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拓联国际教育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 

 

院校介绍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SHU)建校于 1843年，前身为谢菲

尔德设计学院，在工业革命中享有近一个世纪的盛名， 从建校伊始，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

就和工业产业界紧密相连。经过二十世纪两次院校合并和调整，目前已发展为全英第六大的

综合性大学，是中国教育部中英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中第一批通过的英国大学。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位于英格兰南约克郡谢菲尔德市，校园风景优美，交通便利。谢菲

尔德哈勒姆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亦是全英最受欢迎的大学之一。 目前，学校拥有超

过 4000名教工人员，学生人数超过 30000，留学生来自世界 8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学生总

数的 13%。 该校开设 650门专业课程，其中本科专业有：生物、化学、物理、社会科学、

统计、建筑、生化、商业、商业信息系统、房地产管理、土木工程、计算机、工程、休闲管

理、教育、电子电气工程、英语、环保、电影、美术、食品、历史、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工业设计、信息工程、数学、媒体、医学、心理学、体育、地理、法律、会计。硕士专业有：

旅游酒店休闲管理学科、艺术与设计学科、商科、计算机和工程学科、体育等。艺术设计、

工程技术专业在英国学术历史上保持了近一个世纪的顶尖水平。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是英国第六大高等院校，在近几年的全英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委员会

QAA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评估中，一直获“优秀”等级。根据 2006年的最新评

估结果，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 QAA总分排名跃居英国第一位！ 

2002年，获得“Access Elite”奖第一名。此全国性奖项通过对教学、研究、学生保

有率和不同背景学生的参与率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及评估，来授予提供最优秀本科阶段通识

教育的英国大学。 

英国科研水平评估（th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 RAE）是对英国高等学

校各学科科研水平的权威性评估，五年评估一次。在 2001年的 RAE评估中，谢菲尔德哈勒

姆大学多个研究中心获得 RAE最高的五星等级，总分在现代大学中荣获并列第一。谢菲尔德

哈勒姆大学的研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面向跨国公司、政府机构和本地商业组织。 

出于对市场和社会需求一贯的敏感性，职业发展项目和终身教育项目声誉卓著，毕业生

就业纪录优异。 

院校特色 

1.每年超过 19,000个实习职位 

每年，我们为学生提供超过 19,000个实习机会，让学生有机会到如 IBM、阿迪达斯、索尼

和 BBC等跨国大企业中进行实习。且学生无需为实习支付学费。 

2.高达 96%的学生就业咨询满意度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每一个课程都设有专门的职业咨询老师，我们的职业咨询服务在全英

名列前茅，在 2015年的学生就业调查中获得了 96%的学生满意度。 

3.7200万英镑的设置投入 



对于学生使用的设施和教学设备，我们会不断进行更新。自 2014年起，学校投入 7200万英

镑用于新教学楼的建设。为学生提供 24小时开放的图书馆，专为学生设计的学习区等等。

我们还为一些专业配备了现实工作场所中使用的硬件与软件，让学生从上学时起就能接触到

和未来工作中一样的工具设备。 

4.一座拥有 6万名学生的大学城 

无论是音乐、艺术、文化还是峰区国家公园的美景，在谢菲尔德你能找到想要的一切。这里

生活着六万多名学生，这里总能找到你感兴趣的事物，快来认识与你结交志同道合的新伙伴

们吧！ 

5. 生活成本最经济 

相比起英国其他主要城市，谢菲尔德的生活成本较低。在 2015年的学生调查中显示，谢菲

尔德在最经济住宿和生活成本榜单上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 

 6.在研究领域排名前 5的现代大学 

我们是在研究领域排名前五的现代大学。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来自各个领域最棒的专家的指

导，他们将与你分享他们的知识与行业经验。 

7.住宿保证 

远渡重洋留学，你一定希望你的新住处能像家里一样舒适。在你抵达的第一学年，我们保证

会帮助你找到满意的住宿。 

大学排名 

1、2016年泰晤士报 TIMES 英国大学排 72 

2、2015年 1月韦伯麦特里克斯网全球院校 12000强排名 第 833名 

3、2015年韦伯麦特里克斯网英国大学排名 第 55名 

4、2015年《泰晤士报》英国大学综合排名 第 62名 

5、2015年《完全大学指南》英国大学综合排名 第 66名 

6、第一批通过中国教育部中英学历学位互认协议的英国大学 

7、2006年全英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委员会 QAA 总分排名英国第一位 

8、2002年英国最优秀本科阶段通识教育“Access Elite”奖第一名 

9、2001年英国科研水平评估（RAE）总分在现代大学中荣获并列第一 

10、声誉卓著的职业发展项目和终身教育项目，优异的就业纪录 

11、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 2013全英前五 

12、体育管理 2010年 Times排名前六 

13、建筑与设计全英 TOP20
 

 

费用&入学要求 

预科 

入学学费 入学条件 语言及相关考试 

入学学费：10680 英镑 入学年龄:无明确要求 雅思：6.0 



(人民币约：106118.616 元) 

生活费：6000-10000 英镑 

(人民币约：59617.2 - 99362 元) 

教育程度:无明确要求 

其他条件 

（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C（需包括数

学和英语课程） 

A-LEVEL 或国家文凭（BTEC National qualifications）：60-80 分 

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GNVQ）：3 级 

语言中心申请日期 

语言中心申请时间：6 月 30 日 

本科 

入学学费 入学条件 语言及相关考试 

入学学费：11880 英镑 

(人民币约：118042.056 元) 

生活费：6000-10000 英镑 

(人民币约：59617.2 - 99362 元) 

入学年龄:无明确要求 

教育程度:无明确要求 
雅思：6.0 

其他条件 

学术要求： 

中专毕业证书，且平均成绩达到总分的 60%，或 

职校毕业证书，且平均成绩达到总分的 60%，或 

高中毕业证书并完成相关预科课程，且平均成绩达到总分的 60%，或 

A LEVEL 证书，且平均成绩达到总分的 60% 

语言要求： 

剑桥高级英语证书（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B 

剑桥熟练英语证书（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C 



语言中心申请日期 

语言中心申请时间：6 月 30 日 

硕士 

入学学费 入学条件 语言及相关考试 

入学学费：13500 英镑 

(人民币约：

134138.69999999998 元) 

生活费：6000-10000 英镑 

(人民币约：59617.2 - 99362 元) 

入学年龄:无明确要求 

教育程度:专科毕业 
雅思：6.0 

其他条件 

学术要求： 

4 年制本科毕业，或 

3 年制专科毕业，并有相关工作经验，或 

完成研究生预科课程且成绩优秀 

语言要求： 

剑桥高级英语证书（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B 

剑桥熟练英语证书（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C 

 

院校设施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环境优美，学校教学设备先进、充足，图书馆资料丰富，大学中央

校园耗资四千万英镑，这个曾获奖的校园设计近乎完美，使学生在中央校园的生活非常方便

和舒适。位于校园中心的拥有书店和咖啡厅的 Atrium 大楼同时还是个不错的会议中心，旁

边崭新的 Adsetts学习中心有着先进的图书馆和学习设施，这个中心还提供最高水平的计算

机设施和最先进的电子通讯及多媒体资源，并全天 24小时向学生开放。学校专门为学生配

备了体育馆、健身房、免费急诊、心理咨询等设施和服务，为海外学生提供积极友好的支持

和帮助。 

学校共 3个校区，主校区 City Campus 在谢菲尔德市中心，第二校区 Collegiate Campus

是英国绿化最美的地区。第三校区在 Psalte，3个校区之间交通非常便利。1999 年该校毕

业生就业率与牛津同列第五名。学校计算机中心设备先进，规模宏大，图书馆藏书丰富，各



种体育，休闲设施完备。为海外学生提供英语强化课程。该大学语言中心是谢菲尔德地区唯

一的雅思考点，并为准备入读谢菲尔德哈莱姆大学学位课程的学生提供英语强化培训。 

中央校区 City Campus 

处于谢菲尔德市最繁华的城市中心。充满现代化的气息，并有欧洲最好的教学设施。学

校大部分专业的课程都在中央校区进行。 

学校的阿德塞斯学习中心结合了传统图书馆服务以及高科技计算机和多媒体设施的优

势。该大学投资 1700 多万英镑，用于兴建拥有近 2000个学习座位的新大楼，其中 500多个

配备有电脑。除了在阿德塞斯学习中心和校区学习中心配备有信息技术设施外，每个校区内

还设有大量的计算机设施。2000多台安装了 Windows 的电脑可供专业学习使用。它们与全

校范围的网络相联接，可以轻而易举地接通 250多种软件包，其中包括微软办公软件、电子

邮件和网络浏览器。所有学生均可使用互联网设施，包括电子邮件和全球网。学校的网络还

可以支持校区外用户接入互联网、接入大学图书馆目录以及全国和全球数据库。 

Collegiate Campus 

Collegiate校区是一个绿树环绕的英国古典校区，安安静静地处在风光秀丽的市郊。

2005年开放的健康与福利楼是该校区的标志性建筑，投资 1500万英镑。Health 和 Social 

Care的学生在这里上课。 

谢菲尔德哈莱姆大学的国际学生支持组是专门为海外学生提供个人和学习福利的组织。

该组还在每个学期初为国际学生提供迎接服务以及入学指导课程。谢菲尔德哈拉姆学联是许

多学生社交生活的中心。位于市区校区的主要学联大楼拥有酒吧、咖啡馆、商店和一个能容

纳 1000人的夜总会。学联在科利吉尔特新月街和索尔特巷两个校区都拥有各种生活设施。 

谢菲尔德哈拉姆学联还设有全职的多元文化和国际事务负责人，这在英国大学里并不多见。

该事务处为国际学生而设，其属下的一个社团为学生组织很多社会活动，例如英国名胜一日

游以及深受学生喜爱的国际文化周。 

图书馆 

谢菲尔德哈莱姆大学的学习中心有传统的学术图书馆资源、电子信息资源、计算机设备、

综合学习支持中心、个人和小组学习空间、印刷和媒体资料、扫描机和帮助残疾学生的设备

专区。学习中心在学习期间一周开放 7天。 

信息技术和计算机 

哈莱姆大学所有的计算机都是 XP系统，学校为 2007/2008年的学生准备了英特尔双核

处理器。另外还有大量专门的软件供学生安装。 

医疗 

学校的 City校区有一个全科医疗站，哈莱姆学生会还有一个建议中心，学生可就任何

问题在此咨询。 

银行 

正如大多数大城市一样，银行和取款机总不会少。这里有各大银行，其中 HSBC在学生

区的分支最多，还有好几家 Halifax银行。 

住宿信息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充分考虑到学生多元化的需求，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包括

单人间、双人间、多人间、单性别宿舍等，价格从 1,580英镑至 4,180英镑每学年不等。学

生宿舍配有厨房、电视室、酒吧间、洗衣房和停车场等等。 

大学保证为所有留学生提供宿舍，但学生必须在指定的截止日期以前将申请寄到谢菲尔

德哈勒姆大学。 

宿舍服务中心于学期开始之前举办“搜房周”，期间为需要在外租房的学生提供便宜的

床位、早餐、交通、地图和建议。 

校园生活 

兼职：在校期间，学习期超过六个月的学生可以在校内外做兼职工作。英国法律允许学

生每周工作 20个小时。兼职工作在谢菲尔德很容易找到，例如酒吧、饭店、商店、呼叫中

心和大学自身都可能提供工作。 

工作：作为一所应用型大学，2006年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就业率高达 92%。 

学校跟企业的合作紧密，许多专业毕业即可得到业内著名企业的资质认证。 

每位学生入学伊始即可参加大学的职业发展指导会。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免费向学生提

供职业咨询服务，并提供国内外工作机会的全方位指导，但学生应当积极主动去寻求就业办

公室的指导和帮助。 

许多带薪实习课程还会开设专门的就业指导课程。通过带薪实习项目积累一年宝贵的海

外工作经验，毕业的就业前景将更加广阔。 

运动和娱乐： 1991年世界学生运动会在谢菲尔德的举行，带动了整个城市的体育风气

及运动设施的进步，而英国政府也于 1997年宣布将耗资 6千万英镑在此地成立英国运动协

会。时至今日，谢菲尔德市已经拥有世界级的一流体育设施，深受运动员与观众的好评，并

享有“体育城”的美誉。谢菲尔德的 Don Valley体育场和谢菲尔德体育馆可以举办全国性

和世界性的竞技体育赛事。从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市内校园走路五分钟即可到达的 Ponds 

Forge有奥林匹克规模的游泳池，跳水池和戏水池。 

谢菲尔德市有两支令人引以自豪的足球队，他们是“谢菲尔德星期三队”和“谢菲尔德

联队”，还有一支很棒的英式橄榄球队和强大的冰球队，即“谢菲尔德铁人队”。喜欢足球

运动的你，一定不要错过现场看球的机会哦。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在体育产业研究上享有盛名，有大量向学生开放的优良体育设施，

超过 40余个运动俱乐部或者训练班。“运动哈勒姆”是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体育和休闲服

务及运动俱乐部的总称，为学生提供专业的、高质量和便宜的运动健身设备和课程。其中包

括健身、网球、滑雪、瑜伽、游泳、登山、高尔夫、舞蹈、有氧操、航海、太极拳等项目。

学生享受这些运动休闲的低廉价格，全年的费用仅是 41英镑（约合人民币 6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