHR）全年通用。 
 
 
 
我们建议您选择航班在卡迪夫国际机场（CWL）降
落的航班。根据要求，我们可以安排从机场到

USW住宿的免费出租车服务。 
 
I如果您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LHR），我们可以安
排一名大学代表来接您，并帮助您完成前往USW
的其余旅程。但是这不是免费接机服务，我们的

代表既不会接送您，也不会与您一起前往大学。 
 
请记住，您必须在旅行前至少5个工作日申请接机
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和预订表格，请访问：

www.southwales.ac.uk/arrivalservices

国际学生迎新项目  (I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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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留学签证 
•    请务必阅读大学的签证和申请流程指南:
     www.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visas-
      and-pre-arrival 
 
•     您可以在课程开始前3个月申请Tier 4签证并且您
    需要USW出具的留学确认书（CAS）。我们可以 
     在您的课程开始日期前6个月内出具此声明， 但
    在合适的时间之前您不能使用它。 

 
•    一旦你接受了在USW学习的邀请，我们的移民
    和国际学生咨询团队（IISA）将与你联系。他们
    将指导你申请Tier 4或任何适当的替代移民类别
    的签证。 

 
•    签证申请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准备好申请所需的材料，财务资金准备到位。 
      
      填写Tier 4 在线表格并支付所有到期的申请费。 
   
      在签证申请中心预约。 
   
     将您的文件邮寄给大使馆。 
 
•    一个标准的签证申请通常需要三周的时间，但   
     在高峰期（9月/10月）可能会更长。有些国家
    提供用时3到5天的优先签证申请服务。您可以
    通过以下网址查询您所在国家当前的签证处理

    进程：www.gov.uk   
 

新生通道 
如果你来自欧盟，并在2020年12月31日及以后抵
达英国开始学习，你需要根据New student route申
请签证。该签证将持续到你的课程期间，申请费

为348英镑。可能会有变动，请登录www.gov.uk 
了解最新信息。 
 
签证申请流程很简单，大多数欧盟公民都可以在

线提交申请，但您需要提供南威尔士大学（CAS）
的录取确认书。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了解更多

关于New student route和所需材料的信息。 
 
还需要缴纳移民健康附加费，可以享受英国的国

家医疗服务，你需要每年支付470英镑的费用。欧
盟学生不需要购买私人医疗保险，但我们建议你

为旅行和财物购买保险。有关欧盟、欧洲经济区

和瑞士学生在英国的医疗信息，请联系我们的IISA
团队。 
 
 

在学期内，你可以在英国每周工作20个小时，假
期期间工作时间可以更长。如果你想在学习结束

后继续留在英国，这些也会有变化。你可以申请

Graduate route签证，如果你完成了学士或硕士学
位，可以留在英国全职工作两年，如果你完成了

博士学位，可以留在英国工作三年 
 
请注意，"共同旅行区"（CTA）意味着爱尔兰和英
国将采取措施，确保爱尔兰和英国公民今后可以

继续在相同的收费基础上接受继续教育和高等教

育，并且不需要申请签证。详情请见：

www.dfa.ie/brexi 
 
此信息在发布时是准确的。随着Brexit谈判的继    

续，一些细节可能会略有变化。有关最新信息，

请通过电子邮件联系移民和国际学生咨询团队：

international.advice@southwales.ac.uk。 

移民健康附加费(IHS) 
如果英国的Tier 4学生的签证期限为6个月或更长时
间，他们必须支付健康附加费。如需了解更多信

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visas-and-
pre-arrival/visas 
 
携带家人 
如果您想将家人作为您的家属带到英国，请访     

问我们网站上的 "携带家人 "部分以获取信息和指
导。 

 
Graduate Immigration Route 
学校十分支持我们与欧洲产生联系。来自欧洲和

世界各地的不同学生和教职员工使USW的友好和
多元文化氛围得到了加强。 
 

 

签证和移民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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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和国际学生咨
询团队（IISA）可
以随时回答您关于
移民的问题。  
 

移民服务和国际学生事务团队 

欧盟学生 
学校以跟欧洲之间的良好关系为荣，我们来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多元化社区增强了

USW的友好和多元文化氛围。

想了解有关签证的详
细信息，请访问我们
的网站。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或电子邮件与顾
问交谈： 
international.advice@southwales.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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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上大学？ 
从改善职业前景到自信和独立，上大学有不同的

理由： 
 
•     获得国际认可的学历。英国的高等教育学历受
    到全球雇主的认可和尊重。 

 
•     培养职业和工作生活所需的关键技能：沟通、
    组织、时间管理、团队合作、领导力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     我们通过课程设置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好培养--
     就业能力。 
 
•     在USW的教学是与实际工作情景相结合的。 
 
•     提高收入水平，拥有学位会使你受到更多雇主
    的青睐，你会有更多的工作选择，你会赚到更

    多的收入。95%的USW毕业生在离开大学后的6
     个月内找到了工作或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
    （DLHE 2016/17）。 

 
 

为什么选择 USW？ 
南威尔士和USW是生活和学习的好地方。我们将
帮助您的孩子的学业进步，确保他们的安全，并

为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南威尔士充满了生活气息，同样它又很安全，卡

迪夫是一个大小适中绿化很好的海滨城市，景点

到处都步行可达，海边绿化

很好。此外，卡迪夫还因提

供了一个娱乐性、多样性、

安全和愉快的夜间活动而被

授予紫荆勋章。  

对家长和学生来说，大学是一个改变人生的经历。但请放心，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为您的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您的孩
子能够平安健康得成长。

家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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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咨询和福利，我们有专家团队随
时准备帮助您的孩子: 
 
•    移民和国际咨询 
•    学生理财建议 
•    美国妇女联合会的职业 
•    学生指导 
•    学习技能处 
•     牧师协会 
•    残疾人服务 
•    学生会 
•    校园安全  
 

新港校区

实践部分, USW Pontypri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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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typridd Halls 
USW在Pontypridd的校园里有宿舍，所以你可以在
我们学生喜欢的友好的社区氛围中生活和学习。

这里有近1,200个不同大小的房间，以及20个独立
的单间公寓 
•     每周109英镑起* 
•     独立房间，带浴室和卫生间 
•     共用厨房、餐厅和客厅，有电视 
•     迷你冰箱 
•     自助餐厅 
•     免费Wi-Fi 
•     个人财产保险 
•     智能手机应用/卡式洗衣机 
•     每天24小时有人值班 
 
Cardiff Halls 
我们与Unite合作舍提供房间。这些房间就在市中
心--其中一栋建筑就在USW Cardiff对面： 
•    每周125英镑起* 
•    独立房间，带浴室和卫生间 
•    共用厨房、餐厅和生活区 
•    自助餐厅 
•    互联网接入和账单包括在内 
•    学习和社交空间，免费打印 
•    USW 福利支持 
•    洗衣设施 
•    每天24小时有人值班 
 
 

Newport Halls 
我们与私人供应商CLV合作，在校园附近提供现代
化的宿舍。我们有六种房间套餐可供选择，还有

单间公寓  
•     每周96英镑起 
•     独立房间，带浴室和卫生间 
•     共用厨房 
•     自助餐厅 
•     带天空电视台的普通房间 
•     免费Wi-Fi 
•     个人财产保险 
•     现场洗衣设施 
•     每天24小时有人值班 
 
私人租赁住房 
如果您不想住在Halls（宿舍），私人住宅也是一种
选择。我们有一个注册房东的数据库，其房产符

合标准和安全规定： 

www.southwales.ac.uk/accommodation 
 
我将如何付费？ 
国际学生必须在学年开始时全额支付宿舍租金。

欧盟学生必须在学年开始时全额支付Newport和卡
迪夫校区的宿舍租金，除非他们有英国担保人。

住在私人租房的学生，请参考他们的合同，了解

付款细节。 
 

我们希望您在USW学习期间有家的感觉，我们为您提供高质量
的住宿。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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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f Khoshnaw 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管理硕士。 

      我住在校内宿舍，

这里离我的教室、图书

馆、学生会和体育中心

都很近，很方便。

庞特普里德校区 校内宿舍

新港校区校内宿舍

庞特普里德校区 校内宿舍

* Based on 2020 prices. Please check our website for the latest information.

我们有很多住宿选择，您可以选择最适合您的

住宿。我们的住宿团队会在你拿到确定的课程

录取通知后给你发邮件邀请你申请。 
 
www.southwales.ac.uk/accommodation



学生生活 

70 71

学生会  
在学生会，你可以在这里运动，结交新朋友。结
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获取建议，找到工作，
并反馈意见。你在入学时自动获得学生会会员资
格。 
 
 

俱乐部和社团 
如果你加入了一个俱乐部或社团，你会结交很多

新的朋友，并参与各种活动，从游行和一日游，

到夜游和派对。 
 
社团生活 
学联会有很多娱乐活动。这是一个交友的地方，

在这里您可以在大屏幕上观看现场体育比赛，     

享受美食，喝咖啡，或者只是休息和放松。晚     

上，您可以享受现场乐队表演、酒吧竞猜、电影

放映、主题之夜等活动。 
 

在专注学习的同时，你的大学时光也应该是有趣的。无论您的
兴趣是什么，USW都有许多俱乐部、社团和多样化的社会生活
来满足你的兴趣。

2019-2020 学联干事

2019年 USW学生博主们

想了解更多关于南威尔士的生活或在USW
学习的情况？请给我们友好的学生大使留
言--他们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www.southwales.ac.uk/chat-to-our-students。 

庞特普里德 学联大楼

认识我们
的学生 

USW通过博客分享他们学生生
活的点点滴滴。跟随他们的
脚步，听听他们用自己的语
言讲述在南威学习的生活。
如果你有关于学生生活的问
题，请通过 Instagram与他们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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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W运动是为每个人准备的。尝试一项新的运动
或加入俱乐部是结交朋友的好方法--从室内攀岩到
瑜伽、射箭，以及中间的所有项目，一定会有你

喜欢的项目。 
 
积极参与，保持健康 
USW Pontypridd的体育中心有你需要的一切。所有
学生都可以使用Pontypridd的体育中心，但我们已
经与卡迪夫和纽波特的健身房和健康俱乐部安排

了优惠价格，供在城市生活或学习的学生使用。 
 
USW拥有浓厚的体育竞技环境，它是学生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超过60支队伍参加英国大
学和学院（BUCS）联赛。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
在足球、橄榄球、篮球、水球、游泳、排球和羽

毛球等项目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USW 拥有英国最好的设施，提供俱乐部、课程和资格认证。

USW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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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W 体育公园 

这里是全国最好的大
学体育教练和训练场
地之一。 

我们是英格兰和威尔士
唯一的一所拥有全尺寸
室内足球场的学校，我
们学校按照FIFA Pro和世
界橄榄球22标准建造。

我们还有11个球场，包
括4个灯光球场、1个人
工训练场和1个3G橡胶
屑灯光足球场。

我们的体育馆包括一个
国家标准的6个符合国
家标准的带弹性地板的
羽毛球场。

拥有12个升降台的专业力
量和体能训练中心，为想
要运动的运动员提供了一
个高质量的训练环境。  

USW 体育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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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录  

 
University of South Wales 
Pontypridd, Wales, UK CF37 1DL 
+44 (0)1443 654 450  
international@southwales.ac.uk 
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普通咨询： 
电话：+44 (0)1443 654 450 
邮箱：international@southwales.ac.uk 
网址：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申请咨询： 
电话：+44 (0)1443 654 450 
邮箱：international.admissions@southwales.ac.uk 
 
出入境咨询（移民服务和国际学生事务咨询） 
电话：+44 (0)1443 482 083 
邮箱：international.advice@southwales.ac. 
网址：southwales.ac.uk/arrivalservices 
 
住宿咨询 
电话：+44 (0)1443 482 044 
邮箱：accom@southwales.ac.uk 
网址：southwales.ac.uk/accommodation 

关于此指南 
本指南仅用于提供指导，不具备合同效力。 此指
南中所提供的信息在2021-22学年课程开始之前已
经得到了核实， 因此我们相信所有信息在制作的
时候是准确的，如需查看最新信息，请参考官网

的最新消息。如果发生不可控力的情况，南威尔

士大学保留修改或中止课程，或者更换设备以应

对突发情况的权利。南威尔士大学也会尽力与受

影响者协商沟通，并采取补救措施协助他们。最

新信息请访问： www.southwales.ac.uk/money 
 
品质保证 
QAA菱形徽标和“ QAA”是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构的
注册商标，表明该大学已接受高等教育标准的独

立审查，并取得了成功的结果。 
 
 
 
 
 
设计 
由市场部&招生部门参与制作，衷心感谢为此项目
的付出努力的全体人员。 

 
设计：USW设计与印刷部 
www.uswprintanddesign.co.uk 
 
Covid -19带来的影响 
我们将全体员工与学生的身心健康放在工作的首

位，我们承诺在最大限度保证全体师生安全的情

况下进行课程教学以及研究活动。 这份指南遵守
大学一贯的质量保证程序和政府指导方针，并包

含USW在2021/2022将要提供的课程与设备信息。 
 
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带来的影响，这本指南          

有可能会根据政府指示发生调整。在这个指          

南发布的时候，学校的一些课程和设施可能由于疫

情 已 经 发 生 变 化 。 最 新 的 情 况 ¬¬可 登 陆 
www.southwales.ac.uk 查询。在此指南可以找到更
多关于blended learning，被疫情影响的课程以及设
备，以及政府政策的链接。我们旨在为您提供最新

的更改，并在我们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重新发布指

南。 
 
慈善机构身份 
英国南威尔士大学是注册慈善团体，注册号码为

1140312 
 
英国南威尔士大学集团 
英国南威尔士大学集团包括英国南威尔

士大学，梅瑟蒂德菲尔学院和威尔士皇

家音乐戏剧学院。 

 

可达性  
南威尔士大学致力于开发全面性强的网站和出版    

物。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保证官网以及出版物遵守可

访问性指南的原则。鉴于南威尔士大学的规模和复

杂性，这将会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 
 
为了使我们的出版物达到最大的可达性，我们提供

两种方式供您查看，访问，以及阅读。你可以在

ISSUU的平台查看信息或是选择下载PDF。PDF文件已
经被开发为可访问，我们把这个准确的文件上传至

ISSUU，以通过平台保留最大限度的可访问性。 
 
若要了解PDF中所实现的可达性，请访问我们的网   

站。如果您对本网站或我们的出版物的可访问性有

任何疑问或反馈，或者遇到任何困难，请与我们联

系。 
 
如果在访问过程需要帮助，请邮件联系 
accessibility@southwales.ac.uk  
关于残障或者其他额外的需求，请邮件联系 
disabilityadviser@southwales.ac.uk  

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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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更多吗？

Issue 01: Information in this brochure is correct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November 2020,  
but may be subject to change. For the most up-to-date information, call or check our website: 
www.southwales.ac.uk 
 
由市场部&招生部门参与制作，衷心感谢为此项目的付出努力的全体人员。 
设计：USW设计与印刷部 
英国南威尔士大学是注册慈善团体，注册号码为1140312

你可以通过很多途径联系我们，获取更多信息。

更多信息可点击官网：
www.southwales.ac.uk/international 

在官网选择“Your Country”， 查找相关信息

查找最新最新的关于学费与奖学金的信息

联系你所在国家的学校代表咨询你想知道的问题 

搜索：USW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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