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 

简  介 

 

 

东亚办公室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UWTSD） 

University of Wales Trinity Saint David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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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致力于国际化办学，具有多年招收国际学生的经验，每年有来自全球近千名留学生

在校学习。大学与中国武汉理工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西华大学、福建江夏学院、武汉

轻工大学和长江大学等中国知名高校建立了广泛、深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在中国合

作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英国联合创办学院等多样化的合作方式共享中英大学优质教育

资源，持续提升中英双方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2016 年 9 月 27 日，威尔士三

一圣大卫大学与中国武汉理工大学合作成立的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武汉理工学院

（UWTSD Wuhan Ligong College）顺利揭牌，为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的国际化书写了新

的篇章。 

 



 

  

 

二．大学及优势专业排名 

2020 The Guardian League Table全英大学排名中，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的综合排名第57位，且教学质量满意度排名第8。 

此外： 

时尚及纺织专业（Fashion & Textiles），全英排名第1。 

设计及雕刻专业（Design & Crafts），全英排名第7。 

艺术专业（Art），全英排名第8。 

 

2020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全英大学排名中，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的学生满意度排名第 8。 

此外： 

心理学专业（Psychology）学生满意度，全英排名第4。 

人类学专业（Anthropology）学生满意度，全英排名第5。 

建筑学专业（Building）和社会工作专业（Social Work）学生满意度，全英排名第7。 

 

2019 The Times & Sunday Times全英大学排名中，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的教育质量全英排名前5。 

此外： 

商科（Business Studies）学生满意度，全英排名第1。 

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学生满意度，全英排名第2。 

艺术与设计（Art & Design），全英排名第16。 

 

2019年全英Whatuni学生选择奖(WUSCAs)评比中，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在全英“年度大学”排名中位列第8，且荣获“课程与讲师”奖项。 



 

  

 

2019年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荣获教学卓越和学生成果框架(Teaching Excellence and Student 

Outcomes Framework, TEF)银奖。 

 

英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调查（DLHE）中，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 

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超过 95%； 

硕士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100%； 

2018 英国内务部（UK Home Office）认可的，继首批牛津、剑桥、帝国理工及巴斯四大名校外，第二批可

为其国际学生提供额外 6 个月工作签证的大学之一（全英仅有 27 所）。 

 

 

 

三．大学地理位置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是威尔士地区最大的大学，大学的 4 大主校区分别位于斯旺西、

卡玛森、兰彼得和伦敦。大学同时在卡迪夫市设有国际声乐学院。其中斯旺西是该校最大的

校区，拥有最丰富的学科课程及最优美的自然环境，并受到广大国际学生的欢迎。斯旺西校

区的优势如下： 

1. 威尔士地区第二大城市； 

2. 海滨城市，大学步行至海边仅需 15 分钟； 

3. 被誉为英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4. 拥有全球最美的七大海滩之一“Rhossili Bay”； 

5. 购物中心、电影院、健身中心、中餐馆等一应俱全； 

6. 校园在市中心，交通、生活便利； 

7. 全英消费水平最低的城市之一。 

 

 

 

 

 

 



 

  

 

 

 



 

  

 

中国学生留学优势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具有多年招收国际学生的经验，每年有来自全球多个国家近千

名国际留学生在该校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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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位于安全且美丽的海滨城市，消费低廉 

⚫ 近 200 年教育历史，是一所专注于教学的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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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设丰富的文化交流活动：孔子学院、文化之旅、中国新年等 

⚫ 连续 7 年斯旺西商学院的中国学生本科毕业率 100% 

⚫ 连续 6 年中国学生一等学位比率以 50%的比率同比递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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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WTSD 合作项目 本科项目（“3+1”、“2+2”、“3+2”） 

 

一．项目简介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开设有丰富、

广泛和多层次的课程，为不同国家、不同

学习背景的学生提供多渠道的留学选

择。其中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的商学

院、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设计学院在

英国大学排名中，均位列前茅，其他人文

社科类学院也在英国大学学生满意度调

查中名列前十。 

这些学院均开设有符合中国学生学习

和职业发展需要的学位课程，大学可以根据

学生的学习计划提供个性化的续本方案，例

如：“3+1”、“2+2”和“3+2”续本，学生续

本结束后可获得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本

科文凭。 



 

  

 

 

 

 

二．招生对象 

国内全日制大专学生、HND 学生、全日制本科学生等 

三．招生专业 

不限（但必须是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所开设的课程） 

四． 申请要求 

1. 最高学历证明 

2. 最高学历成绩证明（中英文），且平均分不低于 65% 

3. 雅思或大学内测 6 分，单项不低于 5.5 分 

备注：除此之外，申请人还需准备护照、个人陈述、推荐信等相关材料 

五．学费 

本科学费为 11500 英镑（以 2019 年学费为标准） 

 

 

 

 

 

 



 

  

 

UWTSD 合作项目 “4+1”本科升硕士项目 

 

一．项目简介 

 

 

 

 

“4+1”本科升硕士项目，也是威

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与国内合作比

较成熟的项目之一。该项目面向全国

所有高校毕业生，在学生获得国内本

科毕业证和学位证之后即可申请赴

该校攻读硕士学位。其中，最热门的

专业数 MBA 课程。 

MBA 课程接受商科和非商科背景的

学生，并且免除对管理岗位工作经验的要

求，只要学生获得国内的本科毕业证和学

位证即可申请。此外，在硕士项目中，艺

术类专业也是该校申请的热门专业，其

中，平面设计和 3D 动画也是每年广大艺

术学生的首选。 



 

  

 

 

 

 

二．招生对象 

国内普通本科毕业生或全日制本科大四在读学生 

三．招生专业 

不限（但必须是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所开设的课程） 

其中 MBA 课程、工程学、平面设计、3D 动画均为该校的硕士热门专业 

四．申请要求 

1. 本科大四在读证明或本科毕业证、学位证 

2. 在校成绩证明（中英文），且平均分不低于 65% 

3. 雅思或大学内测 6 分，单项不低于 5.5 分 

备注：除此之外，申请人还需准备护照、个人陈述、推荐信等相关材料 

五．学费 

硕士学费为 12950 英镑（以 2019 年学费为标准） 

 

 

 



 

  

 

UWTSD 合作项目 博士项目 

 

一．项目简介 

在高层次领域，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开展管理学博士、英语语言教育和英语文学博士、

艺术博士项目，博士项目学制为 4 年，最长可延至 6 年，采取国际通行的培养模式，即“课

程学习+科学研究及论文写作”的方式，学生在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完成第一年的课

程学习后，可根据工作需要或导师安排，在英国、中国或其他国家依托工作实际进行科学研

究及论文写作，博士培养过程及质量保障由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负责。学生达到毕业要求、

完成论文答辩并合格后，由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颁发相应的博士学位。 

 

备注：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在其伦敦校区、斯旺西主校区、卡玛森校区和兰彼得校区

均开设不同课程的博士项目，根据专业不同，每年可接受 10 月、2 月和 6 月三次入学。 

 

 

 



 

  

 

 

二．招生对象 

硕士毕业生及以上学位学生或硕士最后一年在读学生 

三．招生项目 

管理学博士、英语语言教育和英语文学博士、艺术博士 

四．录取要求 

1. 硕士毕业证、学位证；或硕士最后一年在读证明 

2. 硕士学历成绩单（中英文），且平均分不低于 60% 

3. 语言要求： 

雅思或大学内测总分 6.5，且阅读、写作不低于 6.5， 听力、口语不低于 5.5 

备注： 

1. 除以上材料外，申请人还需准备护照、个人陈述、简历、推荐信等相关材料  

2. 满足学术及语言要求的申请人，还需要参加大学的学术面试 

五．学费 

博士学费为 12950 英镑（以 2019 年学费为标准） 

 

说明： 

1. 合作方优秀学生最快可 3 年毕业； 

2. 合作方学生录取的语言要求可降低为：雅思或大学内测总分 6，单项不低于 5.5； 

3. 合作方学生按三年收费，学费可降低为：第 1 年学费 10000 英镑，第 2 和第 3 年学费均

为 8500 英镑。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UWTSD） 

短期交流项目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针对中国所有合作院校开展短期交流项目，国内学生将在威尔士

三一圣大卫大学兰彼得校区和斯旺西校区进行为期 4 周、8 周、12 周的学术交流，所有学生

将近距离地接触该校一流的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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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不仅推动了中英两国的学术交流，更

让来自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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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彼得校区 短期交流项目 

 

项目设置： 

⚫ 该项目为通识课程，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可以参加 

⚫ 每阶段课程都有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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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少 25 人开班 

⚫ 该项目为定制化项目，开设如下方向课程：英语、商科、艺术与设计 

 

 

 

 

兰彼得校区项目费用： 

时长 学费+住宿费 生活费 

4 Weeks £1300 £200 

8 Weeks £2600 £400 

12 Weeks £3600 £600 

 

 

 

 

 

 

 

 

 



 

  

 

 

 

兰彼得校区项目优势： 

1. 开学时间灵活，该项目全年开班； 

2. 无需语言成绩，课程均有考试、成绩单和结业证明； 

3. 古老的兰彼得小镇，最适合了解英国文化的城市之一； 

4. 专业课和人文实践并行，教育与文化双重体验； 

5. 近距离接触英国大学专业课导师，体验英式教学的魅力； 

6. 风景优美、学费低廉，短期海外大学交流的不二选择。 

 

 

 

 

 

 



 

  

 

斯旺西校区 短期交流项目 

一．通识课程交流 

 

 

项目设置： 

⚫ 4 周、8 周和 12 周开设通识课程，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可以参加 

⚫ 每阶段课程都有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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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少 25 人开班 

⚫ 该项目为定制化项目，开设如下方向课程：英语、商科、艺术与设计、工程、计算机 

 

 

 

项目费用： 

时长 学费 住宿费 生活费 

4 Weeks £1300 £550 £200 

8 Weeks £2600 £1100 £400 

12 Weeks £3600 £1650 £600 

 

 

 

项目优势： 

1. 开学时间灵活，该项目全年开班； 

2.  无需语言成绩，课程均有考试、成绩单和结业证明； 

3. 美丽的海滨城市，拥有英国最美的七大海滩之一； 

4. 学校位于市中心，设施齐全，生活便利； 

5. 专业课和人文实践并行，教育与文化双重体验； 

6. 一流的教学设施与完善的学生服务，更好的留学体验； 

7. 近距离接触英国大学专业课导师，体验英式教学的魅力； 

8. 风景优美、学费低廉，短期海外大学交流的不二选择； 

9. 为学生的进一步学习和工作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 

 

 

 



 

  

 

 

斯旺西校区 短期交流项目 

二．插班学术交流 

 

 

项目设置： 

⚫ 一学期和一学年的项目为直接插班上课 

⚫ 该项目春秋两季开学 

⚫ 每阶段课程都有考试、成绩单和学分转换认证 

⚫ 要求雅思达到 6 分且单项不低于 5.5，或 UWTSD 内测 ALT 考试分数达到 6 分且单项不

低于 5.5 

 

 

项目费用： 

时长 学费 住宿费 生活费 

一学期 £3238 £3000 £1200 

一学年 £6475 £6000 £2400 

 

 

项目优势： 

1. 直接插班上课，感受与英国学生一起学习的英式课堂氛围； 

2.  每阶段课程都有考试、成绩单和学分转换认证； 

3. 美丽的海滨城市，拥有英国最美的七大海滩之一； 

4. 学校位于市中心，设施齐全，生活便利； 

5. 专业课和人文实践并行，教育与文化双重体验； 

6. 一流的教学设施与完善的学生服务，更好的留学体验； 

7. 近距离接触英国大学专业课导师，体验英式教学的魅力； 

8. 风景优美、学费低廉，短期海外大学交流的不二选择； 

9. 为学生的进一步学习和工作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 

 

 

 

 



 

  

UWTSD 中国战略合作伙伴--武汉理工大学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自 2004 年起与武汉理工大学建立合作，经过 10 多年的合作与

交流，两校之间的合作不断向多层次，多元化发展。两校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实现资源共

享，教育互补，不断给双方学校的师生创造丰富的学习和交流机会。 

    在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所有合作的中国高校中，与武汉理工大学的合作是最为紧密，

也是最为成功和成熟的。2016 年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与武汉理工大学共同签署合作协议，

在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斯旺西校区成立武汉理工学院，两校共建，共同管理。武汉

理工学院的成立，为两校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更有深度和广度的方向。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与武汉理工大学的合作项目如下： 

中英艺术本科项目 

2010 年经教育部批准，武汉理工大学与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合作举办艺术本科

教育项目，开设的艺术设计专业分为平面设计方向及数字媒体方向。学生完成全部课程学习

并通过考核，可获得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颁发的艺术设计文学学士学位证书，国家认

证学历。学生获学士学位后可选择就业，或进入国内外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该项目是全国唯一的艺术类 4+0 项目，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中英艺术本科项目已累计

培养近千名学生（其中在校生 400 余人）。截止 2019 年 9 月，从该项目毕业的学生已有

500 多名，其中近 60%的学生毕业后获得二等一及以上学位，并申请到美国、英国等国家

攻读硕士，就业单位有中央电视台、厦门电视台、人民日报、湖北日报、腾讯集团及中国

电信武汉分公司等。 

 



 

  

 

 

 



 

  

 

中英车辆工程本科项目 

2012 年 10 月经教育部批准，武汉理工大学与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合作举办车

辆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开设的车辆工程专业分为车辆工程方向及赛车工程方向。学生完

成全部课程学习并达到要求者，可获得武汉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和工学学士

学位证书,并同时获得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汽车工程工学学士学位证书或赛车工程理

学学士学位证书。 

截至目前，该项目学生以 100%的毕业率顺利毕业。其中：30%以上的毕业生被来自

于英国、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世界汽车专业名校录取；20%左右的学生成功保

研就读武汉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国内一流院校；40%以

上的学生顺利签约如上汽通用，中国重汽，郑州宇通，奇瑞汽车，创维等国内外知名企

业。 

 

暑期学习项目 

2012 年起武汉理工大学与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合作举办艺术暑期学习项目，迄

今已成功举办 8 届；两校于 2015 年还增开了车辆暑期学习项目。夏令营项目将在威尔士

三一圣大卫大学进行为期 2 周的专业学习，所有学生将近距离地接触该校一流的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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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课程结束后，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将为夏令营项目学生举办隆重的结

业典礼，颁发夏令营学习证书，随后所有夏令营项目学生将在英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文化体

验之旅。暑期学习项目的成功举办不仅推动了两校间的短期交流，更让来自武汉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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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专业导师进行专

业领域的一对一沟通与交流。截止目前，已有 700 多名来自武汉理工大学不同专业和院系

的学生参加该夏令营项目。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武汉理工学院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武汉理工学院（UWTSD Wuhan Ligong College）成立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是一个由中英两国大学联手共建，共同管理的中国高校海外创新校区。学校位于

英国威尔士地区第二大城市斯旺西市中心，享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留学优势。武汉理工学院

由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共同管理，学生在英国交流与学习期间，可以同时

获得来自武汉理工大学和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导师的共同指导；学生还可以申请全奖、半

奖，和其它各类奖学金资助。 

截至目前，已有 200 多名来自武汉理工大学的学生顺利入读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武

汉理工学院；并且“1+1+1”双硕士项目已经纳入武汉理工大学硕士招生统招计划。 

2018 年 1 月，武汉理工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张清杰率团在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成

立 4 大研究中心，分别是：武汉理工大学海外实习实训基地、材料科学工程与人才培养中

心、应急管理研究中心及东方文化与创意研究中心。 

武汉理工学院开设有丰富的项目合作，其中包括：“3+1”实习实训项目、“1+1+1”双硕

士项目、PHD 博士交流项目、本科半年交流项目。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 “3+1”实习实训项目 

 

一．项目简介 

“3+1”实习实训项目是武汉理工大学与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在 2016 年签署的威尔士

三一圣大卫大学武汉理工学院（以下简称“武汉理工学院”）合作项目之一。该项目在两校

合作协议基础上，充分利用武汉理工大学的优势教学资源，以及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国际

化的教学条件和资源，实施本科生联合培养。即学生前三年在武汉理工大学修完个人培养计

划所列课程，第四年在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和实践实训，返校后

进行学分置换，达到规定的培养要求后，取得武汉理工大学本科学位。 

二．招生对象 

武汉理工大学全日制在籍三年级本科生 

三．招生专业 

不限（但必须是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所开设的课程） 

四．申请要求 

1. 本科大三在读证明 

2. 本科成绩单（中英文），且平均分不低于 65% 

3. 雅思或大学内测 6 分，单项不低于 5.5 分 

备注：除此之外，申请人还需准备护照、个人陈述、推荐信等相关材料 

五．学费 

本科学费为 6475 英镑（备注：所有武汉理工大学的全日制在籍大三学生享受威尔士三

一圣大卫大学 50%的学费减免，该费用是参考 2019 年学费减免后的金额） 

 



 

  

2．“1+1+1”双硕士项目 

一．项目简介 

“1+1+1”双硕士项目是武汉理工大学与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在 2016 年签署的威尔士

三一圣大卫大学武汉理工学院（以下简称“武汉理工学院”）合作项目之一。该项目充分利

用武汉理工大学的优势教学资源，以及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国际化的教学环境和资源，实

施联合培养。该项目学生第一年在武汉理工大学学习，修完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所列课程；

第二年在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修完相关专业培养计划所列课程，达

到规定要求，可获得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硕士学位；第三年回到武汉理工大学，完成研究

生学位论文及答辩，达到规定要求，可获得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 

二．招生对象 

武汉理工大学全日制在籍研究生 

三．招生专业 

不限（但必须是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所开设的课程） 

四．申请要求 

1. 研究生在读证明 

2. 研究生在校成绩单（中英文），且平均分不低于 65% 

3. 雅思或大学内测 6 分，单项不低于 5.5 分 

备注：除此之外，申请人还需准备护照、个人陈述、推荐信等相关材料 

五．学费 

研究生学费为 6475 英镑（备注：所有武汉理工大学的全日制在籍研究生享受威尔士三

一圣大卫大学 50%的学费减免，该费用是参考 2019 年学费减免后的金额） 

 



 

  

3. 博士交流项目 

一．项目简介 

博士交流项目也是武汉理工大学与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在 2016 年签署的武汉理工学

院合作项目之一。该项目充分利用武汉理工大学的优势教学资源，以及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

学国际化的教学环境和资源，实施联合培养。该项目学生可在武汉理工大学博士学习期间，

选择一年赴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进行交流，一年后回国继续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习，达

到规定要求，可获得武汉理工大学博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二．招生对象 

武汉理工大学全日制在籍博士生 

三．招生专业 

不限（但必须是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所开设的博士课程） 

四．录取要求 

1. 博士在读证明 

2. 博士在校成绩单（中英文），且平均分不低于 60% 

3. 雅思或大学内测总分 6.5，且阅读及写作不低于 6.5， 听力和口语不低于 5.5 

备注： 

1. 除以上材料外，申请人还需准备护照、个人陈述、简历、推荐信等相关材料 

2. 满足学术及语言要求的申请人，还需要参加大学的学术面试 

五．学费 

博士项目学费为 6475 英镑（备注：所有武汉理工大学的全日制在籍博士生享受威尔士

三一圣大卫大学 50%的学费减免，该费用是参考 2019 年学费减免后的金额） 

 



 

  

 

4. 本科半年交流项目 

 

一．项目简介 

本科半年交流项目也属于武汉理工大学与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在 2016 年签署的武汉

理工学院合作项目之一。该项目学生可在武汉理工大学本科学习期间，选择赴英国威尔士三

一圣大卫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校际交流，交流完成后回国继续完成相应的本科课程学习。 

二．招生对象 

武汉理工大学全日制在籍本科生 

三．招生专业 

不限（但必须是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所开设的课程） 

四．录取要求 

1. 本科在读证明 

2. 在校成绩单（中英文），且平均分不低于 65% 

3. 雅思或大学内测 6 分，单项不低于 5.5 分 

备注：除此之外，申请人还需准备护照、个人陈述、推荐信等相关材料 

五．学费 

半年本科交流学费为 3238 英镑（备注：所有武汉理工大学的全日制在籍大三学生享受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 50%的学费减免，该费用是参考 2019 年半年交流项目学费减免后的

金额） 

 



 

  

 

UWTSD 东亚办公室及服务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东亚办公室直接隶属于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的国际办公室，其

东亚办公室分别在英国斯旺西和中国设有办公室。东亚办公室——海外办公室设在斯旺西主

校区，主要负责对大学的直接沟通，以及向国内办公室传达相应的宣传政策，海外办公室还

设有海外服务中心，负责所有赴该校学生在海外的学习和生活帮助。东亚办公室在中国设立

东亚办公室（武汉）总部、东亚办公室（北京）和东亚办公室（成都），东亚办公室负责威

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在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的品牌宣传、市场拓展、合作项目开发与维护、

学校信息咨询、申请、组织考试、人事管理等。 

东亚办公室提供的服务有： 

1. 提供最新、最准确的大学招生和录取信息 

2. 提供大学最新的优惠政策 

3. 组织和安排大学语言内测 

4. 提供语言内测考前辅导 

5. 跟进学生申请状态，并及时与大学沟通 

6. 根据学生及合作方学生的出国进度，及时与大学联系 

7. 与大学沟通和协调各方面的安排，如接机、住宿安排等 

 

除此之外，海外服务中心为学生提供如下服务： 

1. 协调学生在英国期间出现的学习问题 

2. 协调学生在英国期间出现的生活问题 

3. 协调学生住宿安排以及因住宿发生的经济纠纷 

4. 组织学生活动，或中国新年，周边旅游等 

5. 受学生委托代领文凭等相关毕业材料 

6. 协调学生升学、英国续签等问题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UWTSD） 

语言内测 

WALES ALT 考试是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专门用于测试申请该校学位课程学生的学术

英语能力的考试。WALES ALT 考试分为听力、口语、阅读、写作四个部分，其中听力、阅读、

写作 3 个部分为网上考试，口语考试为在线视频考试或者面对面考试。其评分标准全部参考

雅思评分系统，满分为 9 分。具体如下： 

项目 时长 总分 

口语 15 分钟 9 分 

听力 60 分钟 9 分 

阅读 75 分钟 9 分 

写作 55 分钟 9 分 

 

考试优势： 

1. 无需雅思成绩即可直升该校本科、硕士、博士等学位课程 

2. 考试获英国政府认可，签证效力等同雅思 

3. 考试时间灵活，一年多次考试机会 

4. 提供专业的考前培训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东亚办公室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汉街总部国际 F 座 3305 室 

电话：+86(0)27-86652188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东亚办公室（北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 19 号 SOHO 嘉盛中心 3708 室 

 

 

 

 

 

英文官网：www.uwtsd.ac.uk  

中文官网：www.uwtsd.com 

微信公众号：UWTSD  

Email：china@uwtsd.com 

http://www.uwtsd.ac.uk/
http://www.uwtsd.com/
mailto:china@uwts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