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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旺西大学排名位列英国前30（泰晤士报及星期日泰晤士报《2020优秀大学
指南》）

• 斯旺西大学毕业生前景排名位列英国前5（《2020卫报大学排行榜》）

• 斯旺西大学设有学术成就课程（Academic Success Programme），帮助学生
在大学学习中发挥出最大潜能。

• 斯旺西大学在优秀教学及学生成就框架领域荣获了TEF金奖。

• 斯旺西大学是全球前300所精英院校之一，排名在251-300之间，在过去三年
里已经攀升了100多个名次。（泰晤士报《2019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 斯旺西大学拥有朝气蓬勃的学生会组织，包含80多个不同领域的学生社团，
涵盖学术、政治、社会、文化、创新艺术、媒体、以及体育等领域。大学的
运动中心拥有网球场、奥林匹克标准的跑道、威尔士国家游泳馆、足球和橄
榄球场、沙滩水上运动场、室内跑步训练场、运动大厅、壁球场，以及学生
健身中心等

• 斯旺西市是威尔士第二大城市，居住环境安全、人民友好、生活成本低廉。

• 网址：www.swansea.ac.uk

• 在2018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人文学院位列世界300-350名。

• 我们的学生拥有塔里辛创意中心（Taliesin Create），这是位于辛格顿
（Singleton）校区塔里辛大楼的学生中心，该中心提供社交场地，交互式数
字设备，还为小组讨论提供的封闭会议室，同时学生中心也是学生社团的所
在地。

•  学生们都有一位学术导师，为学生提供学术帮助，并指导可能会影响出勤率
与大学学业的问题。学生们还有一位指定的就业指导人员。

• 学院还设有学生大使项目。学生们可以在市场和公关部门从事志愿工作或带
薪工作。

• 82%的2018届人文学院学生取得了优秀的毕业成绩（即一等学位与二等以上学
位）

• 学院90%以上的毕业生都在毕业6个月内找到了工作或继续深造。

• 网址：www.swansea.ac.uk/artsandhumanities

为何就读斯旺西大学?

为何选择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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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与对外英语教学
英语文学学士(BA)

英语与英语教学文学学士(BA)

应用语言学与英语语言理学学士(BSc)

对外英语教学文学硕士(MA)

• 英语文学学士课程为其他语言的使用者提供语言学、语言和英语教学方面的研究。学生将学习年轻学
习者与老年人的说话方式，英语语言的结构与历史演变，媒体对语言的影响，以及日常对话等知识。

• 详情请访问：www.swansea.ac.uk/undergraduate/courses/artsandhumanities/english-language

• 英语教学与英语文学学士课程主要涉及语言教学方法、对外英语教学、儿童语言学习、教学体
验、第一与第二语言习得，以及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等知识。

• 详情请访问：www.swansea.ac.uk/undergraduate/courses/artsandhumanities/tesol
• 应用语言学和英语理学学士课程的重点研究方向是健康、教育改革、政策、司法鉴定分析、沟

通障碍和社交媒体。

• 网址： www.swansea.ac.uk/undergraduate/courses/artsandhumanities/english-language/bsc-
applied-linguistics-and-english-language/

• 对外英语教学文学硕士课程旨在帮助在英语语言/对外英语教学领域有兴趣，或已在该领域有工

作经验，亦或受过相关培训的学生。

• 对外英语教学文学硕士课程包括词汇学习：教学，第二语言习得；沟通语言学习；青少年语言
学习；课堂教学；话语分析；学生可以选择撰写论文或完成实践以获取学位。

• 英国教育公报（El Gazette）将斯旺西大学英语语言与应用语言学系评为世界一流英语语言研究院系。

• 英语语言研究水平排名英国第7名，威尔士第1名。

• 97%的英语系毕业生在毕业六个月内找到全职工作或继续深造 。

院系与学科

翻译，口译与语言教学
中英翻译与口译文学学士(BA)

中英翻译与语言教学文学硕士(MA) 

翻译与口译文学硕士(MA)或专业翻译文学硕士(MA)

• 中英翻译与口译文学学士(BA)课程是英国一个独特课程，提供给以汉语普通话为母语或达到母语
水平的学生，对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有较高要求。

• 学院计算机实验室提供实用培训课程，拥有先进软件工具，学生可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和在线视
频,体验外部虚拟学习环境。

• 本专业提供专业方向的翻译与口译，例如：媒体、新闻以及公共关系领域；商业、行政以及法律
领域；经济与金融领域；工程、科学以及医学领域等。

• 此英文课程对所有学生开放，因此讲普通话的学生会与世界各地的学生一起学习。

• 详情请访问：www.swansea.ac.uk/undergraduate/courses/artsandhumanities/english-chinesetra
nslationandinterpreting

• 中英翻译与语言教学文学硕士课程，面向有兴趣从事中英翻译或中英语言教学的中国学生。

• 课程提供汉语教学；词汇；教学；交际语言学习，青少年语言学习；课堂教学；中英翻译理论与实
践；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与教学；高级翻译；学生可以选择撰写论文或完成实践以获取学位。

• 详情请访问：www.swansea.ac.uk/postgraduate/taught/artsandhumanities/ma-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language-teaching

• 翻译与口译文学硕士或专业翻译文学硕士提供翻译工具学习、翻译研讨会、翻译与口译职业选
择、交替会议传译、同声会议传译，以及翻译工作实践课。

• 详情请访问：www.swansea.ac.uk/postgraduate/taught/artsandhumanities/ma-translation-
interpreting

• 91%的翻译系毕业生在毕业六个月内开始全职工作或继续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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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传播学与公共关系

媒体与传播学文学学士(BA)
公共关系与媒体文学学士(BA)（由英国特许公共关系学会认证）
传播、媒体与公共关系文学硕士(MA) 
数字媒体文学硕士(MA) 
国际新闻学文学硕士(MA) 

• 媒体、传播与公共关系专业排名位列英国第五（2020优秀大学指南)。

• 媒体、传播与公共关系专业毕业生前景排名位列英国第一（2019时代大学指南）。

• 媒体、传播与公共关系专业的教师均为专家级国际研究人员，也是在视频制作、网络和创意设
计、公共关系与新闻界的专业人员。

• 媒体与传播学文学学士课程，融合了媒体、电影、公共关系、新闻和实用媒体的不同课程。课程
包含创意媒体实践；视频与电视制作；网络新闻；品牌与战略；电影电视学习；数字媒体，以及
实践课程。

• 公共关系与媒体学文学学士课程为学生提供公关专业人员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公共关系是
组织、公司及个人与公众和媒体沟通的方式。 公关专家通过媒体直接或间接与目标受众进行交
流，目的是创造并保持积极的形象，并与受众建立牢固的关系。 本课程获得特许公共关系学院
认证。

• 学生将学到进行促销活动的基础知识，包括品牌战略、品牌推广和品牌宣传。并且，课程还包括
一些具体技巧，例如活动策划、撰写新闻稿，及创意活动的开发理念。本课程还为数字与实践媒
体、电影和新闻学提供衔接课程，并提供实习课程。

• 详情请访问：www.swansea.ac.uk/undergraduate/courses/artsandhumanities/media-pr-and-
communication

• 传播、媒体实践与公共关系学文学硕士课程是在英国是独一无二的，旨在帮助学生在创业环境中
工作。该课程专注于新闻、创意实践，包括设计和视频制作、数字和社交媒体以及专业写作。

• 详情请访问：www.swansea.ac.uk/postgraduate/taught/artsandhumanities/ma-communication-
media-practice-pr

• 国际新闻学文学硕士课程，提供在全球化与数字化冲击下的当代新闻研究。课程将以国际的、跨
文化的方式研究21世纪新闻学，旨在理解和发展新闻业在社会中的作用。该课程的教学结合了
新闻实践技巧和制作技巧。

• 详情请访问：www.swansea.ac.uk/postgraduate/taught/artsandhumanities/ma-comparative-
journalism

• 数字媒体文学硕士课程包括对商业、法律和政治的数字和社交媒体，数字战争，无人机和网络黑
客，移动技术实践，创造性数字媒体，公共关系学，新闻的研究及一个实践课程。学生可参与某
个项目或撰写毕业论文以获取学位。

• 详情请访问：www.swansea.ac.uk/postgraduate/taught/artsandhumanities/ma-digital-media
• 文学硕士课程包括：公关，品牌与传播；视觉传播与媒体设计；纪录片视频制作；战争报道；全

球媒体；专业写作与进阶；国际新闻学；数字媒体政策与商业潜力，以及实践课程。学生可参与
某个项目或撰写毕业论文以获取学位。

• 91%的媒体、传播和公共关系毕业生在毕业6个月内开始全职工作或继续深造。

• 本专业毕业生受雇于全球各地的组织机构。

院系与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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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文化研究

国际关系学文学学士(BA)  

国际关系学文学硕士(MA)

• 政治与文化研究系与英国议会、威尔士议会政府紧密联系，并主办了专门研究国际事务的特邀嘉
宾演讲节目。

• 国际关系文学学士课程包括：人类发展研究，冲突研究，世界政治、政府间国际关系学及国际组
织研究，包括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学生可以学到英国、欧洲、美国，和东亚的国际关系。

• 详情请访问：www.swansea.ac.uk/undergraduate/courses/artsandhumanities/politics-and-
international-relations

• 国际关系文学硕士课程旨在探讨和研究国际关系的各种解决方法。它侧重于世界性关键问题，诸
如不断发展的国家体系，主要非国家角色的出现，经济全球化，安全研究，人权，人道主义干
预，以及全球正义的要求。

• 详情请访问：www.swansea.ac.uk/postgraduate/taught/artsandhumanities/m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91%的国际关系学毕业生在毕业6个月内开始全职工作或继续深造。

• 本专业毕业生多受雇于政府机构，人道主义组织，慈善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军队，媒体机构，
以及市场营销部门等。

• 所有课程均包括多种语言，国际学生可选修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课程。

• 注：以上课程视实际情况而定。

院系与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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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本科生需雅思总分6.0（单科不低于5.5），研究生需雅思总分6.5（单科不低于5.5）。
注：对外英语教学文学硕士课程的雅思总分要求为6.5（写作不低于6.5）；中英翻译与语言教学文
学硕士课程要求雅思总分6.0（单科不低于5.5）。

可选择英语衔接课程，请访问 www.swansea.ac.uk/english-language-training-services/summer-
academic-pre-sessional-programmes/

申请方式
斯旺西大学欢迎国际学生申请，并鼓励所有学生通过大学代理、或使用网上申请系统进行申请。

课程
课程详情、学生视频等请访问大学网站：

www.swansea.ac.uk/postgraduate/taught/artsandhumanities

学费
人文学院 2019-2020年国际学生学费从14500英镑到16500英镑不等。返校的国际学生，学费可
能会因通货膨胀而上涨，但不受新生学费的影响。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swansea.ac.uk/
international-fees

毕业前景
本校毕业生的就业领域广泛多元、活力四射，例如：市场营销、销售和广告；商业、工业和公共部
门；教育；商业、法律和金融；贸易；创意写作与专业写作；笔译与口译；艺术、设计与文化；新
闻、媒体与公共关系；社会与福利部门；古迹与旅游业；政府与政治；外交事务与外交使团；人道
主义组织；以及英语教学和对外中英语教学等。一些毕业生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很多博士毕
业生则从事学术领域工作。

奖学金
合作院校的国际学生将自动获取奖学金，请与各代理联系，以获取奖学金的发放信息。更多国际奖
学金信息请访问：www.swansea.ac.uk/international/students/fees-and-funding/schola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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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旺西大学辛格尔顿校区

斯旺西大学辛格顿校区位于斯旺西海湾迷人的
公园内，打造了一个完美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辛格顿校区始建于1920年，是斯旺西大学在英
国设立的第一个校区，生活便利，日常所需触
手可及。

娱乐、休闲与服务

运动中心/图书馆/服饰店/商店/邮局/书店/银
行/塔里辛艺术中心/花果园 。

国际学生咨询服务部（ISAS）

所有学生均可获得由国际学生咨询服务部
(International@Campus Life)提供的免费建
议、信息以及支持。

详情请访问：www.swansea.ac.uk/student-
support-services

生活费用

与英国大多数城市相比，斯旺西的生活成本相
对较低。在斯旺西学习的学生年均花费为6000
到9000英镑。

餐饮

星巴克与Costa咖啡、各式酒吧与餐厅提供世
界各地的美食以及英式餐品，超市销售本地与
世界各地的产品。

健康，安全与福利

医生/牙医/理财顾问/24小时监管/残障人士办
公室/国际学生咨询服务部/幼儿园

校园住宿

宿舍房间配备齐全，套间配备私人浴室、共用
厨房与用餐区。可以选择自炊（不提供食物）
或包餐（提供食物）。详情请访问： 
www.swansea.ac.uk/accommodation

为学生提供全方位服务

从抵达斯旺西的那一刻起，斯旺西大学学生会将是
学生生涯的核心。本校的国际学生会干事将帮助新
同学融入大学生活。学联拥有80多个社团，学生可
以积极加入并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广交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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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耿佳宝（音译），我的朋友们经常
叫我苏菲，因为这比我的中文名字更容易发
音和记忆。作为一名幸运的中国交换生，来
到斯旺西大学学习前，我做好了充足的身心
准备。之所以选择斯旺西大学来度过本科生
涯的最后一年，主要是因为国内大学的大四
学长向我推荐了这个项目。此外，传媒与公
共关系学系的吴燕教授（音译）对学生关心
备至，这也正是我对大学的期待。

    斯旺西海湾令人叹为观止的海岸风光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活在有海鸥陪伴、
空气清新，蓝天白云的地区是超级棒的事，
当然，优质的学习体验也不可或缺。

    我的名字是方一凡（音译）。斯旺西
是一个理想的生活与放松之地，就像我的
家乡—中国烟台。两座城市都有着长长的海
岸线；烟台的海滩附近有许多娱乐设施，而
英国的最美海滩就在斯旺西。白天，你可以
去慢跑，或只是到海滩上散散步，呼吸新鲜
空气，去看鸟儿自由自在地飞翔；晚上，你
也可以支起篝火，与朋友们一起来个篝火派
对，享受海滩烧烤。烟台的海边总是熙熙攘
攘，游人络绎不绝，而在斯旺西，大海安静
而平和，仿佛整片海滩都是你的私人领地。

    我出生在烟台，现在居住在斯旺西。对
于我来说，斯旺西不仅仅是学习的地方，它
更是我的家。我非常喜欢现在的生活，在国
外生活也教会了我很多。所以，就别再犹豫
啦，整理行囊，准备拥抱在这个美丽城市的
新生活吧，本人强烈推荐哦！

学生感言

    我叫穆丹（音译）。在斯旺西大学度过的这一年是我人生中最棒的学习经历。现在我在
CCTV-6世界电影报道栏目中担任主持人和国际制片人。我一直对斯旺西大学的老师们心存感
激，是他们带领我进入新闻与媒体的世界。在斯旺西大学做访问生的那一年是我第一次离开中国
生活，那段经历使我变得更适应环境、更独立、也更坚强。在斯旺西学到的知识与经验使我在工
作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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