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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影响力
排名第
2名**

卡迪夫大学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在科研和教育方面均

拥有卓越的成就。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各种企业和机构密切
合作，开发和提供高质量的定制培训课程。
获奖学者

研究卓越度排名第5名**

我们是罗素集团大学

荣获7个女王年度奖

第2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努力创造卓越的教学环境

2位诺贝尔奖得主

13名皇家学会成员

11名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7名英国科学院院士

21名英国医学科学院院士
34名社会科学院院士

第1名：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第3名：牛津大学

第4名：剑桥大学

第5名：卡迪夫大学

第6名：伦敦国王学院
第7名：华威大学

第8名：伦敦大学学院

第9名：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
学院
第10名：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我们是一所专注于科研
和创新的全球性大学。
我们的教学质量和研究
卓越度在国内和国际
上都享有盛誉，且位居
全球顶级大学前列。

我们的研究获得了总计
高达数千万英镑的资助
和投资，并吸引着全球
各地的一流研究人员。

卡迪夫大学的研究质量
和影响力促使大学在“研

究卓越度框架”（REF）中
的地位突飞猛进，跻身
英国排名前五的大学。

在研究影响力方面，我们
在全英大学中排名第二，
因为我们的研究解决了社
会、经济和环境等各个领
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我们是罗素大学集团成员
之一；该集团由24所领先
的英国研究型大学组成。
我们拥有世界级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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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保持最高标准的研究
与商业和公共部门建立无与伦
比的密切联系

大学学位全球公认

由全球备受尊敬的教职员工提
供教学；这些教员都是各个领
域的学科先驱

通过研究基金和合同资助提供
卓越的教学设施

员，包括诺贝尔奖得主、
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和其
他著名机构的成员。
我们在研究方面的专业知
识和设施均为广大国际
工商业合作伙伴、政府机
构和其他机构所采用。
我们帮助建立各种商业创
意和衍生公司，并为威尔
士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
和就业创造贡献力量。

目焦点...

卡迪夫大学
是全球排名
前200
**
的大学

拥有超过
7000名学
生，25%的
学术人员来自
海外
来源：
*《2020年QS全球大学排名》
** 2014年研究卓越度框架

我们已建立多个主要研
究机构，以寻求新的科学
方法，并希望帮助解决全
球各种最紧迫的问题。
这些机构汇集了来自
不同学科的学术人才，
可高效解决各种
在全球范围内至关
重要的问题。

大学管理与创新项目
我们创建了一个为期13周
的住校培训课程；课程参与
者将可培养英国大学领导
力和管理相关的知识、理解
和技能。

我们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
管理委员会密切合作；在
2016年至2018年间，该委
员会共派出194名代表参加
这项课程。

该课程的目的在于帮助促
进中国大学领域各个部门
的发展。
该课程以英国高等
教育在教学、科研和参与活
动方面的创新实践为重点。
课程由卡迪夫商学院进行
教学，并且，还包括来自专
业服务部门的高级员工和
资深学者的重度参与，以
展示我们大学在创新方面
的宽度。

该课程还包括与各种高级
职员会面、参观各部门、
英语语言课程，访问考察
和社交联谊活动。

我们的学员如是说：

您在本课程中的学习和经
历对您的团队/部门产生
了哪些影响？

“我会向我们学院的

管理层展示我在卡
迪夫大学学到和看
到的知识和理念，
例如，
专业服务人员的专
业精神和组织架构；
这些都将有助我们
改善服务质量和团
队架构。

学员反馈

“

欢迎来到卡迪夫大学

2018年课程

我们的研究合同总
值高达5亿英镑。

+44 (029) 2087 5274

CardiffUniCPD

train@cardiff.ac.uk

“我们的国际社区可
为大学和卡迪夫城
市的成功做出巨大
贡献。
这种多样性
培养了良好的创造
力和创新能力，是
我们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国际商务专业培训

我们帮助各大机构获得高质量、相关和具体的培训课程；

“

这些课程均旨在进一步提升您的员工队伍素质。

作为一所真正的国际
大学，我们深知全球化
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知道，合作分享知识是
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我们在全球各地建立了
许多伙伴关系和战略关
系；我们拥有一个蓬勃发
展的国际化社区——超过
7900名学生和25%的教
职工选择卡迪夫大学进行
学习深造、研究或工作。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
对员工的培训和再培训可
能会变得更为重要；在卡
迪夫大学，我们在这方面
经验丰富，可针对全球各
种挑战问题帮助各大组
织开发和提供各种课程，
例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的机遇、如何培养新一代
教师和技术领袖、我们城
市的未来、或应对健康
不平等以及确定
疾病的原因。

我们的持续专业发展（CPD）
部门可提供专业的服务，帮
助您针对所属机构获得适
当的培训；我们将倾听您的
需求并与您携手合作，确定
您的培训要求以及课程设
计、授课和其他方面细节。
和我们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可确保您获得最
好的机会以及大学所
能提供的一切优势。

我们的培训课程在全
球各地的各类机构中
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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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in Riordan 教授
卡迪夫大学校长

无论是在卡迪夫举办、为
期一周的定制课程，还是
在您所在国家举办的短期
课程，还是长期住校专业
深造活动，我们都拥有丰
富的经验，可开发和提供
高质量的学习解决方案。
我们的服务涵盖全系列
需求，从初步提案讨论到
细致的培训实施规划。

其中包括：提供有关住宿相
关建议和服务——私人住所
或大学公寓、往返机场的交
通、旨在丰富学习体验的企
业/机构访问考察、各种文
化活动和学生支持服务。

我们提供多个科目的课程，包括：

大数据、人工智能、数据
创新
网络安全
大数据
数据科学
催化作用
化合物半导体电子产品
光电科学
化学安全
区块链

教育与教学

创新教学和教学实践
考古学家专业发展（课堂和
实验室工作）
保护（包括博物馆或遗产收
藏的保护）
音乐教学

商业与领导力

政府和公共政策领导
公共部门领导和管理

+44 (029) 2087 5274

CardiffUniCPD

供应链智能物流
金融科技
教育机构的领导和管理
嵌入式创新
企业及财务治理
供应链管理
跨文化交流
领导力和管理
数字领导力
运营管理
高效团队
人力资源与绩效管理
财务管理
战略管理

建筑、工程、城市设计与
规划

可持续交通运输
交通分析
生态城市规划与发展
生态城市发展治理
可持续性粮食系统
可再生能源开发与规划

媒体、通讯、新闻
媒体培训及关系
公共关系（PR）
数字与社交媒体
数字化营销
文案及商务写作
搜索引擎优化

Google Ads、Google Analytics

能源管理
建筑及基础设施信息建模

（BIM）

智慧城市
低碳设计与建筑
构造地质学

页面上有更多的科目说明
train@cardiff.ac.uk

文化、语言

跨文化意识
翻译
非洲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欧洲国家的劳资关系
女权主义理论与中东妇女
权利
作为产业的创造性兴趣和文
化遗产
音乐与公众参与

医学与护理

医药化学
糖尿病
姑息治疗
遗传学
皮肤病学
外科实践
治疗学
伤口愈合与
组织修复
医疗保健分析的数学建模
质量与患者安全
临床技能
护理学
产科学
物理疗法
医学/医疗交流/护理交接中
的语言运用

临床牙科学
移植学
正畸学
组织工程学

视光学

临床视光学
视光师治疗处方学
眼部护理管理
青光眼科学

药剂学

吸入器技术
临床药剂学
处方学

心理学

神经影像学
儿童心理障碍
认知和行为疗法

了解更多

这些课程可以设计为定制的
培训课程。
了解更多：
cardiff.ac.uk/professional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创新教学实践

我们的成功案例
描述和分类变形岩石
客户：伊萨山矿山
（Mount Isa Mines）
时长：半日研讨会（有
关结构地质学的网上
课程现已开放——详情
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学员：在澳大利亚伊萨山矿
山工作的14名采矿地质学家
来自卡迪夫大学地球
与海洋科学学院的Tom
Blenkinsop教授，专业研究
勘探和采矿构造地质学。
他所举行的研讨会探索
了该公司对伊萨山矿山
矿体的潜在控制措施。
伊
萨山矿是该公司的矿场
之一，澳大利亚第二大铜
矿生产基地，也是世界上
最大的银铅锌矿之一。
该研讨会讨论了脆性
和韧性变形岩石、变形
机制和地壳结构。

+44 (029) 2087 5274

反馈100%认为：该方案
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贵州大学对该课程感到非常
2018年9月，贵州大学学者抵 满意，并于2019年秋天又派
达卡迪夫，开始参与该课程。 遣了16名具有艺术、人文、社
会科学和工程等背景的学员。
该课程由不同的元素组成，
包括来自社会科学院的教
学会议、代表们自己的教
学领域内的讲座观察、英
语语言支持和文化游览。
该课程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并且，学员们给予的

皮肤镜学概论

客户：开放课程，面向全球
时长：12周，完全在线
学员：负责护理皮肤
疾病患者的医生
皮肤镜是一种广泛使用
的非侵入型诊断工具，
可帮助诊断皮肤病变，
并且，经证明可提高黑
色素瘤诊断的准确性。

卡迪夫大学每年都会举办
两次非常成功的在线课程。
该课程由在皮肤镜领域领
先的皮肤科专家编制。

如果您希望探讨我们如何为
您的机构提供帮助，请发邮
件至train@cardiff.ac.uk

持续职业发展部
| cardiff.ac.uk/professional-development
CPD Unit | cardiff.ac.uk/professional-development

客户：贵州大学
时长：4个月
学员：10名

CardiffUniCPD

我们的学员如是说：

“Emmajane Milton对
我的学习和教学思
考产生了最大的影
响…因为她让我深
入思考高等教育的
目的，以及如何鼓励
学生参与学习。

学员反馈

2018-19年贵州大学课程

参与者每2周完成一个新课
题，然后进行一次评估。

该课程在全球范围内开
课；并且，我们的最后
一次课程包括来自
11个国家的学员。
我们不断
收到非常良好的反馈，并且，
该课程不断被超额订阅。
为了满全球各界对卡迪夫
大学在这个领域专业知识
的需求，我们正在规划额
外的皮肤镜短期课程。

“…该课程将我与全
球各地的专家和其

他同事联系起来。
通
过使用网络平台，该
课程创造了一种灵
活的学习方法，即使
在繁忙的工作中也
可以进行学习。
学生
可以通过电脑或智
能手机参与讨论…
在现场论坛中，学生
可以直接与专家
交流。

“

司法语言学
法律中的语言运用
医学/医疗交流/护理交接中
的语言运用
应用伦理学

牙科

“

法律与伦理

TONG MAN-CHIU博士，
香港
2018年皮肤镜学课程

train@cardiff.ac.uk

卡迪夫，威尔士的首府之城
您对一个现代化欧洲大都市所期望的所有文化、
体育、
商
店、
娱乐、
工作机会和氛围。

关于卡迪夫的 7 个事实

1 卡迪夫是一个安全宜居的城
市，拥有大约350,000人口。
卡
迪夫是英国最早的多元文化
城市之一；据估计，卡迪夫所
使用的语言约94种。
2 卡迪夫拥有浓郁的艺术氛
围和热烈的活动气氛，也
是威尔士国家歌剧院、罗
尔德·达尔艺术中心、威
尔士千禧中心和创新的查
普特艺术中心所在地。

5 最近，这座城市被评为英国
最佳购物城市第6名；这里
拥有爱德华七世和维多利
亚时代的美丽拱廊，还有包
含各种时尚品牌和独特独
立商店的现代购物中心。

6 这里地理环境优越，拥有
连通英国其他地区的卓越
交通优势，拥有自己的国
际机场，只需短途旅行即
可达到欧洲和其他地区。

7 卡迪夫不断增长的美食景
3 卡迪夫国家博物馆中的印象
象包罗万千，涵盖从泰国到
派艺术作品馆藏仅次于巴黎，
墨西哥和其他地区的各种
包括莫奈、雷诺阿和梵高的
国际美食。
各种国际超市也
作品。
可让您能够轻松找到家庭
4 超过330个公园和花园使卡
烹饪所需的各种材料！
迪夫成为英国绿化最好的城
市之一；130英亩的布特公园
就坐落在我们的校园旁边。

联系我们

持续职业发展部

Cardiff University
21-23 Senghennydd Road
Cardiff
Wales | UK | CF24 4AG

爱丁堡

北爱尔兰

贝尔法斯特

爱尔兰

曼彻斯特
伯明翰

卡的夫

火车旅行车程
城市		
伦敦		
曼彻斯特
伯明翰

布里斯托

时间

2小时
3.5小时
2小时

+44 (029) 2087 5274
train@cardiff.ac.uk
cardiff.ac.uk/professional-development
@CardiffUniCPD
@Company/CardiffUniCPD

我们办公室的开放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至16:30（英国时间）

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