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拓联国际教育 斯旺西大学 

院校介绍 

斯旺西大学（又译：斯望西大学）拥有悠久历史，始建于 1920 年，由当时的英国皇帝

乔治五世亲自奠基修建，在英国历史上是成立最早的 29 所大学之一。大学拥有英国教育史

上多个第一，查尔斯王子曾担任大学校长，现任校长为罗德里·摩根阁下，他在 2000年-09

年期间担任威尔士第一部长职务，在任时间长达 9年 10 个月之久，为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

第一部长。 

斯旺西大学连续五年被英国泰晤士(Times)与伦敦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评为全

英顶尖 50 名的著名大学。斯旺西大学凭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优秀的师资力量培养出许多杰

出人才。尤其令人称颂的是，斯旺西大学所提倡的--为学生创造平等机会的创新精神，更是

为学校师生引以为荣.1921 年诞生于此的英国历史上第一名女教授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

道。此外，在体育领域，斯旺西大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和各类体育健

将。  

斯旺西大学的共有五个综合学科，40 多个院系.综合学科分别是:文科和社会研究、商业、

经济和法律、教育和保健研究，以及工程学和理学院.大学设置 529个本科课程、60多个研

究生授课课程以及 60多个研究式课程，以及各种博士研究课题.大学目前拥有学生逾 10,000

名,其中的 20%（约 2,000名来自英国之外的 100 多个国家。  

校园环境 

斯旺西大学座落在斯旺西市中心地带，是英国少有独立校园区的大学，更是少有的花园

海滨式大学。 

大学面海靠山，座落在巨大的辛格顿公园内。校园与海滩进紧紧相依，只需几步就可以

到达海边，在教室里和宿舍里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欣赏美丽的海滩和迷人的大西洋。主校园被

数个公园包围着，其中最著名的是辛格顿公园，里面有“园中园”植物园和百草园，公园里

的树林、樱花、松鼠、天鹅，湖泊，各种鸟儿组成了一幅完美图片。 

这里有欧洲最美的自然景观格尔半岛，世界最美丽的海上日落。大学校园被英国大学生

评选为“英国最美的大学校园”之一，是离海最近的大学，成为众多英国学生的首选大学。 

教学质量 

斯旺西大学以其优秀的教育水平蜚声国际。其中，14 个院系被英国的高等教育委员会

（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Teaching Quality Assessment Exercise ） 评

为优秀，包括计算机学、数学、心理学、管理、法律、 经济学、地理、社会学、生化、护

理学、英语等学科。 其中土木工程和计算机分别曾被英国《卫报》 (Guardian) 评为全英

第一位与第三位， 2002 年《泰晤士报》(TIMES)大学排名中，材料工程排名第 4 名、化学

工程排第 4 名、电子工程第 9 名、计算机排第 9 名。法学院和新闻媒体系均属英国发展

最快的院系之一。 

在国家高教研究拨款委员会的评估中，斯旺西大学的土木工程和材料工程获满分。大学 

70% 以上的院系在五年一度的 2001 年的官方 RAE 评估中达到 4 分以上，将近三分之一的

院系达到 5 分或者 5* （最高级别）。 

研究获星级排名的有：数学、材料工程、土木工程、 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机械工



程、经济学、心理学、化学工程、商科和管理等。 70% 系的研究水平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92% 

的学术人员活跃在不同的领域开展各种课题研究，这一比例名列英国各大学第五，多项研究

成果名列全英和世界第一。 

科学成就 

大学的工程学院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能力与研究成果 , 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辆超音速

汽车--Thrust SSC(Super Sonic Car)。在制造世界上最大的客机 A380 中,斯旺西大学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其中的 CFD( 计算流体力学体系 ) 就是由斯旺西大学和英国 SOWERBY 航空

研究中心共同研制成功的。大学的计算机系与 IBM 公司合作开发的“生命科学学院”，拥有

世界最大的计算设备之一，该项目的运作将对研究疾病发展、提供解决方案和推动健康科学

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同时，投资三千万英镑的纳米技术研究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斯旺西大学是世界范围内在

纳米技术研究领域著名的大学之一。IB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项目、高级电讯学院、高科技企

业园项目等也令斯旺西大学再次在英国及世界范围占有重要地位。大学与许多世界性的企业

和机构广泛地进行各类项目合作，如美国宇航局、欧洲航天局、英国皇家空军、英国电信、

空中客车、西门子、爱立信、微软、 IBM 、思科、劳斯莱斯等。 

城市概况 

世界第一列客运火车是由斯旺西开向世界的，斯旺西也是全英第五最安全城市。由于其

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斯旺西市发展成为欧洲著名的旅游胜地，也是英国首批旅游城市之一，

由游客评选出来的“英国第一自然美景”Gower Peninsula 就位于斯旺西；城市西部的

Rhossili在夕阳景色排名中名列世界第七。 

2008 年，斯旺西以海边的一处人间仙境，一幅英伦风情的山水画，在全球八大情侣浪

漫休闲地评选中，排名第三！作为好莱坞巨星凯瑟琳·泽塔琼斯、安东尼·霍普金斯和诺贝

尔奖得主克莱夫·戈兰格的故乡，这里每年这里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数游客。这里还

是英国著名的游泳、冲浪、游艇、滑翔、骑马、越野和攀岩的活动中心，十四世纪的城堡等。

斯旺西不仅拥有风光旖旎的海滩、峭壁耸立的悬崖、峻秀延绵的山麓、20多个高尔夫球场，

还有古老教堂清脆悠扬的钟声和古典的欧洲城镇风光。 

地理位置 

斯旺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极为便利。距离斯旺西国际机场 30 分钟车程，有航班往来

于爱尔兰；距离卡迪夫国际机场 45 分钟车程，有航班往来于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

等欧洲城市。市区附近有 M4高速公路，令斯旺西的交通四通八达，到伦敦只需三个小时。 

斯旺西火车站位于英国铁路主干线上，距离伦敦 2小时 50分钟的车程。每日，斯旺西

有多班汽车或穿梭巴士往来于斯旺西和英国其它各大城市。此外，斯旺西市还有频繁的轮渡

前往爱尔兰共和国，只需十几个小时的航行就可以体验到另一种不同的风俗和文化。 

生活费用 

斯旺西大学是全英消费水平最低廉的几所大学之一。每周的住宿费用约在每周 75-100

英镑左右，饮食费用约为每周 15-30英镑。除此之外，大量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展

览馆、城堡、公园、旅游景点均为免费。 

费用&入学要求 



2016/2017 学年学费 

学院/系 本科 研究生 

艺术与人文 £12900 - £13650 £14650 

工程 £14800－£17450 £17950 

人类与健康科学 £14200 

健康保健、心理学 £14350 

儿童研究、老龄研

究 £13700 

法律 £12950 £14250 

医学 £15850 £14250 

科学 

地理 £14100、计算

机 £14350、物理、生物科

学 £16650、数学 £13650 - 

£15200 

地理 £15850、计

机 £15500 

物理、生物科学 £16400 

数学 £15500 

管理 £14150 
商科管理 £17000 

金融 £19100 

入学要求 

本科生 

高中毕业生或通过高中第 2年学习的学生可以申请本科预科 

高中毕业并在大学顺利完成一年的学业，可进入本科第一年的学习 

持有国内大学毕业证的学生(无学位证)：需要通过 NARIC进行个案审查 

在国内大学完成本科阶段第一年或第二年学习的学生，可进入斯旺西大学本科阶段第一年或

第二年的学习 

持有国内大专毕业证的学生：根据成绩及专业课程的不同，可进入斯旺西大学本科阶段第一

年或第二年的学习 

持有国内中专毕业证的学生：根据成绩及专业课程的不同，可进入斯旺西大学本科第一年的

学习 

雅思成绩 6.0，单项 5.5以上 或者与其相当的成绩（注意：进入斯旺西大学商学院第二年

阶段的学习，要求达到雅思成绩 6.5，单项 6分以上） 

研究生 

大学本科学位证 (NARIC认证) 

大学四年平均成绩达到 75分以上 

雅思成绩 6-6.5单项 5.5以上或者与其相当的成绩 

（有些学科要求语言考试的某些单项成绩达到 6.0） 

院校设施 

图书及信息资源方面 



斯旺西大学是英国在图书及信息资源方面最为丰富而管理水平先进的大学之一，大 

学每年都要对图书、电脑和网络等都进行大量的投资。大学下属一个主图书馆和五个分图书

馆，馆藏近百万册图书期刊，拥有近 2000 多台专门供学生使用的电脑和 1000 多个自习座

位。同时，学校拥有庞大的电子书库，学生可以自由浏览数量庞大的电子期刊和学术资料，

从平时作业到毕业论文、从搜索文献到学术研究，所有资料都可以在电子书库找到。斯望西

大学拥有极少数高校才会拥有的无线通讯网络。 

网络 

学校现有供学生使用的近 2000台电脑，人均电脑拥有量在英国大学中名列前茅。同时

每隔 3-4 年，大学就要进行一次电脑更换。学校的电脑全部通过超高速宽带上网，学生可

以无限制免费使用英特网和电子邮件服务。同时，多数电脑具备 MSN 聊天工具和中文输入

功能，这就保证了学生可以自由地与国内的家人朋友通过网络聊天工具进行沟通。尤其，大

学独一无二的无线通讯网络保证学生可以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在校内任何一处无需网线、随

意上网——除了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外，这种服务更是对学生完全免费。 

大学旨在向学生提供最出色的服务，因此，大学图书馆及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经验丰富，

均为各自领域的专才，他们亲自指导不同专业的学生如何在相关领域搜寻学习资料、并进行

深入学习。斯旺西大学尤其强调电脑和信息系统方面的发展，这不单表现在图书信息中心针

对不同知识层次的学生开设了电脑培训，还有把授课和学习相关信息挂上网络的“黑板区”，

方便学生无限制随时随地了解授课内容和学习要求。学生还可以通过学校的航行者系统网上

管理图书，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学生可以随时通过网络进行图书查询，续借和预订等。 

除了可以借阅图书期刊之外，图书信息中心还有大量的电脑应用程序，录像带，数字化

视频光，报纸，杂志等材料提供给学生，这其中还包括 45 台笔记本电脑可供学生借用。 

大学的图书馆藏书和期刊超过 700000册，在学期期间每周开放 81个小时。有开放式的

电脑设施供学生免费使用各种应用程序，以及因特网和电子邮件。 

住宿 

斯旺西的学生宿舍分别两类：学校宿舍和私人住房。学校宿舍主要集中在校内公寓，学生村

和点头示意众议院，除此之外，还有一小部分私人住房归为学校管理。大学保证所有国际学

生在入学第一年均可获得校方宿舍，也保证绝大多数国际学生在随后几年的学习中仍可居住

在校方宿舍——英国大学内只有极个别的学校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 

斯望西大学拥有英国教育系统内最吸引人的也最舒适的学生宿舍群之一。在这里，学生

可以选择部分包伙的宿舍也可选择自己举炊的合用单元，可以选择男女合住的宿舍或男女分

住的宿舍，宿舍种类分为单人间、双人间、套间和家庭公寓等不同种类。每处学生宿舍楼都

有独立的洗衣房。书房兼卧室的宿舍内都装有电话线和上网线，二者的基本月租全部免费，

打电话到同一学生区的其它宿舍和使用大学的内部电话网络均为免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

校管理的住宿区内，包括校内宿舍，研究生宿舍区（点头示意众议院）和学生村的学生还可

以享受到校方提供的无线上网服务，并且上网费全部为免费。这在英国大学中首屈一指。各

个学校宿舍区都设有接待办公室，负责解决学生的日常问题。在非办公时间内，学生可以去

住宿区内另外增设的舍区辅导员处寻求帮助。 

体育中心 



为所有主要运动项目提供了设施，并容纳一个奥运会规格的游泳池。艺术中心有一套能满足

各类品味的现场音乐、舞蹈、舞台剧和电影节目。此外，校园还设有大学自己的保险办公室、

旅行社、印刷所、教堂、清真寺、银行、邮局、餐馆、酒吧、超市、洗衣店和一个理发店。

市中心拥有众多收费合理的娱乐场所，以及许多专营海外风味的餐馆和商店。 

Taliesan 艺术中心设有电影院、剧院和展览厅。在斯旺西市郡、威尔士艺术委员会的资助

下，威尔士思旺西大学拥有和经营该中心。它于 1984年开放，其名称来自于六世纪的一位

凯尔特吟游诗人 Taliesan。在过去十五年间，中心的节目和活动已发展为内容广泛的表演

和展览。 

就业机会 

在英国，斯望西大学是最受雇主欢迎的十所英国大学之一。斯望西毕业生在毕业后六个

月内找到工作的就业率为 95%-97.5% ，这在英国高校中名列前茅。大学内部拥有英国最大

的学生职业中心之一，共有 11 名“学生职业顾问”，其中一名为专门负责国际学生就业辅

导的“国际学生职业顾问” ，这使得斯望西大学成为全英范围内仅有的设立了“国际学生

职业顾问”的四所大学之一。中国留学生依赖大学的就业指导辅助和实习工作计划在英国就

业取得重大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