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与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短期交流项目招生简章（四周）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简介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是一所历史悠久、不断革新的大学。

大学由原威尔士大学兰彼得学院（成立于 1822 年）、卡玛森三一学院（成立于 1848 年）以

及原斯旺西城市大学（成立于 1853 年），在兰彼得学院的 1828 年皇家宪章下（皇家宪章由

乔治四世国王亲自授予）合并成立。2011 年威尔士亲王、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成为大学的

皇家赞助人。2017 年，原威尔士大学（成立于 1893 年）成功并入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

值得骄傲的是，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拥有继牛津和剑桥之后，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最古老

的皇家宪章。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现有兰彼得、卡玛森、斯旺西和伦敦四个校区，并在卡迪夫和伯



 

明翰设有学习中心。此外，大学投资 20 亿元人民币建立斯旺西 SA1 城市中央海湾校园，

为学生提供了最佳生活和学习环境，实现了“新城市大学校园”的愿景。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

学集团还包括卡玛森郡学院（Coleg Sir Gâr）与锡尔迪金学院（Coleg Ceredigion），共有

横跨城乡的 17 个校区，囊括了大学教育和继续教育两大领域，开设有职业教育、HND、预

科、本科、硕士以及博士多层次课程，拥有学生共 25,000 余人。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现设有建筑、计算机与工程学院、斯旺西艺术学院、商务与管理

学院、教育学院、人文表演艺术学院、孔子学院和威尔士国际声乐学院等七大学院，几乎涵

盖了全学科和各专业门类。大学综合性强，学科特色突出，在 2020 The Guardian League 

Table 全英大学排名中，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综合排名第 57 位。大学在计算机、汽车工

程、艺术设计、商业学、考古学等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并且在教育质量、学术水平、学生满

意度等方面还获得来自如泰晤士报、完全大学指南、卫报、TEF 等英国各大权威机构的认

可，例如： 

 在 2020The Guardian League Table 全英大学排名中名列第 57 名，且教学质量满意

度排名第 8，其中艺术专业排名第 8，设计及雕刻专业排名第 7，时尚及纺织专业排名

第 1。 

 在 2020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全英大学排名中，学生满意度排名第 8。 

 在 2019 The Times & Sunday Times 全英大学排名中，教育质量排名前 5，其中商科

学生满意度排名第 1；计算机科学学生满意度排名第 2。 

对中国学生而言，相比英国其他大学，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不仅提供优质的教学水平 

和一流的教学设施，其稳定的毕业率和升学率也是众多中国留学生选择该校的主要原因。 

 卡玛森校区位于古老传奇的梅林小镇，安全且消费低廉； 

 近 200 年教育历史，是一所专注于教学的大学； 



 

 近 16 年中国学生教学和指导经验； 

 近 2000 名中国学生成功留学、毕业； 

 全英师生关系最好的大学之一，无需预约即可面见专业导师； 

 提供全方位的学术支持：Open Door Policy、English Support 等； 

 紧密的行业合作，为学生在实践中创新提供保障； 

 开设丰富的文化交流活动：孔子学院、文化之旅、中国新年等； 

 图书馆，健身中心和 Costa，为学生提供愉悦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合作项目介绍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可申请赴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卡玛森校区）体验

为期四周的英国大学通识课程。所有学生将有机会接触和使用该校一流的设施、设备，并一

对一与专业教师进行沟通、交流，体验英式教学的魅力，拓宽学生在专业领域的国际化视角。 

该项目不仅能推动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与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的国际合作与学

术交流，更让来自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的学子有机会进入到英国大学课堂，感受原汁原味

的英式课堂氛围。 

项目要求 

 所有在校学生都可申请参加； 

 最少 25 人才能开班； 

 每阶段课程都有相应的考试、成绩单以及结业证明； 

 单独开班，开学时间灵活，无需语言成绩。 

项目优势 

 专业课和人文实践并行，教育与文化双重体验； 

 一流的教学设施与完善的学生服务，更好的学习体验； 



 

 近距离与英国大学专业导师交流，体验英式教学的魅力； 

 风景优美、学费低廉，英国短期交流的不二选择； 

 为学生的进一步学习和工作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 

招生对象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在籍学生。 

申请条件 

1）护照 (扫描件，有出国记录的需同时提交出入境记录以及签证页的扫描件) 

2）在校证明材料 

3）其他 

UWTSD 东亚办公室中国申请考试中心服务标准 

短期交流项目服务费及服务标准：3000 元，包含： 

A. 申请审核、递交 

B.录取 offer 

C. 签证材料准备指导 

D.签证材料整理、递交 

E.统一接机安排 

F. 统一住宿安排 

（备注：大使馆签证服务费，保险费、机票费不含） 

项目时间安排 

截止报名时间：2020 年 1 月 10 日。 

计划开课时间：2020 年 3 月 2 日—3 月 29 日。 

 



 

项目费用 

UWTSD 四周短期交流项目费用 

校区 学费 住宿费 基本生活

费 

学费+住宿+生

活费总费用(参

考汇率为 1：9) 

留学服务费 英国大使

馆签证费+

保险费（预

估） 

往返机票

（预估） 

预估留学

总费用 

卡玛森 ￡1300 ￡0 ￡200 ￥13,500 ￥3,000 ￥1,300 ￥10,000 ￥27,800 

 

课程设置 

 课程目的： 

 Improving English Abilities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强化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Developing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Writing Skills  

发展学术交流及写作技巧 

 Mastering Business Knowledge and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Skills 

掌握商务知识，加强管理技能 

 Broadening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Enhancing Innovative Thinking 

拓宽国际化视野，增强创新思维 

 课程长度：4 周（每周授课时间 15 小时，拟课程安排表请见附件） 

 授课形式：课堂授课与商业讲座相结合，传统师生互动与企业文化体验相结合



 

UWTSD 东亚办公室（武汉）总部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汉街总部国际 F 座 3305 室 

UWTSD 中文网站：www.uwtsd.com  UWTSD 英文网站：www.uwtsd.ac.uk 电话：+86(0)27-86652188 

附件：拟课程安排表 

Orientation Week (迎新周):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Weekend 

Morning 

上午 

Welcome and formal 

address 

欢迎致辞 

All day event 

Supermarket shop 

全天活动 

超市购物 

Language assessment 

day and opportunity to 

explore the campus 

语言评估 

探索校园 

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交际活动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and study skills 

学术英语与学习技巧 

Free time 

自由时间 

Afternoon 

下午 

Campus tours 

校园参观之旅 

  Library induction 

图书馆介绍 

British culture 

英国文化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and study skills 

学术英语与学习技巧 

 

 

Week2,3 and 4 (第二、三、四周):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Weekend 

Morning 

上午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学术英语 

British culture and values 

英国文化与价值观 

Cultural visit 

文化之旅 

Management lecture and 

seminar 

管理讲座与研讨会 

Free time 

自由时间 



 

UWTSD 东亚办公室（武汉）总部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汉街总部国际 F 座 3305 室 

UWTSD 中文网站：www.uwtsd.com  UWTSD 英文网站：www.uwtsd.ac.uk 电话：+86(0)27-86652188 

Afternoon 

下午 

Study skills 

学习技巧 

Study skills 

学习技巧 

Business lecture and 

seminar  

商业讲座与研讨会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学术英语 

 

备注：具体课程内容可能根据教师安排、项目需求等因素进行略微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