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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并塑造您的未来，

提升您未来收入潜力，确

保您毕业后掌握良好的就

业机会，并且在 课程期间能

够与讲师进行面对面交流。

• 斯旺西大学在英国研究型大学前30强

中排名第26（2014年英国大学REF排名）

• 结交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累积自己的人

脉，体验不同的文化，斯旺西大学被学生

们评选为2014年度最佳大学 

(WhatUni.com 2014学生选择大奖)。

• 学生满意度排名第8（2015年英国学生满

意度调查NSS），住宅租赁成本最低，年均

仅2,250英镑。

• 学校提供在世界领先雇主的各种带薪实习

和工作机会，毕业生就业率排名全英16名

(2016年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

Thuy An Do，越南，ICWS和斯旺西大学会计与

金融专业

Thy An 2014年毕业，成绩优异，目前在威尔士一

家顶级公司担任财务专员。

  我发现小班授课非常鼓舞人心，

也让我更加自信。  

会计与金融学课程， 
参见第20和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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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斯旺西大学对其学生、教职员工和整

个学校都充满雄心壮志。我们在向上

攀登的道路上，不断为实现在2020年

跻身全球大学200强之列进步着。 

学校处处洋溢着探索和发现精神，在

这里出色的教学质量和令人艳羡的高

品质生活之间，您会找到合理的平衡。

在英国政府开展的大学科研质量调查

（2014年研究卓越框架报告REF）中，

我们始终稳居英国科研型大学30强之

列。斯旺西大学90%的科研项目在国

际社会有着重要影响，1/3的研究项目

处于全球先进水平。这表示，我们的

学生师从英国甚至是世界最优秀的学

术研究队伍，与他们并肩工作。

我们致力于让学生在进行课程学习，

提高技能和提升就业能力的同时获得

让其终身难忘的奇妙卓越大学生活 

体验。

作为英国最具雄心的研究型大学之一，

我们是许多极具天赋的优秀学生的首

选目标。申请来斯旺西就读的学生数

量与日俱增，亦是我们不断取得成功

的一个明显标志。

我相信，我们实现了出色的教学研究

与精湛生活品质之间的完美平衡，而

我们激动人心的校园发展计划也预示

着学校发展新纪元的来临。

我期待着您加入斯旺西大学！

Richard B. Davies教授

斯旺西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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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2015）

（2015英国学生满 

  意度调查）

Nonsi来自布拉瓦约，目前已经完成ICWS课程学

习，攻读斯旺西大学的经济学理学（荣誉）学士

学位。

  高中毕业后，我的计划是来英国

留学。我想为大学学习选择一座小型的

安全城市，因为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长大的。所有这些方面，斯旺西堪称完

美。此外，其学习生活成本低，生活方

式闲适，自然是我的最佳选择。  

经济学课程，参见第21页。

来自俄罗斯的Alexander Volkov曾是ICWS
学生。目前在斯旺西大学攻读高级计算机

科学。

  之所以选择斯旺西大学是

因为其各方面领先的大学排名

和毕业后各种就业机遇。  

计算机科学课程， 

参见第22和37页。

学生体验
名列前15
（2014莱斯银行 

  生活质量调查）

学生满意度
名列前10

“斯旺西大学是研究型大学中 

  进步最快的大学，排名从52位 

  上升至26位”（《泰晤士高等 

  教育》）

毕业生就业率位
居英国大学15强

作为年度大学获奖方荣

获Whatuni网站2014年

评选出的“学生选择奖”

  跻身2014年研究卓越框架  

  报告大学科研质量30强 

（排名从52位上升至2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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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商业界合作是斯旺西大学研究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学校与英国业界的顶级公司保持着密切合作联系。 
支持学校研究活动和就业举措的组织包括：

 

在斯旺西大学开启您的全球职业生涯

2014年，斯旺西大学实现了跻身英国研究型大学30强之列的目标，其排名从2008年的第52位飙升至26位。是英国研究型大学

中名次蹿升最快的学校。

在英国政府开展的大学科研质量调查

（2014年研究卓越框架报告REF）中，我们

始终稳居英国科研型大学30强之列。斯旺西

大学90%的科研项目在国际社会有着重要影

响，1/3的研究项目处于全球先进水平。这表

示，我们的学生师从英国甚至是世界最优秀

的学术研究队伍，与他们并肩工作。

世界级科研水平的优势

学校学术研究人员非常活跃，确保了教学内

容的活力、相关性和及时更新。聆听在您所

学课程领域发表了重要文章的学者的教诲将

尤其令人难忘和极具启发性。这也意味着，

在新理论与技术尚在开发和实践的过程中您

就能够有所了解。

创新教学

学校始终不遗余力地采用最佳实践以提升

教学水平，同时为学生提供多种机会与学校

沟通以了解学生眼中的理想教学方式，从而

不断寻找创新教学方法，为您的学习体验 

增值。

学校综合采用各种教学方法与技术，包括情

景模拟、博客、播客、视频播客和社交网络，

还运用称为“clickers”的听课应答系统提供

互动讲座。

在ICWS，您将使用Moodle教学平台，而当

您升读桥梁课程的本科阶段时，将使用

Blackboard虚拟学习环境，而这更有利于网

络教学。通过Blackboard平台，您能够获取

教材、讲义和讲稿，开展小组作业，在线讨

论，与同学交流想法等。

斯旺西教学学院成立于2009年，旨在为学生

提供必要的战略咨询和指导，从而确保我们

充分利用新兴教学技术为学生带来卓越的学

习体验。

专业机构支持

学校的许多课程都通过了专业机构认证，为

学生提供业内项目实习机会，让学生们在现

实环境中运用所学知识。请登录网站查看学

校课程资质：swansea.ac.uk/
undergraduate/careers-and-employability。

职业就业服务

如果您对毕业后想干什么犹豫不决，不要担

心。无论您想找工作，读研究生继续深造，

从事志愿工作或进行一次为期一年的长期旅

行，当您升入大学学习阶段时，我们训练有

素的顾问会随时为您提供您所需的支持和

信息。

他们会帮您：

•  培养有关技能，学习知识，累积实践经验

•  从实习和假期工作中获得最大收益

•  寻找学期兼职工作和培养技能的其他机会

•  完成职位申请并准备面试

•  确保提供合适的工作或继续深造的机会

职业顾问周一到周五上班，能够就任何职业

相关问题提供指导。

实践经验

斯旺西大学长期以来一直与商业、工业、商

务与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提升

了学生教育的现实价值。学校仔细聆听雇主

对应届生雇员技能和经历要求，为学生们量

身打造课程，确保他们具备在当今竞争日益

激烈的世界取得成功的必备专业和高水平技

能。学校的许多课程都通过了专业机构的认

证，为学生提供业内项目实习机会，让学生

们在现实环境中运用所学知识。

国际人脉网络构建

在您毕业之时您将成为校友协会的一员，该

协会有55,000名积极分享共同经验热爱斯

旺西的校友，构成了非常宝贵的校友人脉网

络。关于校友协会的更多信息，请登录

swansea.ac.uk/alumni。

UK
TOP
30

 for student
satisfaction
NSS 2015TOP

94% HESA 2015

TOP

《QS 2015世界大学排名》

名列
全球前

5%

™™

™

™

™

™

™

毕业生就业
率名列前15 学生在毕业后六个月内实现就业

或继续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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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新开设的11月入学预科课程可提供一个更灵活学习

起点。请参考以下11月入学的衔接课程： 

Accounting & Finance ���������������������������������������������� 20

Business & Economics ���������������������������������������������� 21

Computer Science ���������������������������������������������������� 22

Engineering ������������������������������������������������������������� 23

Law & Criminology �������������������������������������������������� 24

Mathematics������������������������������������������������������������ 25

Media & Communication ����������������������������������������� 26

Medical Genetics & Biochemistry ������������������������������ 27

Medical & Social Sciences ���������������������������������������� 28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29

Psychology �������������������������������������������������������������� 30

Science�������������������������������������������������������������������� 31

Sports Science ��������������������������������������������������������� 32

TESOL & Translation ������������������������������������������������� 33

ICWS Your pathway to Swansea University 2016/17

ICWS是您进入
斯旺西大学的捷径

ICWS是斯旺西大学的附属学院。在这里，您将享有为国际学生顺利完成学位课程学习提供的所有支持。

ICWS与斯旺西大学合作为取得本科和硕士学位提供学术桥梁课

程。ICWS运用独特的教育方法将国际留学生成功转变成符合斯旺

西大学要求的毕业生，同时将学员培养成为独立自主的终身学习

者。在友好的学习氛围中，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利用现代化设施、充

满活力的教学方式授课，同时提供友好的支持服务。

在ICWS，您需要努力学习，但也有各种机会享受学习的乐趣，参与

斯旺西和周边地区的各种社交活动。与教师、ICWS支持团队工作

人员及同龄人保持经常的互动和交流，让您的学习体验更圆满，助

您成功。

•  小班教学，个性化关注：ICWS一贯推行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和

辅助性教育的理念，旨在鼓励学生发挥其最大学术潜力。学术班

级一般不超过35名学生。

•  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成为斯旺西大学学生：从您入读ICWS的那一

刻起，您就是斯旺西大学的学生，持有斯旺西大学学生证。

•  校区位置：您将在斯旺西大学美丽的海滨校区学习，参加学校各

种精彩赛事。

•  入学时间灵活：入学时间为每年9月、11月、1月、5月和6月，您可

选择适合自己的时间入学。

• �预科课程选择灵活：我们的预科设有针对英文水平较低同学的课

程（请参考44页）

•  个性化住宿支持：斯旺西是一座适合居住的城市，其住宿成本在

全英最低。我们专业的住宿团队能帮您找到最适合您的住房。

•  物超所值：ICWS和斯旺西大学的学费在英国排名前30的研究型

大学中极具竞争力。在这个价格下，您还可以获得高质量的教学

和服务。

•  24小时学生支持：ICWS的支持服务团队，全时段24小时为学生

提供咨询和帮助。团队可组织机场接机和住宿安置服务，提供有

关在哪里能够品尝到城市最佳美食的指导和建议。

•  精彩学生生活：除了为您保留的特别活动外，ICWS学生还可参加

学校的所有活动，无论是免费观看英超联赛，还是游览英国境内

著名的历史名胜。

6

新增设11月入学的课程

本科桥梁课程

硕士桥梁课程

高中阶段1
大学预科

完成至少15年 
的学历教育

阶段1
硕士预科课程

阶段2*
一年级学位课程

阶段2
硕士学位课程

阶段3
二年级学位课程

阶段4
三年级学位课程

* 请注意：学历达到要求无需预科课程学习的学生将直接入读一年级学位课程。更多信息，请参见入学要求。

本科桥梁课程

本科桥梁课程分为四个阶段。顺利完成本课程，将获得斯旺西大学

学士学位。

大学预科课程

大学预科课程是本科桥梁课程的第一阶段。从高中过渡到大学学 

习是您人生路上的一大步，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步。ICWS的工作人员

深知这一点，将为您提供持续的指导与支持，以及您所需的知识与

技能。您与ICWS工作人员间融洽的合作关系将助您顺利完成这一

过渡。

一年级学位课程

一年级学位课程是本科桥梁课程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您将学习

斯旺西大学一年级课程，课程采用小班授课（一年级综合课程除

外），学术课程课时增加。一年级综合课程（非商务类有关专业）将

根据您所选专业教授大学一年级课程，同时通过ICWS提供额外的

面授课时和补习班。这种教学体验将助您掌握有关知识，为所选专

业第三和第四阶段的课程学习做好准备。

二年级和三年级学位课程

二年级和三年级学位课程是本科桥梁课程的第三和第四阶段，由斯

旺西大学老师授课。

研究生桥梁课程

研究生桥梁课程分为两个阶段。顺利完成桥梁课程，您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硕士学位。

硕士预科课程

硕士预科课程是研究生桥梁课程第一阶段。根据您所选的桥梁课

程，硕士预科课程通常历时一或两个学期，旨在帮助未能满足直接

入学要求的国际学生为入读斯旺西大学硕士学位课程做好准备。

硕士预科课程将助您适应和满足研究生课程对严谨研究和独立学

习的要求，让您充分利用在斯旺西大学的硕士课程学习。

硕士学位课程

硕士学位课程是研究生桥梁课程的第二阶段，由斯旺西大学教师 

授课。

英语语言课程

英语语言课程专为需要在开始本科或研究生学术学习之前提升其

英语水平的国际学生设计。课程能够满足英语水平在不同阶段的学

生的需求，由斯旺西大学英语语言培训服务中心（ELTS）教师授课。

您可以选择9月、1月、4月、6月或7月开课的英语语言课程。

针对英文水平较低同
学的预科课程

请参考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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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ICWS致力于通过提供各种支持服务助您实现学业目标。作为ICWS学生，您可以使用ICWS和斯旺西大学的各种服务。

ICWS学生服务

ICWS鼓励学生在有需要时运用学校提供的

支持服务，联系我们友好的教职员工，寻求

建议和帮助。

完成注册后，所有ICWS学生可立即登录

ICWS在线学生门户网站，该网站包含所有

ICWS课程表和学术信息、来自学生会的课

外信息、ICWS支持服务与学术团队有关 

信息。

学生支持团队负责提供：

•  住宿服务

•  机场接机服务（应要求）

•  报名

•  新生培训课程，帮助您熟悉学院、学校和

斯旺西这座城市

•  ICWS注册

•  斯旺西大学注册

•  社交活动

•  学生福利

•  学习技巧培训

•  英语语言支持

•  学习成绩监测，包括（差生课程辅导）

•  作业辅导

•  考勤监测

•  残障人士支持

•  学习支持

请注意：学校提供上述所有服务，但有可能

会额外收费。

ICWS活动

如果您对体育锻炼和社团活动感兴趣，斯旺

西大学是您的完美选择。斯旺西大学校园提

供广泛系列娱乐体育设施，包括健身房、运

动场、体育馆和50米游泳池。

在课程学习的同时参加体育和文化活动还将

为您带来许多社交和求职机会。我们鼓励学

生尽可能多地参加这类活动。

  

斯旺西，�
体育之城
斯旺西是威尔士的体育之城，而斯旺西大学是一所真正让人

引以为傲的体育大学。学校设有50多个不同的体育俱乐部，

旨在让学生们尽可能地参与体育运动。事实上，体育已经成

为斯旺西的核心信仰之一！

世界级设施

斯旺西大学价值2,000万英镑的体育设施在英国屈指可数。2014
年，我们举办了国际残疾人组委会（IPC）欧洲田径锦标赛，并且定

期为世界级团队提供专业服务，包括：

•  斯旺西城足球俱乐部

•  韦斯咸足球俱乐部

•  墨西哥和新西兰奥运会和残奥会代表队

•  三名奥运会和残奥会金牌得主

•  新西兰橄榄球队

我们是英超！

斯旺西大学以其与斯旺西城足球俱乐部的独特关系而自豪。

学校的Fairwood运动场是英超的标准训练场地，用于球员 

训练。

自由体育场交通便利，可直接从学校乘坐当地公交到达。

关于斯旺西城足球俱乐部的更多信息，请登录其官方网站 

swanseacity.net。

9

学生会目前设有以下体育俱乐部：

合气道、美式足球、射箭、羽毛球、篮
球、俯卧式冲浪、拳击、独木舟、啦啦队、
板球、马术、足球、击剑、高尔夫、远足、
曲棍球、柔术柔道、卡丁车、空手道、自由
搏击、风筝冲浪、长曲棍球、水难救生、
山地自行车、登山、无挡板篮球、撞球、划
艇、橄榄球、联盟橄榄球、橄榄球联合会、
跑步、滑雪、壁球、潜水、游泳、跆拳道、 
网球、铁人三项、极限飞碟、帆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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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顿公园校区

辛格顿公园校区成立于1920年，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校区。

海湾校区

海湾校区于2015年投入使用，是英国最先进的大学校区。

4

4

1

1

3

3

2

2

1

1

2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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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斯旺西

斯旺西是英国一座充满活力的历史名城，也是颇受欢迎的旅游胜地。它是英国最令人激动的多元文化城市之一， 

许多阿拉伯人、孟加拉人、中国人、印度人、意大利人、马来西亚人、尼日利亚人和欧洲国家的人们都聚集在此。

地理位置

斯旺西位于英国南部美丽的海岸和北部绿草茵茵的山峰之间，是一

个欣赏英国海滩和乡村美景的理想去处，也是一流的购物和餐饮 

中心。

斯旺西市毗邻M4高速公路，该公路直接通向伦敦及希斯罗国际机

场，无论是汽车还是火车，仅三小时车程。

其拥有通往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铁路网络。距离卡迪夫国际机场

45分钟车程，多家廉价航空公司将您轻松快捷地带到其他欧洲 

国家。

作为威尔士第二大城市，斯旺西拥有您所希望的一个现代化欧洲城

市拥有的全部基础设施，而地处美妙绝伦的滨海区域，又令它成为

颇受游客欢迎的旅游胜地。

从学校出发，沿着海岸漫步，您可以前往现代化的Marina或市中

心，或来到充满活力的沿海村庄马伯斯（Mumbles）。校区距离威尔

士一些最佳体育设施仅两三分钟路程，且距离校舍区也很近。有定

期巴士往来于大学城和Uplands、Marina、Brynmill和Mumbles等受

学生欢迎的地区之间。

斯旺西的住宿成本十分低廉。在英国学习期间（每年最长九个月的

学习中），每月的生活成本可低至1,015英镑。

斯旺西气候

斯旺西气候温和怡人。夏季温度通常在20-25摄氏度之间，是前往

校区马路对面海滨的理想季节。冬天相当冷一点，城市北面的山上

偶尔会下雪。滨海的独特地理位置保护了这座城市免受英国寒冷气

候的侵扰。 

呼吸�
新鲜�
空气

SWANSEA
CARDIFF LONDON

EDINBURGH

DUBLIN

LIVERPOOL

MANCHESTER

BIRMINGHAM

89%
学生�
满意度

（2014 NSS）

信息速查
人口： 240,000
郡： 斯旺西

货币： 英镑

时区： 协调世界时/ 
 格林尼治标准 

 时间

电压： 230 V 
语言： 英语

更多信息，请登录 
visitswanseabay.com 
swansea.gov.uk

全球距离
海滨最近
的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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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19英里风光壮丽、风景如画的海岸线
是您课程和图书馆学习之余放松身心的理想去处。

 

高尔半岛

辛格顿公园校区坐落
在静谧的大型辛格顿公园内。

海湾校区毗邻美丽的
斯旺西海湾。

斯旺西观光
Things to see  

in the UK

ICWS Your pathway to Swansea University 2016/17

5

6

学生宿舍和各校区间的巴士服务（参见第12页巴士时刻表）

14

1  体育村

2   清真食品区

3   食品市场与购物区

4  Llys Glas学生公寓

5 	 St.	David’s学生公寓

6  斯旺西Marina区

7  自由体育场

7

7

5

6

1

34

4

3
2

斯旺西 
市中心

Fashion
The UK is well known for its fashion, so you may want to 
spend some time exploring the many shops in Swansea 
and other major UK cities such as Manchester, Birmingham 
and London which are easily accessible by train. We 
have everything on our doorstep in Swansea, from small 
boutique independent stores to popular high street names 
such as Zara and Topshop.

Sport
Football, cricket, tennis, rugby, motorsport, to name just 
a few! The UK is famous for its success in many sports. 
Watching these sports live is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 try it when you study with us.

Music culture
Music is a huge part of Welsh and British culture, especially 
amongst young people. There are hundreds of musical 
genres and even more places to watch and listen to live 
music, from stadiums to small venues across the country.Roman Baths – Bath Spa

Snowdonia, North Wales

Stonehenge

Oxford Street,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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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当您准备前往ICWS开始您在这里的学习生涯时，您可以选择居住在我们位于繁华市中心坐落在斯旺西大学两个校区中间的现

代化学生宿舍，或者我们也可以帮您找到满足您需求和预算的私人住房。

现代、安全、便捷

ICWS为学生提供可自己举炊的宿舍，宿舍区位于市中心，从校区乘

坐公交仅8-12分钟便可抵达宿舍区。宿舍区配备24小时值班的支持

人员，不时安排社交活动，离市中心的主要购物区仅几步之遥。

品质生活，低廉成本

在英国，斯旺西私人学生住宅的价格最为低廉，为学生提供了广泛

的住宿选择。您可以选择英超球员云集的时尚Marina区的奢华套

房，可以选择Brynmill区的海景房，还可以选择熙熙攘攘市中心的住

宅房。

ICWS精心挑选斯旺西市的房屋中介，以期为您提供满足您个性化

需求的住房选择。一旦您有需求，我们的住宿团队就会联系您，开

始办理住宿手续，为您找到理想的学生之家！

周边交通

宿舍楼的巴士频繁往来于宿舍楼区和各校区之间，仅8-12分钟就可

到达校区。您可以购买一张学生公交卡，全年仅需350英镑，因此斯

旺西也是英国交通成本最低的城市。

骑自行车是一种非常受学生们欢迎的经济实惠且方便快捷的交通

方式。斯旺西市地势平坦，许多自行车道穿插其间，这使得骑自行车

通常是从一个目的地前往另一个目的地的最便捷方式。斯旺西大学

是世界知名自行车公司Mango Bikes的诞生地，所以骑自行车就要

像当地人一样！

ICWS St David’s和Llys Glas学生公寓租金

铜级 青铜级 银级

每周租金 119英镑 126 英镑 133 英镑

平均面积（m2） 12 15 18

配套浴室 ✓ ✓ ✓

免费Wi-Fi ✓ ✓ ✓

共用厨房 ✓ ✓ ✓

公共区域 ✓ ✓ ✓

洗衣设备 ✓ ✓ ✓

24小时值班人员 ✓ ✓ ✓

未满18岁 ✓ ✓ χ

校区距离（公交） 8–12 分钟 8–12 分钟 8–12 分钟

商店/餐厅距离（步行） 1–6 分钟 1–6 分钟 1–6 分钟

私人住宅

合租�- Brynmill 合租�-�市中心 豪华套房–Marina区

每周租金 55–75英镑 65–85英镑 100–200英镑

校区距离 10–15分钟（步行） 8–12分钟（公交） 8–12分钟（公交）

商店/餐厅距离（步行） 5分钟 2–5分钟 5–10分钟

  斯旺西的�
学生房租租金�

全英最低。  

2015 
莱斯银行  

生活质量调查

海边生活

宾至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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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WS学生可获取的本科学位
会计与金融学

会计学（荣誉）理学学士

会计与金融学（荣誉）理学学士

金融学（荣誉）理学学士

商学

商业管理（荣誉）理学学士

商业管理（商业分析）（荣誉）理学学士

商业管理（电子商务）（荣誉）理学学士

商业管理（企业家）（荣誉）理学学士

商业管理（金融）（荣誉）理学学士

商业管理（市场营销）（荣誉）理学学士

商业管理（运营与供应管理） 

（荣誉）理学学士

商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荣誉）理学学士

商业管理（管理咨询）（荣誉）理学学士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科学（荣誉）理学学士

软件工程（荣誉）理学学士

经济学

经济学（荣誉）理学学士

经济学与商务（荣誉）理学学士

经济学与金融（荣誉）理学学士

工程学

航天航空工程（荣誉）工学学士

化学工程（荣誉）工学学士

土木工程（荣誉）工学学士

电子电气工程（荣誉）工学学士

环境工程（荣誉）工学学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荣誉）工学学士

机械工程（荣誉）工学学士

医药工程（荣誉）工学学士

运动材料学（荣誉）工学学士

法律与犯罪学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荣誉）理学学士

犯罪学与心理学（荣誉）理学学士

犯罪学与社会政策（荣誉）理学学士

法律（荣誉）法学学士

法律（犯罪与刑事司法）（荣誉）法学学士

法律与美国研究（荣誉）法学学士

法律与犯罪学（荣誉）法学学士

法律与历史（荣誉）法学学士

法律与媒体（荣誉）法学学士

法律与政治学（荣誉）法学学士

数学

应用数学（荣誉）理学学士

数学（荣誉）理学学士

金融数学（荣誉）理学学士

纯数学（荣誉）理学学士

媒体与传播

媒体与传播（荣誉）文学学士

媒体与法语（荣誉）文学学士

媒体与德语（荣誉）文学学士

媒体与西班牙语（荣誉）文学学士

政治传播（荣誉）文学学士

医学遗传学与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荣誉）理学学士

遗传学（荣誉）理学学士

遗传学与生物化学（荣誉）理学学士

医学生物化学（荣誉）理学学士

医学遗传学（荣誉）理学学士

医学与社会科学

健康与社会关怀（荣誉）理学学士

医学科学与人文（荣誉）理学学士

社会政策（荣誉）理学学士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

美国研究（荣誉）文学学士

国际关系（荣誉）文学学士

国际关系与美国研究（荣誉）文学学士

国际关系与现代历史（荣誉）文学学士

政治传播（荣誉）文学学士

政治学（荣誉）文学学士

政治学与美国研究（荣誉）文学学士

政治学与古代史（荣誉）文学学士

政治学与英语（荣誉）文学学士

政治学与历史（荣誉）文学学士

政治学与社会政策（荣誉）文学学士

战争与社会（荣誉）文学学士

心理学

心理学（荣誉）理学学士

科学

生物科学（荣誉）理学学士

生物学（荣誉）理学学士

地理学（荣誉）理学学士

地理学与地理信息学（荣誉）理学学士

人文地理学（荣誉）文学学士

人文地理学（荣誉）文学学士

物理地球科学（荣誉）理学学士

物理地理学（荣誉）理学学士

动物学（荣誉）理学学士

动物学（荣誉）理学学士

运动科学（荣誉）理学学士

对外英语教学与翻译

英汉翻译与同声传译（荣誉）文学学士

英语语言与对外英语教学（荣誉）文学学士

19

本科衔接课程

欢迎�
原创�
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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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为对会计或金融领域职业感兴趣

的学生提供一系列会计和金融学课程。所

选课程将允许学生专注于其中一个专业领

域，或可同时选修这两个专业，此课程第

一年课程设置相同，学生可在完成一年级

学业时调整课程方案。

会计与金融学类许多课程都通过了专业资

格认证（具体视所选专业和选修课程而

定），包括：

•  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CIMA）

•  英国特许会计师协会（ACCA ）

•  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

（ICAEW）

近年毕业生就业去向

高级分析建模顾问，AC尼尔森

业务分析师，彭博（Bloomberg）

商务毕业生，塔塔钢铁

金融分析师，大东电报局

金融应届实习生，泰莱公司

金融学毕业生，福特汽车公司

财务审计师，普华永道

财务管理实习生，欧莱雅

外汇交易员，汇丰银行

应届生管理实习生，企业租车

应届生管理实习生，巴克莱银行

投资银行家，Julian Hodge银行

信息技术顾问，凯捷管理顾问公司

管理顾问，埃森哲

管理实习生，马莎百货

管理实习生，英国壳牌石油公司

招聘顾问，微软

股票交易员，金融机构OSTC

会计实习生，德勤

审计实习生，普华永道

阶段1：大学预科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11月、1月和5月

课程时长

一、二或三学期，具体视入学时的学习成

绩和/或英语水平而定。

课程费用

9,350 英镑（1学期） 

12,500 英镑（2学期） 

15,500 英镑（3学期）

课程模块

商务研究

写作与文体

批判性思维

经济学

英语语言培训

全球化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信息、通信与技术原理

统计学

课程时长不同，课程模块也有差异。

阶段2：大一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11月和1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4,600 英镑

阶段3：二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海湾校区

课程费用

14,150 英镑*

阶段4：三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海湾校区

课程费用

14,150 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会计学（荣誉）理学学士

会计与金融学（荣誉）理学学士

金融学（荣誉）理学学士

管理学院为学生们提供广泛系列课程，传

授商业管理（如市场营销、运营管理、金

融、会计、战略和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

的各种专业知识，同时提供一系列前沿专

业选修课程。这些课程阐述了决策和充分

利用各类组织各层次人力资源的方法。在

这类跨学科领域中，社会、环境、心理、

经济和技术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毕业生去向

请参照会计与金融的页面

阶段1：大学预科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11月、1月和5月

课程时长

一、二或三学期，具体视入学时的学习成

绩和/或英语水平而定。

课程费用

9,350英镑（1学期） 

12,500英镑（2学期） 

15,500英镑（3学期）

课程模块

商务研究

写作与文体

批判性思维

经济学

全球化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1

信息、通信与技术原理

统计学

课程时长不同，课程模块也有差异。

阶段2：大一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11月和1月

课程费用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4,600英镑

阶段3：二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海湾校区

课程费用

14,150英镑*

阶段4：三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海湾校区

课程费用

14,15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商业管理（荣誉）理学学士

商业管理（商业分析）（荣誉） 

理学学士

商业管理（电子商务）（荣誉） 

理学学士

商业管理（企业家）（荣誉） 

理学学士

商业管理（金融）（荣誉）理学学士

商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荣誉）

理学学士

商业管理（管理咨询）（荣誉） 

理学学士

商业管理（市场营销）（荣誉） 

理学学士

商业管理（运营与供应管理） 

（荣誉）理学学士

经济学（荣誉）理学学士

经济学与商业（荣誉）理学学士

经济学与金融学（荣誉）理学学士

会计与金融学 商学与经济学

就业与职业选择：

潜在职业道路：会计、精算、银行业

务、政府工作、保险。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会计与金融学：22,348 英镑

就业与职业选择：

潜在职业道路：会计、金融、政府政

策制定、制造、公共部门管理、零售

管理。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商务研究：22,979 英镑 
经济学：26,630 英镑

9
ACCA 9门免考资格

5
CIMA 5门免考资格

20
TOP

2014年科研水平评估

（REF）排名中，斯

旺西大学管理学院位

居全英大学前20强

20
TOP

2014年科研水平评估

（REF）排名中，斯旺

西大学管理学院位居

全英大学前2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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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

关，且对教育、商务和产业知识的需求日

益增加，以确保未来的工作人员具备在数

字化时代取得成功的必备技能。斯旺西大

学的计算机科学则走在了正重新定义我们

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的技术创新的 

前沿。

斯旺西大学学位课程通过了英国计算机协

会认证，您在顺利毕业时可加入该协会。

学位课程优势：

•  培养高层次职业技能，为您在软件开

发、网络系统和移动技术开发领域的职

业生涯做好准备

•  为您提供确定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案和衡

量解决方案有效性的必备技能

•  教会您系统分析和评估以及系统设计 

方法

•  助您掌握包括团队合作、沟通、展示和

解决问题能力等在内的可迁移技能

�
�
�
�
�
�
�

阶段1：大学预科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11月、1月和5月

课程时长

二或三学期，具体视入学时的英语水平

而定

课程费用

14,000英镑（2学期） 

16,850英镑（3学期）

课程模块

分析技术1

分析技术3

环境意识

编程入门（Java）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移动通信与网络

物理2

信息、通信与技术原理

阶段2：大一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4,600英镑

阶段3：二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4,350英镑*

阶段4：三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4,35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计算机科学（荣誉）理学学士

软件工程（荣誉）理学学士

斯旺西大学工程学院采用最先进的教学系

统：“state-of-art teaching facilities”。为学

生们营造一个前沿的学习环境。斯旺西大

学与业界主要工业企业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关系，无论是在传统还是新兴工程领域，

一直都是技术发展与进步方面的先驱。斯

旺西大学所有工程活动都是以世界领先的

研究为驱动和基础的。

工程学院的学位课程通过了许多专业机构

的认证，包括：

•  英国特许公路与运输学会

•  英国化学工程师协会

•  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  英国设计工程师学会

•  英国公路工程师学会

•  英国材料、矿物和采矿学会

•  英国工程技术学会

•  机械工程师学会

•  结构工程师学会

• 联合仲裁人委员会

•  英国皇家航空协会

�
�
�
�

阶段1：大学预科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11月、1月和5月

课程时长

二或三学期，具体视入学时的英语水平

而定

课程费用

15,950英镑（两学期） 

18,950英镑（三学期）

课程模块

分析技术1

分析技术3

化学

英语语言培训

环境意识

材料学入门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物理2 

物理3

信息、通信与技术原理

因课程时长和实际所选学位课程的不同，

课程模块也存在差异。

阶段2：大一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海湾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6,950英镑

阶段3：二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海湾校区

课程费用

16,950英镑*

阶段4：三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海湾校区

课程费用

16,95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航空航天工程（荣誉）工学学士

化学工程（荣誉）工学学士

土木工程（荣誉）工学学士

电子电气工程（荣誉）工学学士

环境工程（荣誉）工学学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荣誉）工学学士

机械工程（荣誉）工学学士

医药工程（荣誉）工学学士

运动材料学（荣誉）工学学士 

计算机科学 工程学

就业与职业选择：

潜在职业道路：商务分析、游戏开

发、因特网系统开发、信息技术咨

询、项目管理、软件开发。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计算机科学：23,628英镑

就业与职业选择：

潜在职业道路：航空航天工程、汽车

工程、施工、制造、医学科学、产品

设计、系统咨询、电信工程。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工程学：27,452英镑

20
TOP

2014年科研水平评估

（REF）排名中，在

英国全球领先研究型

大学中排第11位。

在2014年科

研水平评估

（REF）排名

中，斯旺西大

学工程学院名

列全英大学工

程学院10强

   超音速汽车猎犬（Bloodhound SSC）正试图于2016年夏季

打破南非陆上速度极限世界记录。

您知道吗？

Linux操作系统的创始人之一Alan Cox
曾在斯旺西大学学习，目前是学校的授

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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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旺西所有法学学位课程均为合格法学学

位课程。

学位课程优势：

•  为您打下坚实的法学职业基础

•  锻炼您将法学概念用于实际环境中

•  培养包括团队合作、沟通、展示、解决

问题能力、研究和分析技能在内的可转

换技能

斯旺西大学犯罪学则专注于青年司法、犯

罪、毒品与酒精、法人犯罪和性犯罪等专

业领域。

学位课程优势：

•  为您在警署、监狱和缓刑等刑事司法系

统中的高价值职业发展做好准备

•  让您具备在青年司法、受害人援助、社

区安全和犯罪预防领域执业所需的必备

技能

•  为您的研究生学习和学术研究打下坚实

的基础

•  培养包括团队合作、沟通、展示、解决

问题能力、研究和分析技能在内的可转

换技能

阶段1：大学预科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11月和1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2,750英镑

课程模块

写作与文体

宪法

合同法

刑法

英国法律制度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Legal Skills  

大众传播

信息、通信与技术原理

阶段2：大一课程

学习地点

法学：斯旺西大学 

犯罪学：ICWS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3,200英镑

阶段3：二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2,550英镑*

阶段4：三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2,55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荣誉）理学学士

犯罪学与心理学（荣誉）理学学士

犯罪学与社会政策（荣誉）理学学士

法律（荣誉）法学学士

法律（犯罪与刑事司法）（荣誉） 

法学学士

法律与美国研究（荣誉）法学学士

法律与犯罪学（荣誉）法学学士

法律与历史（荣誉）法学学士

法律与媒体（荣誉）法学学士

法律与政治学（荣誉）法学学士

在斯旺西大学学习数学，您将接触到毕达

哥拉斯曾研究过的数字理论、华尔街成功

人士赖以生存的金融数学以及丰富的其他

数学课题，反映了斯旺西大学在概率、分

析、非线性偏微分方程、非交换几何和代

数拓扑等研究领域的优势。

学位课程优势：

•  为您在商界以及计算和教学领域的职业

做好准备

•  为您研究生学习和学术研究打下坚实 

基础

•  培养包括团队合作、沟通、展示、解决

问题能力、研究和分析技能在内的可迁

移技能

阶段1：大学预科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11月、1月和5月

课程时长

二或三学期，具体视入学时的英语水平

而定

课程费用

13,200英镑（2学期） 

16,200英镑（3学期）

课程模块

分析技术1

分析技术3

编程基础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物理2

物理3

信息、通信与技术原理

统计学

阶段2：大一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4,200英镑

阶段3：二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4,200英镑*

阶段4：三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4,20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应用数学（荣誉）理学学士

数学（荣誉）理学学士

金融数学（荣誉）理学学士

信息与通信数学（荣誉）理学学士

数学与管理科学（荣誉）理学学士

纯数学（荣誉）理学学士

法律与犯罪学 数学

就业与职业选择：

潜在职业道路：出庭律师、法律顾

问、律师。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法律与犯罪学：19,699英镑

就业与职业选择：

就业与职业选择：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数学：24,119英镑

25



27

ICWS Your pathway to Swansea University 2016/17

从印刷和广播媒体到影院电视、数字出

版、社交网络和公共关系，媒体从日益多

的方面定义了我们与社会的交互方式。它

决定了我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也是

推动或好或坏社会变迁的强大工具。

斯旺西大学媒体与传播拥有广阔的职业、

理论和国际发展前景，反映了富媒体世界

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机遇。

学位课程优势：

•  让您对媒体、电影、公共关系和新闻学

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有着深刻的认识

•  让您具备在媒体有关产业执业的必备技

能和知识

•  助您培养雇主重视的可迁移技能，包括

新媒体、团队合作、沟通、展示、解决

问题能力和分析技能

•  为您打造独特的竞争优势，在当今就业

市场和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阶段1：大学预科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11月和1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2,750英镑

课程模块

写作与文体

批判性思维

全球化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宪政原则入门

大众传播

信息、通信与技术原理

全球福利 

阶段2：大一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3,200英镑

阶段3：二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2,900英镑*

阶段4：三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2,90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媒体与传播（荣誉）文学学士

媒体与法语（荣誉）文学学士

媒体与德语（荣誉）文学学士

媒体与西班牙语（荣誉）文学学士

政治传播（荣誉）文学学士

遗传学与生物化学研究在人类疾病诊断与

新疗法和药物研究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它揭示了人类进化史和环境变化对生

物体的影响，能够帮助我们保护地球生物

多样性。遗传学与生物化学专业的许多毕

业生选择在毕业之后继续读研深造，或在

业内开展研发工作。

针对医学生物化学（荣誉）理学学士和医

学遗传学（荣誉）理学学士，学校将提供

适当培训，为他们开展进一步研究成为一

名医生做好准备。

阶段1：大学预科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11月、1月和5月

课程时长

二或三学期，具体视入学时的英语水平

而定

�

课程费用

15,850英镑（2学期） 

18,850英镑（3学期）

课程模块

分析技术1

生物1

生物2

化学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有机化学

信息、通信与技术原理

统计学

阶段2：大一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5,850英镑

阶段3：二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5,850英镑*

阶段4：三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5,85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生物化学（荣誉）理学学士

遗传学（荣誉）理学学士

遗传学与生物化学（荣誉）理学学士

医学生物化学（荣誉）理学学士

医学遗传学（荣誉）理学学士

媒体与传播 医学遗传学与生物化学

就业与职业选择：

潜在职业道路：广告、广播、文案写

作、杂志、报纸和广播新闻、市场调

研、市场营销、多媒体、公共关系。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媒体与传播学：18,212英镑

就业与职业选择：

潜在职业道路：生物技术、保护生物

学、法医学、医药研究。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医学有关专业：22,268英镑

斯旺西大学医学院

科研质量2014REF排
名跃居全英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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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课程优势：

•  带您全面了解医药卫生、社会政策和福

利问题，以及这些领域的社会现状

•  让您具备关键的批判性分析和鉴定技能

•  培养您包括团队合作、沟通、展示、解

决问题能力、研究和分析技能在内的可

迁移技能

阶段1：大学预科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11月和1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4,600英镑

课程模块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写作与文体

批判性思维

全球化

宪政原则入门

统计学

全球福利

信息、通信与技术

生物1

生物2

根据所选学位课程的不同，课程模块也存

在差异。

阶段2：大一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4,600英镑

阶段3：二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3,800英镑*

阶段4：三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3,80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医学科学与人文（荣誉）理学学士

社会政策（荣誉）理学学士

健康与社会关怀（荣誉）理学学士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并不局限于政府机构和

国际关系研究。该学科已经有几千年的历

史，致力于探索对更加公平社会的不同见

解，同时解决当今最紧迫的社会挑战。

斯旺西大学的政治与国际关系课程内容涵

盖恐怖主义、种族灭绝、金融危机、媒体

作用、英国政坛的未来。课程讨论社会问

题和威胁的来源以及可否避免这些问题和

威胁。

政治与文化研究系是斯旺西大学的精品院

系之一，经国会大厦授权可增设国会研究

课程模块。该名牌课程已经取得众议院议

长兼书记员以及上议院国会议长兼书记员

的批准和支持。攻读该课程的学生将有机

会参观威斯敏斯特宫，在斯旺西大学收听

国会书记会谈，会谈内容涵盖从立法过程

到上议院角色转变等广泛系列议题。 

学位课程优势：

•  培养在包括行政和情报部门、当地和国

家政府、管理、金融、教学和新闻学领

域执业的有关技能

•  助您培养可迁移技能，包括团队合作、

沟通、展示、解决问题能力和分析技能

•  让您具备研究生学习和学术研究所需的

方法论技巧与方法

阶段1：大学预科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11月和1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2,950英镑

课程模块

写作与文体

宪政原则入门

批判性思维

全球福利

全球化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大众传播

信息、通信与技术原理

阶段2：大一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3,500英镑

阶段3：二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

课程费用

13,650英镑*

阶段4：三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3,65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美国研究（荣誉）文学学士

战争与社会（荣誉）文学学士

国际关系（荣誉）文学学士

国际关系与美国研究（荣誉） 

文学学士

国际关系与现代历史（荣誉） 

文学学士

政治传播（荣誉）文学学士

政治学（荣誉）文学学士

政治学与美国研究（荣誉）文学学士

政治学与古代史（荣誉）文学学士

政治学与英语（荣誉）文学学士

政治学与历史（荣誉）文学学士

政治学与社会政策（荣誉）文学学士

医学与社会科学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

就业与职业选择：

潜在职业道路：老龄化研究、社区发

展、教育、当地政府、社会研究、工作

与公务员、第三部门组织工作。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社会科学：20,038英镑

就业与职业选择：

潜在职业道路：教育、政府政策、国

际发展、新闻学、地方和国际政治。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政治学：21,940英镑

20
TOP

斯旺西大学政治学在

科研影响2014REF排

名中位列前2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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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致力于大脑与行为的科学研究。 

学生将学习支撑思维、推理、记忆和语言

等日常活动的心理和神经科学过程，了解

大脑损伤的后果，改善健康相关行为的 

方法。

斯旺西大学的心理学位通过了英国心理学

协会（BPS）认证，毕业时可取得BPS会员

资格和特许会员资格。其中，BPS特许会员

资格是成为特许心理学家的第一步（取得

特许会员资格的前提条件是至少取得二等

二级荣誉学位）。

学位课程优势：

•  培养在包括教学、护理、个人管理和咨

询领域执业的有关技能

•  为您的研究生学习或研究做好准备

•  助您培养可迁移技能，包括团队合作、

沟通、展示、解决问题能力和分析技

能，如果您想成为临床、教育、法证或

职业心理学领域的一名心理学研究者， 

您须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阶段1：大学预科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11月、1月和5月

课程时长

二或三学期，具体视入学时的英语水平

而定 

课程费用

15,000英镑（2学期） 

18,000英镑（3学期）

课程模块

生物1

生物2

写作与文体

批判性思维

环境意识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信息、通信与技术原理

统计学

阶段2：大一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3,950英镑

阶段3：二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3,950英镑*

阶段4：三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13,95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

心理学（荣誉）理学学士

心理学

就业与职业选择：

潜在职业道路：临床心理学、法证心

理学、护理学、职业疗法。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心理学：19,050英镑

斯旺西大学心理学科研质量

2014REF排名跃居全英第一位

1st
in the UK

斯旺西大学科学院涵盖从生物学到地理学

的广泛系列专业课题。所有这些课题研究

汇集了一系列研究中心，助您了解我们

所生活的世界。斯旺西大学以其在水产养

殖、生物化学、气候变化、地理信息学、

冰川学和动物学领域的卓越研究成就而 

闻名。

阶段1：大学预科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11月、1月和5月

课程时长

二或三学期，具体视入学时的英语水平

而定

课程费用

生物学：  15,900英镑（2学期） 

18,900英镑（3学期）

地理学：  15,000英镑（2学期） 

18,000英镑（3学期）

物理科学：  15,000英镑（2学期） 

18,000英镑（3学期）

动物学：  15,900英镑（2学期） 

18,900英镑（3学期）

课程模块

课程划分为八个模块，具体视所选桥梁课

程而定：

分析技能1

生物1

生物2

化学

写作与文体

批判性思维

环境意识

全球化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大众传播

有机化学

信息、通信与技术原理

统计学

课程模块选择视所选桥梁课程而定。

阶段2：大一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生物学： 15,900英镑 

地理学：  15,000英镑 

物理科学/地理学： 15,000英镑 

动物学：  15,900英镑

阶段3：二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生物学： 15,000英镑* 

地理学： 14,100英镑* 

物理科学/地理学： 15,900英镑* 

动物学： 16,300英镑*

阶段4：三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生物学：  15,000英镑* 

地理学： 14,100英镑* 

物理科学/地理学： 15,900英镑* 

动物学： 16,30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生物科学（荣誉）理学学士

生物学（荣誉）理学学士

地理学（荣誉）理学学士

地理学与地理信息学（荣誉） 

理学学士

人文地理学（荣誉）文学学士

海洋生物学（荣誉）理学学士

物理地球科学（荣誉）理学学士

物理地理学（荣誉）理学学士

动物学（荣誉）理学学士

科学

就业与职业选择：

潜在职业道路：农业、气候、养护发

展与援助、环境监测/建模、冰川学、

资源管理。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生物科学：20,094英镑 
地理学：21,210英镑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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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4年《卫报》大学指南，斯旺西大

学运动科学在全英排名第五。

斯旺西大学让学生通过课程学习，为未来

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许多学生毕业后 

在各大运动队和体育场馆担任高知名度 

职位。

作为运动科学理学学士课程的学生，您将

接受学术严谨且通过英国运动和体育科学

协会认证的课程教育，课程内容涵盖影响

运动参与和个人体能的各种因素，同时了

解探讨这些因素的方法。

学位课程优势：

•  将您培养成一名运动和体育科学家

•  提供各种其他高价值职业机遇，如体能

专家、力量与体能教练、心脏生理学

家、体能分析师、体育活动与健康促

进，并且为您的研究生学习做好准备

•  培养包括团队合作、沟通、解决问题能

力和分析技能在内的可转换技能

阶段1：大学预科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11月、1月和5月 

课程时长

二或三学期，具体视入学时的英语水平

而定

课程费用

13,950英镑（2学期） 

16,950英镑（3学期）

课程模块

分析技术1

生物1

生物2

化学

环境意识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信息、通信与技术原理

统计学

阶段2：大一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3,950英镑

阶段3：二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3,950英镑*

阶段4：三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3,95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

运动科学（荣誉）理学学士

运动科学

就业与职业选择：

潜在职业道路：教练、体能训练、 

运动和体育锻炼。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运动科学：18,748英镑

斯旺西大学是英国唯一一所为母语为汉语

或非汉语的学生提供英中笔译和口译文学

学士课程的高校，同时注重学生的英语语

言能力。语言研究和对外英语教学文学学

士课程让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掌握英语，

为他们打开全球各地各种有价值职业的大

门。斯旺西大学英语语言与文学课程跻身

2014年QS世界大学课程排名200强，这对

我们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阶段1：大学预科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11月和1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2,950英镑

课程模块

写作与文体  

批判性思维

全球化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宪政原则入门

大众传播

信息、通信与技术原理

全球福利

阶段2：大一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3,200英镑

阶段3：二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3,200英镑*

阶段4：三年级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课程费用

13,20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英语语言与对外英语教学（荣誉） 

文学学士

英汉翻译与同声传译（荣誉） 

文学学士

对外英语教学与翻译

就业与职业选择：

潜在职业道路：广告、教育、英语语

言教学、口译、新闻学、市场营销、

旅游。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语言学：18,934英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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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研究生桥梁课程
斯旺西大学优势

ICWS研究生桥梁课程专为有以下需求的学生设计：

•  接受的教育体制不同于英国或未能满足大学直接入学要求

•  要求额外的英语语言培训

•  已经搁置学业一段时间

•  希望在研究生学习或在职期间深化技能学习

硕士预科课程优势：

•  助您开发知识性和实践性技能，提升可迁移技能，为您以后的学

术研究/执业和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  助您掌握与您所选专业有关的基础知识，了解基本原理

•  助您培养数字技能、研究方法和信息通信技术、展示与沟通技能

• 确保达到规定的跨学科语言能力水平

桥梁课程 课程时长 入学时间 课程设置 课程评估

硕士预科课程

（阶段1）
1或2学期（视专业领

域和之前的学习成绩

而定）

9月、1月和

6月

在ICWS，您将学习一系列课程模块，为您无缝

升读所选硕士学位课程阶段2 做好准备。所有课

程模块都包括与研究生学术课程学习有关的核心

学术技能。

大多数课程模块采用连续评 

估，包括考试、作业和案例研

究分析。

硕士学位课程

（阶段2）
12个月 – 硕士课程学习（阶段2）期间，您将巩固硕士预

科阶段学习的内容，加深对专业领域的了解。硕

士学位课程通常包括一系列以结构化课程、研讨

或教程呈现的专业模块。课程模块通过考试、作

业、课程论文或研讨会表现进行评估。评估还可

能包括个人或团队项目和展示。大多数硕士学位

课程要求准备和提交学科项目或论文，这是课

程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最终成绩中占有很大

比重。

课程模块通过考试、作业、课程

论文或研讨会表现进行评估。评

估还可能包括个人或团队项目和

展示。大多数硕士学位课程要求

准备和提交学科项目或论文，这

是课程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最终成绩中占有很大比重。

ICWS硕士学位
会计与金融学

会计与金融学理学硕士学位

金融与商务分析理学硕士学位

财务管理理学硕士学位

艺术与人文

中英翻译与语言教学文学硕士学位

英语外语教学文学硕士学位

笔译与口译文学硕士学位

传媒、媒体实践与公共关系文学硕士学位

发展与人权文学硕士学位

数字媒体文学硕士学位

性别与文化文学硕士学位

社会交流与发展文学硕士学位

国际新闻学文学硕士学位

国际关系文学硕士学位

国际安全与发展文学硕士学位

政治学文学硕士学位

专业翻译文学硕士学位

公共政策文学硕士学位

战争与社会文学硕士学位

商业管理

商业管理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商业分析）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电子商务）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企业家）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金融）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国际标准）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管理咨询）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运营与供应和项目管理） 

理学硕士

儿童发展

儿童研究文学硕士

发展与治疗性游戏文学硕士

计算机科学

高级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 

高级计算机科学人机交换专业理学硕士 

高级计算机科学安全与安保系统理学硕士 

高级计算机科学软件技术理学硕士 

高级计算机科学可视计算理学硕士 

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

工程学

航空航天工程理学硕士

化学工程理学硕士

土木工程理学硕士 

传播学理学硕士

计算与数字建模理学硕士

电子电气工程理学硕士

可持续能源电子技术理学硕士

材料工程理学硕士

机械工程理学硕士

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理学硕士

健康科学

老龄化研究理学硕士

健康管理理学硕士

健康信息管理理学硕士

公共健康与健康促进理学硕士

英雄�
所见�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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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提供的系列课程旨在提升学生的

就业能力。既有适合本科学历背景各异希

望攻读管理学硕士学位学生的课程，也有

专门针对本科为商业或管理专业学生的专

业管理学课程。

学院的师资队伍不但拥有国际研究方面的

专业知识，而且曾供职于业内知名公司，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包括中国电

信、科斯坦（Costain）、戴尔、德意志银

行、安永、G4S、渣打银行、斯堪雅建筑

集团和阿特金斯集团。 

阶段1：硕士预科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1月和6月

课程时长

一或二学期

课程费用

9,350英镑（一学期） 

12,000英镑（二学期）

课程模块

每学期学习五个课程模块

学术英语技能1和2

批判性管理思维

金融学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Business

研究与批判性分析

策略学

研究技能教程1和2

阶段2：硕士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海湾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6,50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会计与金融学理学硕士学位

金融与商务分析理学硕士学位

财务管理理学硕士学位

管理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商业分析）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商业分析）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企业家）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金融）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国际管理）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国际标准）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管理咨询）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商业管理（运营与供应和项目管理）

理学硕士

管理、会计与金融学

就业与职业选择：

潜在职业道路：会计、金融、政府 

顾问、制造、公共部门管理、零售 

管理。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会计与金融：22,348英镑

20
TOP

2014年REF排名中，

斯旺西大学管理学院

位居全英大学20强

4
ACCA 4门 
免考资格

童年研究

计算机科学（专业） 
计算机科学（转专业）

童年研究从广义的历史、心理和社会学角

度探讨儿童从出生以来的成长历程、他们

习得学习和思维能力的方式以及家庭和他

们所生活社区对他们成长的影响，参照联

合国公约审查孩子的权利。

童年研究硕士课程专为从事各种儿童工作

的专业人员而设计。课程涵盖的内容十分

广泛，我们鼓励学生们思考自身实践，从

事其感兴趣的理论和课题研究。

阶段1：硕士预科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1月

课程时长

一学期

课程费用

9,350英镑

课程模块

健康科学

健康科学研究技能

信息沟通与通信技能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阶段2：硕士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3,30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儿童研究文学硕士

发展与治疗性游戏文学硕士

计算机科学学院提供包括完全网络化的

Window和Linux实验室在内的最先进的设施

和包括专业设备在内的项目实验室。实验

室能够支持广泛系列软件，包括编程语言

Java、C#、.NET框架、C、C++、Haskell

和Prolog。

学院还提供有综合程序开发环境，如Visual 

Studio和Netbeans；广泛使用的微软Office

软件包；网页访问工具和许多专用软件工

具，包括图像绘制和图像处理工具等。

阶段1：硕士预科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专业） 

1月和6月（转专业）

课程时长

两学期（专业） 

一学期（转专业）

课程费用

9,350英镑（一学期） 

12,000英镑（二学期）

阶段2：硕士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5,05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

高级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

高级计算机科学软件技术理学硕士

高级计算机科学人机交换专业理学

硕士

高级计算机科学可视计算理学硕士

高级计算机科学安全与安保系统理

学硕士

就业职业选择：

潜在职业道路：健康促进与教育、

医疗护理专家、护理、儿科、社会

关怀。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医学有关专业：20,768英镑 
（2014年数据）

就业与职业选择： 

近年来职业道路：CBSM Flex程序

员、通用动力英国公司软件工程师、

惠普计算机分析师、信息处理公司

高级软件开发员、英国依钦学院系

统开发员、LRN Security公司信息技

术工程师、New Directions公司信息

技术工程师、尊荣形象（Persuasive 
Image）公司软件开发员、Time Etc 
公司网页开发员、Tinopolis开发员、 

VSI Thinking公司软件开发员、Wall 
Colmonoy系统分析师、We Predict 
公司数据库管理员。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计算机科学：23,628英镑

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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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旺西大学的工程师们是许多数字技术发

展的先驱，他们率先通过运用功能图层将

革命性的有限元素引入“发电站”，研发

了能够诊断各种健康状况的低成本生物传

感器。 

作为工程学院的研究生，您可以使用学院

国际公认研究中心的先进研究设施，包括

现代化实验室、多媒体套件、先进的计算

技术和环境优越的研究生教室。

工程学院在威尔士、英国和国际业界有着

强大的人脉关系，与许多知名公司建立了

合作关系，如塔塔、劳斯莱斯、空中客

车、BAE系统公司和惠普，确立了其在工程

开发领域的领先地位。

阶段1：硕士预科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海湾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两学期

课程费用

13,000英镑

阶段2：硕士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海湾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6,95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航空航天工程理学硕士

化学工程理学硕士

土木工程理学硕士 

通信系统理学硕士

计算建模理学硕士

电子电气工程理学硕士

材料工程理学硕士

机械工程理学硕士

纳米科学理学硕士

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理学硕士

电力工程与可持续能源理学硕士

工程学

就业与职业选择： 

潜在职业道路：航空航天工程、汽

车工程、建筑制造、医学科学产品设

计、测量员、系统顾问、电信。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工程学：27,452英镑

在2014REF排名中，斯

旺西大学工程学院名列

全英大学工程学院前10

在《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
士报》联合发布的2016《最佳
大学指南》中，被评选为“全英
就业前景最佳研究生院”

健康科学

艺术与人文

斯旺西大学的健康科学课程专为多专业人

士设计。课程内容涵盖众多领域，包括慢

性病管理、医疗保健、感染控制、法律、

管理、护理、公共健康与政策。

阶段1：硕士预科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1月

课程时长

一学期

课程费用

9,350英镑

课程模块

健康科学

健康科学研究技能

信息、通信与技术技能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阶段2：硕士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3,800英镑*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老龄化研究理学硕士

儿童公共健康理学硕士

健康护理管理理学硕士

健康信息管理理学硕士

MSc Long Term and Chronic 
Conditions Management

公共健康与健康促进理学硕士

艺术与人文学院的毕业生们对经济的贡献

是不可估量和无法替代的，在支持世界领

先的创意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艺

术与人文学院学生们的发展前景依然光

明。学校与雇主、雇主代表团、专业机构

和国际合作伙伴机构合作，为学生们提供

各种海外求学、工读课程安排、实习和课

外活动机会。

阶段1：硕士预科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ICWS  

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两学期

课程费用

12,000英镑

课程模块

交互式学习技能与沟通   

信息与通信技能

大众传播

学术英语技能（1）

学期2

全球化

斯旺西大学课程1和2 

学术教程：批判性思维

阶段2：硕士学位课程

学习地点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公园校区

入学时间

9月

课程时长

二学期

课程费用

13,300-14,750英镑，具体视所选桥梁课

程而定*

顺利完成本桥梁课程将获得斯旺

西大学以下学位之一：

中英翻译与语言教学文学硕士学位

英语外语教学文学硕士学位

笔译与口译文学硕士学位

笔译与口译文学硕士学位

发展与人权文学硕士学位

数字媒体文学硕士学位

性别与文化文学硕士学位

国际交流与发展文学硕士学位

国际新闻学文学硕士学位

国际关系文学硕士学位

国际安全与发展文学硕士学位

政治学文学硕士学位

专业翻译文学硕士学位

公共政策文学硕士学位

战争与社会文学硕士学位

就业与职业选择： 

潜在职业道路：临床管理、政府战略

规划、健康分析护理、整骨疗法、医

疗辅助科学。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医学有关学科：20,768英镑 

（2014年数据）

就业与职业选择： 

毕业生们可从事和适应多种不同的

职业：如教育；新闻、媒体和公共关

系；创新和专业新作；市场营销、销

售和广告；政府和政治；外事和外交

使团；人道组织；商业、工业和公共

部门；商务、法律和金融部门；社会

和福利工作；文化遗产与旅游；对外

英语教学和翻译。

平均起薪： 

据2016年《完全大学指南》统计，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语言学：18,934英镑 
英语：18,771英镑 
传播与媒体研究：18,212英镑

39

* 上述斯旺西大学课程费用仅供参考，或

有变更。欲知最新费用信息列表，请登录

swan.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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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成绩要求

以下列出的为入学的最低成绩要求，某些桥梁课程对学习成绩的要求较高。

国家/地区 本科桥梁课程 研究生桥梁课程

阶段1： 
大学预科

阶段2：会计、商业管理、 

经济学和金融学大一课程

阶段2： 

大一课程 

（所有其他专业） 硕士预科

英国教育系统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或

同等水平考试通过五门，总体

平均分不低于C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GCE A/AS level）或同等水

平考试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

务中心（UCAS） tariff points
达到120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
220，适用情况下包括有关科目

顺利取得英国学士文凭：文学

学士/理学学士/工程学学士/法

学学士。适用情况下要求取得

有关专业的学士学位。

安哥拉 顺利取得中等学校毕业证书

（Habitacao Literias），至少通

过五门，平均成绩达到10

顺利取得大学预科文凭或同

等学力

顺利取得大学预科证书/文凭，

成绩良好，适用情况下要求有关

科目成绩达到良好

顺利完成三年高等教育，取得

高等教育文凭，相当于英国高

等教育文凭，所要求的有关科

目总体平均成绩不低于60%

澳大利亚 顺利完成11年级课程 顺利完成12年级课程，并且课

程通过率不低于50%
顺利完成12年级课程，普通教

育证书（高级/准高级）考试

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

适用情况下包括有关科目

顺利取得副学士学位（仅限两

学期管理学课程）或学士学

位。适用情况下要求取得有关

专业的学士学位。

孟加拉国 顺利取得高等中学毕业证书

（HSC）/中级证书（10+2），

总体平均成绩不低于55

顺利取得高等中学毕业证书

（HSC）/中级证书（10+2），

总体平均成绩不低于60%

顺利取得文凭或三年学士学位，

成绩良好，适用情况下要求有关

科目成绩达到良好

同上

博茨瓦纳 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平考试

（GCE O level）通过五门，平

均成绩达到C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120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适用情况 

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文莱 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平考试通

过五门，平均成绩达到C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120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适用情况 

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加拿大 顺利完成11年级所有课程，平

均成绩不低于60%
顺利完成12年级所有课程，平

均成绩不低于65%
顺利完成12年级所有课程，平

均成绩65%-75%，适用情况下包

括有关科目

同上

中国 顺利完成高中二年级*所有课

程，平均成绩不低于70%，或

顺利完成高中三年级课程，

平均成绩达到60%或以上

顺利完成高中三年级课程，平均

成绩不低于70%
顺利完成高中三年级课程，平均

成绩不低于75%-80%，任何科目

成绩不得低于70%，适用情况下

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埃及 顺利通过中等教育证书考试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120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适用情况 

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加纳 通过高中证书考试（SSCE）或

通过西非考试委员会证书考试

（WAEC/NECO），至少通过

五门，平均成绩达到C6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120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适用情况 

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海湾合作委员

会国家
顺利通过Tawjihiyah考试，成绩

不低于60%。计算机科学、工

程学、数学和科学专业要求数

学成绩不低于70%。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120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适用情况 

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香港 Form 5考试，总体平均成绩 

40-55%，包括有些专业要求 

的数学科目

至少通过三门，成绩达到3等，

或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

级）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120

至少通过三门，成绩达到3等，

或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

级）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适用情况

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国家/地区 本科桥梁课程 研究生桥梁课程

阶段1： 

大学预科

阶段2：会计、商业管理、 

经济学和金融学大一课程

阶段2： 

大一课程 

（所有其他专业） 硕士预科

印度 通过印度国家或州立中学考试

（SSC X），平均成绩达到55%
通过印度国家或州立HSC（XII）
考试，平均成绩达到55%

通过印度国家或州立

HSC（XII），平均成绩达到

65%或以上，适用情况下包括

有关科目

同上

印度尼西亚 顺利完成SMK/SMA，平均成

绩达到6.0
顺利完成SMK/SMA，平均成绩

达到7.0
顺利完成SMK/SMA，平均成

绩达到7.5，适用情况下包括

有关科目

同上

国际学士学位 不低于20分 不低于24分 国际学士学位证书：28分，包

括对成绩要求较高的物理科

学。国际学士学位文凭：24
分，适用情况下包括有关科目

无

伊朗 三年高中文凭：整体通过 四年高中文凭：整体通过 取得四年高中文凭：平均成

绩12-14，适用情况下包括有

关科目

顺利完成三年高等教育，取得

高等教育文凭，相当于英国高

等教育文凭，所要求的有关科

目总体平均成绩不低于60%

约旦 顺利通过Tawjihiyah考试，成绩

不低于60%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120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适用情 

况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哈萨克斯坦 顺利通过Attestat考试，平均成

绩达到3.0
顺利通过Attestat考试，平均成

绩达到3.5
取得专业中学教育毕业文凭，

成绩良好，适用情况下包括有

关科目

同上

肯尼亚 顺利获得肯尼亚中等教育证书

（KCSE），至少五门通过，整

体平均成绩达到C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120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适用情 

况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韩国 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平均成绩

达到2.0；完成高中二年级学

业，平均成绩达到3.0

取得专业高中文凭；取得初级

文凭/副学士学位

获得职业高中文凭，成绩良

好，或大学初级文凭/副学士学

位，适用情况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马拉维 顺利通过MSCE考试 通过COHSC考试，成绩良好 通过COHSC考试，成绩良好，

适用情况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马来西亚 SPM至少通过三门，成绩达到

D；通过UEC
STPM/UEC两门通过且成绩优秀 STPM/UEC三门通过，成绩不

低于C，适用情况下包括有

关科目

同上

蒙古 顺利完成中学和高中教育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120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适用情 

况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缅甸 通过基础教育高中考试： 

整体通过

取得技术高中文凭/贸易学校文

凭/农业学校文凭：整体通过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适用情 

况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尼日利亚 通过SSCE (WAEC/NECO)考
试，最少通过五门，整体平均

成绩不低于C6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120，或取得国家 

正式毕业证书（OND）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或取得

OND

同上

巴基斯坦 HSC人文学科和贸易专业，整

体成绩不低于50%
HSC科学、工程和医学专业，整

体成绩不低于50%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适用情 

况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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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 本科桥梁课程 研究生桥梁课程

阶段1： 

大学预科

阶段2：会计、商业管理、 

经济学和金融学大一课程

阶段2： 

大一课程 

（所有其他专业） 硕士预科

俄罗斯 通过Attestat：平均成绩3.0 通过Attestat：平均成绩3.5 取得专业中学教育毕业文凭，

成绩良好，适用情况下包括有

关科目

同上

新加坡 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平考试，

五门通过，整体平均成绩不

低于C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120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适用情 

况下包括有关科目

顺利完成三年高等教育，取得

高等教育文凭，相当于英国高

等教育文凭，所要求的有关科

目总体平均成绩不低于60%

南非 获得国家高级证书，至少四门

通过，或顺利完成11年级学

业，成绩良好

获得预科高级证书/国家高级

证书

获得预科高级证书/国家高级证

书，适用情况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台湾 完成高三学业（平均成绩不低

于60%）或完成高二学业（平

均成绩不低于70%）

取得高中毕业证书，整体平

均成绩达到75%/取得初级大

学文凭

完成高三学业，整体平均成绩

不低于75%-80%
同上

坦桑尼亚 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平考试，

五门通过，整体平均成绩不

低于C

顺利取得剑桥海外高中毕业证

书（COHSC）/东非教育证书

（EAACE），普通教育证书 

（高级/准高级）或同等学历考

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120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适用情 

况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泰国 顺利通过Maw 6考试，平均成

绩不低于2.0
顺利通过Maw 6考试，平均成

绩不低于2.5
取得专业教育文凭/高级证书 

（技术类），成绩优异，适用

情况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土耳其 获得中等学校毕业证书 

（Lise Deplomasi）
获得Devlet Meslek Lise 
Diplomasi/Lise Diplomasi/On-
Lisans Diplomasi: 成绩达到3等

（60%）或以上

取得专业中学教育毕业

文凭（Devlet Teknik Lise 
Diplmomasi），成绩良好， 

适用情况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乌克兰 顺利通过Attestat考试，平均成

绩达到4.0
顺利通过Attestat考试，平均成

绩达到7.0
取得专业中学教育毕业文凭，

成绩良好，适用情况下包括有

关科目

同上

乌干达 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平考试，

五门通过，整体平均成绩不

低于C

顺利取得剑桥海外高中毕业证

书（COHSC）/UACE证书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适用情况

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美国 顺利获得高中文凭，平均成

绩2.0
取得高中毕业文凭，SAT推理

测试单项成绩不低于500（或

总成绩不低于1,500）且SAY
科目测试成绩不低于500，或

同等学历

顺利取得高中毕业文凭，SAT 
推理测试单项成绩不低于500
（或总成绩不低于1,500）且

SAY科目测试成绩不低于500，

或同等学历或跳级测试3级A类

成绩达到222

同上

越南 完成11年级学业，平均成绩达

到6.5；顺利完成12年级学业

顺利完成12年级学业，平均成

绩达到6.5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适用情 

况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赞比亚 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平考试，

五门通过，整体平均成绩不

低于C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120

普通教育证书（高级/准高级）

或同等学历考试UCAS tariff 
points达到200-220，适用情 

况下包括有关科目

同上

津巴布韦 通过Zimsec普通水平考试/剑

桥学校证书（CSC）或剑桥海

外学校证书（COSC）/普通教

育证书普通水平考试，五门通

过，整体平均成绩不低于C

通过ZIMSEC A级考试，成绩

不低于5
通过ZIMSEC A级考试，成绩

不低于9，适用情况下包括有

关科目

同上

来自巴基斯坦的Mohammad Zaheer Malik已完成

ICWS土木工程专业的桥梁课程学习，现攻读斯旺

西大学二年级课程。

  斯旺西大学是学习和享受生活的好去处。每天

早晨看着太阳从海湾冉冉升起，这本身就是一幅美

景。就学习而言，斯旺西大学的土木工程学在全英

和全球的排名一直很好。 

工程学类课程，参见第23和38页

来自俄罗斯的Daniil Ryazantsev已经完成ICWS桥梁课程学习，

顺利升读斯旺西大学商业管理专业。

  斯旺西大学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良好学习

氛围，在这里，每个人都会信任并尊重您。所

有课程均由专业老师授课，确保顺利拿到学位

和完成就业。  

商学课程，参见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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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与学习计划 

ICWS采用英语教学。入读本科或研究生桥梁课程之前，您须证明您具备相应的英语水平。您可通过以下测试证明您的英语 

水平。

水平与科目 基于雅思成绩的*ICWS学习计划

阶段1： 

大学预科

4.5（4.5）或 

4.5（4.0）

5.0（4.5） 5.0（5.0）或 

5.5（4.5）

5.5（5.0） 6.0（5.0） 5.5（5.5） 

或以上

会计、商务、经济学、

工程学、计算机科学、

遗传学、数学、医学遗

传学与生物化学、心理

学、科学、运动科学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NQF）三级

担保人提供的10周

英语语言和3学期

大学预科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三级担保人提

供的3学期大学预

科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三级担保人提

供的3学期大学预

科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三级担保人提

供的2学期大学预

科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三级担保人提

供的2学期大学预

科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六级担保人提

供的1或2学期大

学预科课程（取决

于具体学历背景和

专业）

阶段1： 

大学预科

4.5（4.5） 5.0（4.5） 5.0（5.0）或 

5.5（4.5）

5.5（5.0） 6.0（5.0） 5.5（5.5） 

或以上

法律与犯罪学、媒体与

传播、医学与社会科

学、政治学、对外英语

教学、翻译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六级担保人提

供的20周英语语

言和2学期大学预

科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六级担保人提

供的10周英语语

言和2学期大学预

科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六级担保人提

供的10周英语语

言和2学期大学预

科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六级担保人提

供的10周英语语

言和2学期大学预

科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六级担保人提

供的10周英语语

言和2学期大学预

科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六级担保人提

供的2学期大学预

科课程

阶段2： 

大一课程

4.5（4.5） 5.0（4.5） 5.0（5.0）或 

5.5（4.5）

5.5（5.0）或 

5.5（5.5）

6.0（5.0） 6.0（5.5） 

或以上

所有桥梁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六级担保人提

供的30周英语语言

和大一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六级担保人提

供的30周英语语言

和大一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六级担保人提

供的20周英语语言

和大一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六级担保人提

供的10周英语语言

和大一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六级担保人提

供的10周英语语言

和大一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六级担保人

提供的两学期大

一课程

阶段1： 

硕士预科

4.5（4.5） 5.0（4.5） 5.0（5.0）或 

5.5（4.5）

5.5（5.0）或 

5.5（5.5）

6.0（5.0） 6.0（5.5） 

或以上

所有桥梁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七级担保人提

供的30周英语语言

和硕士预科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七级担保人提

供的20周英语语言

和硕士预科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七级担保人提

供的20周英语语言

和硕士预科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七级担保人提

供的10周英语语言

和硕士预科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七级担保人提

供的10周英语语言

和硕士预科课程 

学校作为国家资格

证书七级担保人提

供的一或两学期硕

士预科课程（取决

于具体学历背景和

专业）

英语学习？
免除情况

针对参加如WAEC、KSCE、IGCSE、HKDSE、A或AS水平、IB和SPM等当地考试（且取得有关成绩）的学

生，ICWS/斯旺西大学将酌情免除雅思要求。

英语语言准备

如果您不符合直接入读所选桥梁课程的英语语言要求，您可通过所要求的英语语言培训以便在稍迟的日期内成功

入读所学课程。英语语言培训由斯旺西大学的英语语言培训服务中心（ELTS）提供。

英语语言课程日期

10周英语语言课程于每年1月、4月、7月和9月开课。  
12周英语语言课程于每年6月开课。

三学期预科课程：5.0（4.5），仅允许阅读、听力或口语中一个单项得分为4.5，学术写作得分必须达到5.0。 
两学期预科课程：5.5（5.0），仅允许阅读、听力或口语中两个单项得分为5.0，学术写作得分必须达到5.5。 
* 暑期语言课程仅历时12周（适用于雅思成绩为5.0（5.0）的学生）。

来自尼日利亚的Amina Sanusi已完成ICWS会计与金

融桥梁课程的学习，现攻读斯旺西大学二年级学位

课程。

  在ICWS的学习经历让我了解了其

他文化。如今我结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

朋友！  

会计与金融学课程，参见第20和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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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维助学金和奖学金

纳维家庭助学金

纳维以家庭助学金的形式提供资金支持。该助学金适用于同一个家

庭有2名以上学生在任意一所纳维学院学习*的情况。 †

该助学金相当于您课程费用的10% †。

纳维学业优秀奖学金

纳维通过向学业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致力于帮助您实现职业 

目标。

每学期，纳维学院*为两位学生提供学业优秀奖学金。

* 纳维家庭助学金和学业优秀奖学金仅授予在以下学校学习的学生：ACBT、拉筹伯大学悉尼校区、AUSI、BCUIC、科廷学院、科廷大学悉

尼校区、科廷大学新加坡校区、CRIC、EIBT、EIC、安斯伯利学院、FIC、HIC、ICM、ICP、ICRGU、ICWS、拉筹伯大学墨尔本校区、LBIC、麦考

瑞大学悉尼市中心校区、MIBT、MIBT印度尼西亚校区、FAU纳维学院、麻省州立大学波士顿校区纳维学院、麻省州立大学达特茅斯校区纳维学院、

麻省州立大学洛厄尔校区纳维学院、WKU纳维学院、UNH纳维学院、NIC、PIBT、PUIC、QIBT、SAIBT、SIBT和UCIC。

† 证书课程可称为或注册为预科（Foundation Studies）或大学转学分课程第I阶段（University Transfer Program Stage I）。文凭课程可称为或注册为本

科桥梁课程（Undergraduate Pathway）、大学转学分课程（University Transfer Program，UTP）、大学转学分课程第II阶段（University Transfer Program 
Stage II）或大学桥梁课程（University Pathways Program，UPP）。

‡ 纳维助学金不适用于英语语言课程或纳维成员机构提供的任何英语语言课程的组成部分。

§ 所需的证明文件将视学生报名的所在国家而定。

** 纳维学业优秀奖仅授予在以下英国学校学习的学生：CRIC、EIC、HIC、ICP、ICRGU、ICWS、LBIC、PUIC和BCUIC。本信息刊印之际准确无误， 

或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或以纳维成员机构或纳维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为准。

来自香港的Ka Ho Tong完成了ICWS心理学桥梁课 

程学习，现攻读斯旺西大学三年级学位课程。

  学校风景优美，环境舒适。此

外，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都十分友 

好，让我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学习生活 

环境。最重要的是，学校作为一所一 

流大学为我的未来职业生涯提供了诸 

多指导。  

心理学课程，参见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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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投资

英语语言 课程费用（英镑）

每10周 2,780英镑

每12周 3,270英镑

阶段 桥梁课程 课程时长 课程费用 开学日期

1 会计与金融学大学本科预科 1学期 9,350英镑 9月，1月，5月

1 会计与金融学大学本科预科  2学期 12,500英镑 9月、11月、1月、5月

1 会计与金融学大学本科预科 3学期 15,500英镑 9月、5月

1 商学大学本科预科 1学期 9,350英镑 9月、1月、5月

1 商学大学本科预科 2学期 12,500英镑 9月、11月、1月、5月

1 商学大学本科预科 3学期 15,500英镑 9月、5月

1 计算机科学大学本科预科 2学期 14,000英镑 9月、11月、1月

1 计算机科学大学本科预科 3学期 16,850英镑 9月、5月

1 经济学大学本科预科 1学期 9,350英镑 9月、1月、5月

1 经济学大学本科预科 2学期 12,500英镑 9月、11月、1月、5月

1 经济学大学本科预科 3学期 15,500英镑 9月、5月

1 工程学大学本科预科 2学期 15,950英镑 9月、11月、1月

1 工程学大学本科预科 3学期 18,950英镑 9月、5月

1 法律与犯罪学大学本科预科 2学期 12,750英镑 9月、11月、1月

1 数学大学本科预科 2学期 13,200英镑 9月、11月、1月

1 数学大学本科预科 3学期 16,200英镑 9月、5月

1 媒体与传播大学本科预科 2学期 12,750英镑 9月、11月、1月

1 医学遗传学与生物化学大学本科预科 2学期 15,850英镑 9月、11月、1月

1 医学遗传学与生物化学大学本科预科 3学期 18,850英镑 9月、5月

1 医学与社会科学大学本科预科 2学期 14,600英镑 9月、11月、1月

1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大学本科预科 2学期 12,950英镑 9月、11月、1月

1 心理学大学本科预科 2学期 15,000英镑 9月、11月、1月

1 心理学大学本科预科 3学期 18,000英镑 9月、5月

1 科学系大学本科预科 2学期 15,000- 
15,900英镑

9月、11月、1月

1 科学系大学本科预科 3学期 18,000- 
18,900英镑

9月、5月

1 运动科学大学本科预科 2学期 13,950英镑 9月、11月、1月

1 运动科学大学本科预科 3学期 16,950英镑 9月、5月

1 对外英语教学与翻译大学本科预科 2学期 12,950英镑 9月、11月、1月

2 会计与金融学本科大一课程 2学期 14,600英镑 9月、11月、1月

2 商学本科大一课程 2学期 14,600英镑 9月、11月、1月

2 计算机科学本科大一课程 2学期 14,600英镑 9月

2 犯罪学本科大一课程 2学期 13,200英镑 9月

2 经济学本科大一课程 2学期 14,600英镑 9月、11月、1月

2 工程学本科大一课程 2学期 16,950英镑 9月

2 医学遗传学与生物化学本科大一课程 2学期 15,850英镑 9月

2 医学与社会科学本科大一课程 2学期 14,600英镑 9月

2 数学本科大一课程 2学期 14,200英镑 9月

2 媒体与传播学本科大一课程 2学期 13,200英镑 9月

2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本科大一课程 2学期 13,500英镑 9月

2 心理学本科大一课程 2学期 15,000英镑 9月

2 科学系本科大一课程 2学期 15,000- 
15,900英镑

9月

阶段 桥梁课程 课程时长 课程费用 课程费用

2 运动科学本科大一课程 2学期 13,950英镑 9月

2 对外英语教学与翻译本科大一课程 2学期 13,200英镑 9月

1 会计与金融学硕士预科 1学期 9,350英镑 1月、6月

1 会计与金融学硕士预科（扩展）课程 2学期 12,000英镑 9月、1月

1 商业管理硕士预科 1学期 9,350英镑 1月、6月

1 商业管理硕士预科（扩展）课程 2学期 12,000英镑 9月、1月

1 儿童发展硕士预科 1学期 9,350英镑 1月

1 计算机科学硕士预科（转专业）课程 1学期 9,350英镑 1月、6月

1 计算机科学硕士预科 2学期 12,000英镑 9月

1 工程学硕士预科 2学期 13,000英镑 9月

1 健康科学硕士预科 1学期 9,350英镑 1月

1 艺术与人文硕士预科 2学期 12,000英镑 9月

2016/17校历

年份 入学时间 新生培训 课程开始 课程结束

2016 秋季（所有课程） 9月12日 9月19日 12月21日

2017 春季（所有课程） 1月16日 1月23日 4月28日

夏季（本科） 5月15日 5月22日 8月25日

夏季（研究生） 6月5日 6月7日 9月1日

秋季（所有课程） 9月18日 9月20日 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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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print in BLOCK LETTERS
Application form

(1) Personal 

Title:    Mr    Mrs    Miss    Other

Family name: First name(s):

Previous family name: (if applicable)

Date of birth:     DAY / MONTH /  YEAR Gender:    Male     Female

Student address:

Postcode: Country:

Home telephone: Mobile telephone:

Country of birth: Skype ID:

Email:

Country of passport held: Passport number:

(2) Pathway area selection

Undergraduate Pathway Areas Postgraduate Pathway Areas

 Stage 1: University Foundation  Stage 2: First Year Degree  Stage 1: Pre-Master’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Business
 Computer Science
 Economics
 Engineering
 Law and Criminology
 Mathematic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Medical Genetics and Biochemistry
 Med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sychology
 Science
 Sports Science
 TESOL and Translatio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Business
 Computer Science
 Criminology
 Economics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Medical Genetics and Biochemistry
 Med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sychology
 Science
 Sports Science
 TESOL and Translatio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Arts and Humanities
 Business Management
 Child Development
 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ing
 Health Science

Year of entry:  Month of entry:    September      November       January       May/June    

(This section must be completed, including desired major/specialisation, where relevant)

Your chosen degree:

(3) Education details
 Prior education – highest level achieved

Name of qualification  
(eg. 'A' Levels, Year 12, Bachelors): Name of institution attended:

Grades  
(itemise individual subject grades): Date of completion

ICWS1972 App Form_AW.indd   1 14/01/2016   11:40

在线信息

课程详情

swansea.ac.uk/icws
可查询详细的课程信息，下载信息指南。

可查询详细的课程信息，下载信息指南。

icws.navitas.com/admission-requirements
了解入读课程的学习成绩和英语语言要求。

您的投资：学费与生活费

icws.navitas.com/fees

申请流程

icws.navitas.com/apply 
 

签证申请、健康保险与抵校准备

icws.navitas.com/arriving-in-the-uk

住宿选择

icws.navitas.com/accommodation
学校提供能够契合您个人生活方式和住宿预算的各种住宿 

安排。

录取条件

icws.navitas.com/conditions-of-enrolment
所提供的信息仅供申请者参考之用。

政策与流程

icws.navitas.com/privacy
可查询隐私政策信息。

更多信息



Education for your world

纳维致力于通过提供您所需的教育服务帮助您
实现人生理想，我们的学院分布在全球28个国
家，课程涵盖从大学入学英语辅导到就业培训
的完整阶段，为您前进中的每一步精心护航。

纳维和旗下的SAE在全球拥有120多所学院，同
时向八万多名学生授课，这使我们十分了解不
同人群对教育的具体需求。我们是全球最值得
信赖的教育及培训机构之一。

纳维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专业人
士和移民提供以下的服务：

• 英语语言培训
• 高中课程
• 大学预科课程及学位课程
• 媒体及创意产业高等教育
• 职业发展课程
• 招生服务 
• 实习项目
• 移民安置服务

我们还为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岗位培训，为澳
大利亚政府提供一系列的培训和安置服务。无
论您身在何处或计划前往何方，我们在世界各
地的专业员工都能助您马到成功。

非洲

• 南非SAE学院

亚洲

• 艾迪斯科文大学斯里兰卡校区ACBT

• 科廷大学新加坡校区

• 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SAE学院

澳大利亚

• 澳大利亚应用心理学学院（ACAP）

• 澳大利亚TESOL培训中心（ATTC）

• 南澳大学语言中心（CELUSA）

• 珀斯科廷大学科廷学院

• 科廷大学悉尼校区（Curtin Sydney）

• Deakin College — Deakin University, Melbourne
• 阿德莱德大学和南澳大学安斯伯力学院
（Eynesbury）

• 墨尔本霍桑语言中心（Hawthorne-Melbourne）

• 拉筹伯大学墨尔本校区（La Trobe Melbourne）

• 拉筹伯大学悉尼校区
• 纳维英语学院
• 纳维澳大利亚健康技能学院（HSA）

• 纳维公共安全学院（NCPS）

• Navitas Professional就业服务

• 纽卡索大学NIC

• 珀斯艾迪斯科文大学PIBT

• 布里斯班黄金海岸格里菲斯大学QIBT

• 阿德莱德、布里斯班、拜伦湾、墨尔本、
珀斯、悉尼SAE学院

• 阿德莱德南澳大学

• 悉尼麦考瑞大学SIBT

• 西悉尼大学学院
• 堪培拉大学学院

加拿大

• 温哥华西门菲莎大学FIC

• 温尼伯曼尼托巴大学ICM

中美洲

• 墨西哥SAE学院

欧洲

• 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希腊、意大
利、荷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
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SAE学院

中东地区

• 约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SAE学院

新西兰

• 奥克兰SAE学院
• 基督城坎特伯雷大学UCIC

英国 

• 伯明翰城市大学BCUIC

• 剑桥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CRIC

• 爱丁堡龙比亚大学EIC

• 赫特福德大学HIC
• 朴茨茅斯大学ICP

• 罗伯特戈登大学ICRGU

• 斯旺西大学ICWS

• 伦敦布鲁内尔大学LBIC

• 普利茅斯大学PUIC

• 格拉斯哥、利物浦、伦敦、牛津SAE学院

• UNIC - University of Northampton

美国

• 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FAU）纳维学院
• 麻省大学波士顿校区纳维学院
• 麻省大学达特茅斯校区纳维学院
• 麻省大学达特茅斯校区纳维学院
• 新罕布什尔大学纳维学院
• 西肯塔基大学纳维学院
• 亚特兰大、芝加哥、洛杉矶、迈阿密、纳什
维尔、纽约、旧金山SAE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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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n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ACBT) are affiliated organisations and are not owned by Navitas Limited. NAVITAS USA: These schools are authorised under federal law to enrol non-immigrant alien students.
Registered Company names and CRICOS provider codes: SAE Institute Pty Ltd 00312F; Navitas Bundoora Pty Ltd trading as La Trobe Melbourne 03312D; La Trobe University 00115M (VIC); La Trobe University Sydney Campus 00115M; Colleges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WA) Pty Ltd;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RICOS Provider Code 00301J, Curtin University is a trademark of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ducational Enterprises Australia Pty Ltd trading as Eynesbury 00561M;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00123M; Melbourne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Pty Ltd trading as Deakin College 01590J; Deakin University 00113B; Perth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Pty Ltd 01312J; Edith Cowan University 00279B; 
Queensland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trading as Griffith College. 01737F; Griffith University 00233E; South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Pty Ltd 02193C;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00121B; Sydney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Pty Ltd 01576G; Macquarie University 00002J; Newcastle International College 03293B;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00109J;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ABN 53 014 069 881 trading as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is a registered 
provider under the Commonwealth Register of Institutions and Courses for Overseas Students (CRICOS). Provider Number 00917K; UWS Enterprises Pty Ltd ABN 44 003 474 468 trading as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The College (CRICOS Provider 
Number 02851G) is a wholly owned entity of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Academic Pathway programs are delivered by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The College under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of Canberra / 
University of Canberra College 00212K. Navitas English: Courses are delivered by Navitas English Services Pty Ltd (ACN 002 069 730), CRICOS Provider 00289M; The Certificate IV in TESOL is delivered by Navitas English Pty Ltd (ACN 003 916 701), 
CRICOS Provider 00031D. Centre for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02193C; Hawthorn-Melbourne (Hawthorn Learning Pty Ltd, ACN 124 204 171) CRICOS provider code: 02931G; Navitas Professional Institute Pty Ltd trading as 
Navitas College of Public Safety (NCPS) and Australian College of Applied Psychology (ACAP). National CRICOS provider code: 01328A. UCIC NZQA Provider Number 7177. ICM CRA BN: 81210 5146; FIC CRA BN: 81210 5146. Company Numbers: 
Birmingham C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Ltd trading as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BCUIC) 07445570; CRIC 06407773; EIC 06822392; ICP 06770123; ICWS 6412162; HIBT Ltd trading as HIC 5163612; London IBT Ltd. trading as 
London Brunel International College (LBIC); Plymouth Devon International College Ltd trading as Plymouth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PUIC) 06822402; ICRGU 07154254. Navitas Limited ABN 69 109 613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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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pplication checklist and declaration
We require the following section to be completed in order to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Check that you have:
 Completed all sec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including the Fee  

 and Refund Policy within the brochure or on the website

Check that you have attached:
 Certified copies of your academic transcripts
 Evidence of your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if applicable
 A copy of your passport and/or visa

I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I have supplied on this form is, to the best of my understanding and belief, complete and correct. I understand that the giving 
of false o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may lead to the refusal of my application or cancellation of enrolment. I give permission for ICWS to obtain official 
records from an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hat I have attended. I also authorise ICWS to supply any relevant official records to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which I am seeking admission, to government bodies and to parents/sponsors if required. I understand that Course Fees are subject to review; I accept 
the conditions as laid out in the ICWS Payment and Refund Policy and accept liability for the payment of all Course Fees as outlined within. I understand 
that living expens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may be higher than in my own country and confirm that I am able to meet those costs. I hereby consent to 
ICWS disclosing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third parties in the manner set out in ICWS’s Privacy Policy, which includes:
• Disclosure to ICWS representatives (agents) acting on my behalf;
• Disclosure to Swansea University to facilitate progression from ICWS to the next stage of my studies;
• Disclosure to Navitas Ltd and its affiliate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with regarding pathways and services offered by Navitas Ltd and its  

related companies.
Tick this box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information via SMS about your offer.  

Signature: Date:     DAY / MONTH /  YEAR  

Parent/Guardian signature: 
(if applicant is under 18 years of age)

Date:     DAY / MONTH /  YEAR  

Send your application to ICWS
ICWS 
Margam Building 
Swansea University 
Singleton Park 
Swansea SA2 8PP 
United Kingdom

 
 
 
F  +44 (0)1792 602889 
E  admissions@icws.swansea.ac.uk

(4) English proficiency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

IELTS (Score):

Other (‘O’ Levels, Cambridge):

You must submit full academic transcripts/certificates and proof  
of English proficiency so that we can assess your eligibility for your 
selected study Pathway.
If these documents are not submitted with this form, we will not  
be able to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5) Disabilities/Special Needs
Please indicate in the next column whether or not you will need any 
additional support or facilities. We will pass this information on to our 
Student Services team who will liaise with you to support you through the 
admission process and determine whether we and the university can meet 
your study needs. 

 I have no known learning/physical disability
 I have a specific learning/physical disability

 Please give details of any adjustments needed and attach further 
information as necessary: 

(6) Immigration

Have you previously applied for any visa to enter the UK?   Yes   No
If ‘Yes’ please complete below

First visa
Second visa  
(if applicable)

Type of visa applied for  
(Tier 4, Short Term, other)
If visa was Tier 4 please state course 
studied with dates
If visa was successful please attach a copy 
of the visa

Attached/ 
Not attached

Attached/ 
Not attached

If visa was unsuccessful please attach a 
copy of the refusal letter

Attached/ 
Not attached

Attached/ 
Not attached

(7) Other information
How did you hear about ICWS?  You may tick more than one box.

 Exhibition/seminar
 Internet
 Newspaper/magazine advertisement
 British Council
 Recommended by an ICWS representative (agent)
 Recommended by a friend or relative 

     Is your friend/relative an ICWS student?    Yes    No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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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use only Agent contact details

Agency name:

Agent Office Code:

Email:

Branch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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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旺西大学国际学院

Singleton Park, Margam Building 
 
Swansea University, Swansea  
SA2 8PP United Kingdom

电话：+44 (0)1792 602888  
传真：+44 (0)1792 602889 
电邮：info@icws.swansea.ac.uk 
facebook.com/ICWSuk

公司代码： 6009965； 
注册于英格兰和威尔士。

本指南所含信息刊印之际准确无误，但斯旺西

大学国际学院（ICWS）保留随时更改、修订或

删除相关细节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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