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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中的图片为我校学
生、 卡 迪 夫 大 学 及 市 中 心
的设施。

批优秀的毕业生。
139 年间，卡迪夫大学飞速发展，但始终不
忘初心，致力于提供优质教育和教学体验。

www.cardiff.ac.uk/international

小知识
威尔士语是欧洲现存的最古
老的语言，20% 的威尔士人
口仍在使用！但别担心，每
个人都会说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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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自 五湖四海
卡迪夫大学每年有超过 145 个国家

向上的学习环境。卡迪夫大学以威尔

和地区的 9，
100 多名国际学生纷至沓

士为中心，与海外数百家机构建立了

来，学生文化多元，是一所名副其实

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研究项目，

的国际化大学。我们拥有全球最优秀

为日益壮大的全球社区做出了积极的

的学术精英，创造了丰富多彩和积极

贡献。

卡迪夫大学

不来梅大学

*

探索伙伴研究所 (DPI)
怀俄明大学

卡洛斯 · 吉米内斯·桑蒂兰
(Carlos Jiminez Santillan)，墨西哥
运筹学与应用统计学理学硕士
“在卡迪夫这个城市生活太有意思
了 …… 我 认 为 这 才 是 真 正 的 大 学
城……来卡迪夫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
经历之一。”

赞比亚大学

蒂亚戈 · 阿尔维斯博士
(Dr Tiago Alves)，葡萄牙
地球科学高级讲师，3D 地震实验室负责人
“在卡迪夫，师生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
在整个本科学习期间，我们伴随学生一起
成长。很多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卡迪夫大
学，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坎皮纳斯大学

朱丽叶 · 巴瓦
(Juliet Bawuah)，加纳
国际公共关系与全球传播管理文学硕士
“卡迪夫的生活丰富多彩，开拓了我
的视野，让我对人生有了一个全新的
视角。”

纳米比亚大学

萨维克 · 希沃汉
(Satwik Shivohan)，印度
媒体、新闻与文化文学学士
“顶尖的学位课程，乐于助人的教
职员工，还有无限发展的可能，这
都是我选择在卡迪夫大学就读的原
因！这个地方让人有家的感觉。”

国际合作

伊利夫 · 伊斯坦布尔卢奥卢
(Elif Istanbulluoglu)，土耳其
可持续巨型建筑学理学硕士
“作为首府城市，卡迪夫应有尽有，
但同时它又十分平和，不会让人产
生压力。与欧洲和英国一些人口密
集的城市相比，卡迪夫的生活成本
较低，因此生活质量更高。”

北京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
阿米提大学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米 · 桑卡尔博士
(Dr M Sankar)，印度
催化研究所研究员
“卡迪夫大学非常适合工作和生活。
校园非常美丽， 不到 20 分钟就可以
到达英国最繁华的海滩。”

卡迪夫大学的国际合作成果卓
著， 在 全 球 的 合 作 伙 伴 超 过
200 个：与中国厦门大学、巴
西坎皮纳斯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不来梅大学和怀卡托大学
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
动联合科研合作，为广大师生
提供了交流机会。卡迪夫大学
还与大连理工大学和怀俄明大
学建立了重要的发展合作关系。

魏航通
(Wei Hang Tong)，马来西亚
法学学士、律师专业培训课程法学硕士
“卡迪夫融合了城市与乡村的生活方
式：可以在市中心体验摇滚乐队的演
奏，也可以步行几分钟到公园喝茶或
野餐，享受静谧。所以，无论喜静还
是好动，总能在这里找到兴趣所在。”

引以为傲的是，卡迪夫大学遵
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致
力于减少贫困、促进健康并支
持可持续的环境发展，同纳米
比亚大学达成了公民使命合作。
同时，出色的合作研究和培训
设施——达瑙基朗野生研究中
心也设在卡迪夫大学，致力于
保护马来西亚沙巴州的生物多
样性和濒危物种。
除了全球科研合作协议外，卡
迪夫大学还在全球范围内建立
了长期有效的学生交流、转校、
招收和交换等合作关系。热门
的合作关系，请参照左图：

北京师范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厦门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重要合作伙伴
最为热门的学生交流、
招收和交换合作伙伴

达瑙基朗野生研究中心

莫纳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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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卡托大学

楚绍阮 (Thu Thao Nguyen)，越南
商业与管理博士
“当地人非常友善。对于学生来说，该城市
的性价比非常高，可以经常与朋友光顾咖啡
馆和餐厅。”

丁雨欣 (Yuxin Ding)，中国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理学学士
“卡迪夫大学通过高质量的讲座与辅导提
高了我的学术技能，给予我展示自己的机
会，校园活动与数字化教育等等让我变得
更出色。我正接受着非凡的教育，享受着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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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研究
卡迪夫大学是一所研究型院校，也是罗素大学集团的成员之一。我校优质的创新
的研究，在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深远影响。
• 90% 的研究项目已被认证为世界
领先或国际优秀

在这样一所研究型、罗素大学集团的院校
学习，有很多优势：
1

全球认可的学位

2

最新发现和研究的创新课程

3

享有国际声誉的教师

创新的最前沿。

4

光明的就业前景：研究型大学、优秀博学的毕业生备受
雇主青睐

商业伙伴、政府机构和其他组织

5

优越的教学设施和校园投资：近来我校投资了 6 亿英镑
进行最大规模的校园改造，确保学生享受先进资源

6

加入全球校友网：毕业生在政府、私营部门和学术界担
任要职

• 影响力英国排名第 11

• 科研能力英国排名第 14

• 我校学术团队与英国和海外各方

的合作伙伴通力合作，始终站在

• 我 校的研究成果与设施被国际工
广泛采用。

2021 年卓越研究框架

开展全球合作，应对全球挑战
我校科研人员与世界各地的伙伴通力合作，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提升粮食和水资源安全、储蓄煤
矿以减少碳排放、研究精神障碍的遗传结构等全球问题。最近，科研人员还应用专业知识解决全球
新冠疫情。
凤凰计划
凤凰计划是卡迪夫大学与纳米比亚
大学建立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遵
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致力于
减少贫困、促进健康并支持可持续
的环境发展。
在威尔士政府“威尔士援非拨款”的支持下，最近发
起的纳米比亚新冠疫苗和纳米比亚供氧项目（COVID
NamVacc，Oxygen Namibia）得以实施。该项目致力
于为纳米比亚最脆弱的人群接种，同时，提供一系列
健康水平更高的氧疗技能教育教学，培训专业人员照
顾重症新冠患者，并配备大容量氧气系统的基础设施。

纳米比亚新冠疫苗项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与机构间常设委
员会合作，编写了《我的英雄是你》（My Hero is You）一书，
指导世界各地的儿童如何应对新冠肺炎。这本书有 104 种
不同的语言版本，包括五种纳米比亚土著语言和威尔士语。
凤凰计划成效卓著，纳米比亚大学成为卡迪夫大学的首个
国际公民使命合作伙伴。

www.cardiff.ac.uk/phoenix-project

www.cardiff.ac.uk/research

达瑙基朗野生研究中心
卡迪夫大学的研究团队目前正在保护婆罗洲
的生物多样性和两个濒危物种：猩猩和大象。
最近，由于为马来西亚沙巴州最重要的保护
区所做的保护工作，达瑙基朗野生研究中心
获得了该州政府的表彰。我们为“再生婆罗洲”

碳抵消倡议基金筹集资金，为以前因棕榈油种
植园而丧失的雨林栖息地重新造林。

www.cardiff.ac.uk/danau-girang-field-centre

小知识
蓬勃发展的创新文化与工商
业紧密联系，为我们提供了
有用的教学信息，并培养了
学生的创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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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未来
学生与卡迪夫大学的关系不
会止于毕业。
作为卡迪夫校友，毕业生会加入我
们 195,000 人 的 庞 大 社 区。 大 家
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改善着我们
的世界。学生毕业后将定期收到我
校的信息，并获得职业建议、图书
馆和体育设施的使用，以及各种活
动安排等独家福利。
作为 #TeamCardiff 的一部分，我
们也随时欢迎毕业生回家——通过
所在国家/地区的学生招聘活动发
表演讲、提供工作机会，甚至为世
界领先的研究项目筹款。无论身处
何方，卡迪夫与你同在。
详情请见：
www.cardiff.ac.uk/alumni

www.cardiff.ac.uk/study

小知识
卡 迪 夫 大 学 提 供 300 多 个
本 科 和 200 个 授 课 型 硕 士
学位、文凭及证书。

www.cardiff.ac.uk/study

学在
   卡迪夫
就读卡迪夫大学，意味着加入了

一个由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共同
组成的全球性学术社区。我们的
使命是从事世界领先的、具有影

考核方式
每门课程的考核方式各不相同。大部分课程
以笔试及小论文的形式考核学生，但也可能
采取演讲、课堂测试、实验结果和小组合作
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

响力的研究，并将这些知识传授

个人导师

发展做出贡献。

开学时，学校为学生分配一位个人导师。个
人导师将提供建议，并对学业和教育经历进
行总结。当学生遇到困难时，个人导师会及
时倾听并提供专业指导和支持。

给学生，为社会、文化和经济的

卡迪夫大学的教育特色
卡迪夫大学的教育可能会与中国的教学风格
有所不同。我校提倡“以问题为导向”的创
新学习：老师们会设置一个“问题”，学生
们需要努力寻找答案。相较仅从书本获得知
识，这种学习方式更为高效。

学生们将：

• 使
 用图书馆和互联网进行主题研究

独立认证与评估
我们对卡迪夫大学学位质量和水准，有充分
的信心。卡迪夫大学获得超过 40 个专业机构
的认可，确保其教学一直维持在最高水平。
最近的教学实力评定系统（TEF）小组授予卡
迪夫大学银奖。这意味着卡迪夫大学持之以
恒地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学习和收益，
长期保持英国严格的高等教学质量要求之上。

• 提出个人观点，提供依据核实信息
• 被鼓励分享个人观点
• 接受多样性的教学方式和教育评估

教学方式
学生将体验正式授课、小组讨论（又称“研讨
会”）以及与导师面对面交流等多种学习形
式。学习期间，不同专业的学生可能会使用
实验室、与公众人物交流、操作专业设备或
进行实地考察等。也可以通过卡迪夫大学网
络学习环境，进一步巩固与提升学习效果。
在该平台上，学生可以下载课程资料，与导
师交流，在线提交作业。

我的教授极具魅力，乐
于 助 人。 卡 迪 夫 大 学
全面开发了我的技能和
能力。
阿尤西 (Ayushi)，印度
媒体与通信文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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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特色
卡迪夫大学生机勃勃，富有创新精神，

卡迪夫大学通过研究拨款及合同，

想象力和创造力，充分激发学生潜力。

1 亿英镑

每年获得超过

许多学院在英国名列前茅。我们发挥

的科研资金

国泰公园校区位于
威尔士首府卡迪夫
的市中心，离伦敦
只有 2 个小时的火
车车程。

9,135
名国际学生

卡迪夫大学名列世界

第 166 *

来自超过 145 个国
家的 33,500 名学生
就读于卡迪夫大学

www.cardiff.ac.uk/about

小知识
我校保证为所有国际学生提
供大学宿舍，仅需步行即可
到达校区

罗素集团

我们是罗素集团的成员，该集
团由英国最顶尖的 24 所研究型
大学组成

卡 迪 夫 大 学 拥 有 16
个图书馆和多个计算
机机房，提供全天候
开放学习环境

卡迪夫大学时常作为
《 神 秘 博 士》《 神 探
夏洛克》《黑暗物质》
等热门剧集和好莱坞
大片的取景地

195,000 多名
校友遍布全球

* 2023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

请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申请，以便保证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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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及荣誉
卡迪夫大学致力于前沿领域研究及创新教学，拥有获奖学者、诺贝尔奖得主、女王周年
纪念奖获得者等。

• 2 名诺贝尔奖得主——马丁 • 埃文斯（Martin Evans）
爵士（医学）和罗伯特 • 休伯（Robert Huber）（化学）

• 34 名社会科学院院士

• 7 次荣获女王周年纪念奖，包括 2017 年的唐氏综
合症视觉研究团队

• 2 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 15 名皇家学会院士
• 11 名皇家工程院院士
• 7 名英国科学院院士

• 15 名欧洲科学院院士
• 162 名威尔士学会院士
• 皇家教授称号获得者：化学学院的
格雷厄姆 • 哈钦斯（Graham Hutchings）教授

• 21 名医学科学院院士

名列全英前 10 专业
▶ 建筑学

▶ 媒体与电影研究

▶ 商业和经济学

▶ 音乐

▶ 亚洲研究

▶ 凯尔特语研究

▶ 传播与媒体研究

▶ 心理咨询、治疗与职业治疗
▶ 牙科学

▶ 通用工程学
▶ 健康学

▶ 意大利语

▶ 医疗技术与生物工程
▶ 护理与助产学

▶ 验光、眼科与矫正学
▶ 药理学与药学
▶ 物理治疗学
▶ 心理学
▶ 影像学

▶ 城乡规划与景观设计

这些排名颇有参考价值，但也应考虑课程结构和教学风格是否适合，以及学校和学院所能提供的其他机会。
学科排名：可在课程列表（第 19-39 页）中查看各学科得分。这些榜单显示了卡迪夫大学各学科领域的独立排名，包括：2022 年 QS 世
界大学排名、2022 年上海软科学术排名、2023 年完全大学指南、2022 年泰晤士报优秀大学指南、2021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
名和 2021 年卫报大学指南。

www.cardiff.ac.uk/about

排名及排行榜
卡迪夫大学卓越的教学质量和实力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享
有盛誉，名列世界顶尖大学前列。

每个国际排名都重点评估如教学、研究、知识传递和国际视野等核心能力。
卡迪夫大学一直在最受欢迎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

名列世界前 50
▶ 建筑

/ 建筑环境学

▶ 生物科学

▶ 传播学与媒体研究
▶ 地理学
▶ 心理学

▶ 公共管理学

名列世界前 100
▶ 牙科与口腔科学
▶ 工程

- 土木与结构

▶ 英语语言文学
▶ 人类生物科学
▶ 医疗技术

▶ 药学和药理学

▶ 社会政策与管理

名列世界前 150
▶ 会计与金融
▶ 商业与管理
▶ 临床医学

▶ 地球与海洋科学
▶ 经济学
▶ 地质学

▶ 地球物理学
▶ 法学
▶ 医学

▶ 护理学
▶ 海洋学
▶ 政治学

▶ 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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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迪夫
威尔士首府
卡迪夫位于南威尔士沿海地区，距离美丽

卡迪夫生活成本较低，交通便利，被公

路程。乘坐火车仅需 2 小时即可抵达伦敦。

夫大学校园就坐落在市中心。

的海滩和群山环绕的国家公园仅 30 分钟

认是最适合学生的英国城市之一。卡迪

详情请见：
www.visitcardiff.com

威尔士

5

大特色
在布雷肯比肯斯国家公园，
彭布罗克郡崎岖的海岸线探
索自然之美。

威尔士历史悠久，享有
“世界城堡之都”的美
称。威尔士拥有 600 多
座城堡，包括有 2,000
年历史的卡迪夫城堡。

红龙是威尔士的象征，据传
说，红龙在一场激战中击败
了入侵的白龙。

威尔士语是欧洲现存的最古
老的语言，20% 的威尔士人
口仍在使用！但别担心，每
个人都会说英语！

即使在卡迪夫这样的现代
城市，依然能找到如威尔
士饼、巴拉波利斯面包和
威尔士浓汤等传统美食。

www.cardiff.ac.uk/study/student-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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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迪夫的气候
卡迪夫冬季平均气温在 7℃ 左右，夏季最高

爱丁堡

气温可达 30℃。英国一年四季的天气复杂多
变。不过，相较威尔士其他地区，卡迪夫降
雨较少，与英国其他地区的气候相似。

贝尔法斯特

曼彻斯特
伯明翰

乘坐火车的时长

卡迪夫

城市				

时长

伦敦				

2 小时

曼彻斯特			

3.5 小时

伯明翰			

2 小时

布里斯托

伦敦

卡迪夫距离伦敦
150 英里 /240 公里

6

卡迪夫被连续评为英国最友
好的城市之一。

坐标
1

卡迪夫大学

2

布特公园

3

卡迪夫城堡

4

威尔士国家体育场

5

购物中心

6

学生住宿区

2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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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信息
安全与支持

“在学校宿舍的体验非常好，让我找到了家的感觉，也
帮我融入博士的求学生涯，是独一无二的选择！！”
罗兰琳娜 - 阿伯代尔宿舍楼（Violina - Aberdare Hall）

每一幢大学宿舍都配备了由管理员、生活助理及安保员组
成的宿管人员，会提供 24 小时的帮助，这是大学宿舍的
一大优势。

住宿保障
国际学生就读全日制学位期间（不包括欧盟、欧洲经济区
或瑞士学生），学校保证为其提供单人住宿服务。* 学生
将拥有独立卧室。卡迪夫大学不支持共享房间或多人宿舍。
* 请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申请，以便保证住宿。

住宿费用
住宿费取决于选择的宿舍、居住时长、饮食选择以及是否
为独立卫浴等多种因素。学校宿舍物超所值，总价涵盖了
水费、电费、安保、家具以及网费等，因此学生更容易规
划预算。
生活开销详情请见第 49 页。
2022/23 学年

自炊宿舍价格为每周 108 - 150 英镑。

含餐宿舍价格为每周 133 - 152 英镑。

拥有独立卫浴的宿舍通常比公用卫浴的宿舍收费高。

学校宿舍
卡迪夫大学拥有 17 幢宿舍楼，每幢宿舍楼的设备、地理
位置和收费标准都不同。
选择范围：

• 单一或混合性别宿舍
• 独立卫浴或公用卫浴宿舍。约 70% 的宿舍自带独立卫浴

（称为“ensuite”）

• 自炊宿舍或含餐宿舍
• 各种社交和体育设施
• 安静宿舍、无酒精宿舍、LGBT+ 宿舍等选择。

住宿保障
就读全日制学位期间，学校保证为学生提供
单人住宿服务。学生需要通过正常的录取和
分配程序进行申请，并通过海外归国程序每
年重新申请。请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申请，
以便保证住宿（不适用于欧盟、欧洲经济区
或瑞士学生）。

www.cardiff.ac.uk/study/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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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安顿下来，住在一个安全、便捷、友善且有益于学习的环境中，对学生来说非常重要。
卡迪夫大学为学生住宿提供保障。*
紧邻校园

查看地图

卡迪夫大学的宿舍地理位置优越，大部分宿舍距离国泰公园校区或希思公园
校区不到 2 公里路程。大部分学生每天步行或骑车上课。下表是其中 3 幢宿
舍楼前往卡迪夫市区内 4 处热门地点的步行时间。

请参阅第 50 页了解宿舍分布。
同卡迪夫大学一样，宿舍也
能够非常便捷地到达商铺、
市中心以及公园。

步行时间
克洛迪恩之家

森格尼德阁

塔利邦阁

商学院

25 分钟

15 分钟

10 分钟

希思公园校区

5 分钟

41 分钟

29 分钟

市中心

30 分钟

5 分钟

20 分钟

主楼和学生会

25 分钟

10 分钟

15 分钟

如何申请住宿？
接受了录取通知书后，就会收到关于如何申请住宿的详细指南。

家人同行
卡迪夫大学有数量有限的公寓、独栋楼房和单间公寓，供第一
年就读的国际学生携同家人居住。这些住所供不应求，学生可
能需要自行租房。如果需要住在校外，请尽快搜寻合适住所，
还可以向卡迪夫大学寻求相关帮助。

宿舍设施
右侧的平面图是一个标准的学生宿舍套间 (ensuite)。此
图仅供参考，不同宿舍的房间数量与大小不同。这套宿
舍中有 6 间单人卧室，每一间都有独立卫浴。6 位住户
共享厨房。每名学生都有自己的卧室。每个房间均配备
床铺、桌椅、衣柜和储物柜，无须再添置其他家具。每
间卧室都可以连接到校园高速无线网络。在这套宿舍中，
学生可以与他人共用包含炊具、冰箱、盥洗盆、餐桌和
椅子的厨房和餐厅。

详情请见

学校宿舍的套间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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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专业
在官网上找到申请专业的学术和英语要求：
www.cardiff.ac.uk/study

申请流程

2

查询课程或国家建议页面，以确认资质是否合格：
www.cardiff.ac.uk/study/international/your-country
或联系国际学生办公室：
international@cardiff.ac.uk
在有些国家，我们有留学顾问可以帮助学生。

3

4

授课型研究生 / 硕士 / 博士

申请本科必须通过 UCAS 在线递交：
www.ucas.com

可以直接向卡迪夫大学递交申请，通过
在线平台 (SIMS) 跟踪进度：
www.cardiff.ac.uk/postgraduate

完成申请表，学生需要提供：
•
•
•

5

申请

本科生 / 学士学位

整理个人资料
•

确定申请资格

考试成绩（证书和成绩单原件）
推荐信

个人陈述

英语语言证明

博士生 - 如果在申请时已有研究方向，必须找到一位导
师并提交研究计划书：
•
•

从相关院校中找到与研究方向相匹配的学术导师
直接联系导师提交研究计划书

详情请见：

www.cardiff.ac.uk/postgraduate

提交申请

申请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需要支付申请费用吗？

本科生 - UCAS 的官方截止日期是每年的 6 月 30 日。
如果想在此日期之后申请，请联系国际学生办公室：
international@cardiff.ac.uk。如果申请医学或者牙科学，
截止日期是 10 月 15 日，若申请成功，将于次年 9 月
入学。

本科生 - 卡迪夫大学不收取申请费用，但
UCAS 会收取 27 英镑的费用
研究生 - 绝大部分研究生课程，卡迪夫大学
都不收取申请费用

如何撰写个人陈述？
详情请见：
www.ucas.com/undergraduate/applying-university/
how-write-ucas-undergraduate-personal-statement

研究生 - 研究生课程的申请没有截止日期。尽管如此，
学校建议学生尽早申请，以免错失机会。学生必须确
保有充足的时间完成申请流程，以便及时申请签证。
有些课程的申请很快就会满额。我们建议学生在开课
前 9-12 个月开始申请。

www.cardiff.ac.uk/study

课程详情
学院及课程信息
文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商科
英语、传播学与哲学
地理学与规划学
历史、考古与宗教学
新闻学、媒体与文化
法学与政治学
现代语言学
音乐
社会科学
威尔士语

22
26
27
26
29
30
34
33
38
39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建筑学
化学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学
地球与环境科学
工程学
数学
物理学与天文学

20
23
23
24
25
33
36

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
牙科学
医疗保健科学
医学
验光与视觉科学
药学与制药科学
心理学

21
24
28
32
35
36
37

www.cardiff.ac.uk/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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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建筑学 www.cardiff.ac.uk/architecture

威尔士

建筑学院
威尔士建筑学院成立于 1920 年，是英国顶尖的建筑学院之一。我们的研究和教学涵盖了广
泛的建筑学主题。学院的使命是创造一个改善人们生活的建筑环境，同时为子孙后代的福
祉做出贡献。
我们的教学和研究环境非常和谐、充满活力。虽然我们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来自世界各地，
拥有不同的文化和专业背景，但我们培养了强大的工作室文化，鼓励学生建筑师用智慧和
创造力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

地点：
Bute Building（如上图）（地图 6）

毕业去向：
英国奥雅纳工程顾问公司；福斯特建筑
事务所；罗杰斯建筑事务所；斯考特布
朗里格建筑事务所；英国威尔金森艾尔
建筑事务所
建筑及建筑环境中心领先世界。
我们 100% 的影响案例研究和 93% 的成
果，在 2021 年卓越研究框架中被评为
世界领先或国际优秀。

建筑学专业排名前 10 的高校
1. 剑桥大学
2. 巴斯大学
3. 拉夫堡大学
4. 伦敦大学学院（UCL）
5. 卡迪夫大学
6. 爱丁堡大学
7.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8. 利物浦大学
9. 谢菲尔德大学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建筑学理学学士（第 1 部分）
BSc in Architectural Studies (Part 1)
建筑学硕士（第 2 部分）
Master of Architecture (Part 2)
architectureadmissions@cardiff.ac.uk

授课型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TAUGHT COURSES)
建筑设计文学硕士
Architectural Design MA
建筑学中的计算方法理学硕士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Architecture MSc
建筑环境设计理学硕士
Environmental Design of Buildings MSc
建筑环境设计理学硕士（远程学习）
Environmental Design of Buildings 
(Distance Learning) MSc
设计管理硕士（MDA）*
Master of Design Administration (MDA)*
建筑学研究生文凭：专业实践（第 3 部分）*
PgDip in Architecture: Professional Practice
(Part 3)*
可持续巨型建筑理学硕士
Sustainable Mega-Buildings MSc
可持续建筑保护理学硕士
Sustainable Building Conservation MSc
architectureadmissions@cardiff.ac.uk
城市设计文学硕士
Urban Design MA

cplan-pgtadmissions@cardiff.ac.uk

* 支持远程学习的课程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OSTGRADUATE RESEARCH 

DEGREE PROGRAMMES: )
建筑学博士 PhD Architecture
建筑学哲学硕士 MPhil Architecture
创意实践博士 PhD Creative Practice
ARCHI-research@cardiff.ac.uk
目前，我们在威尔士建筑学院（WSA）有 78
名注册研究生，正在进行以下 6 个跨文化领域
的研究：
建筑中的计算方法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Architecture
设计实践材料与制作
Design Practice Materials and Making
能源环境与人 
Energy Environments and People
遗产与保护 Heritage and Conservation
历史 History
理论与都市主义 Theory and Urbanism

建筑与建筑环境
排名世界第 46 位
2022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10. 纽卡斯尔大学
2022 年完全大学指南

排名
第3名

2022 年卫报大学指南

第4名

2021 REF 英国卓越研究

第9名

2022 年泰晤士报优秀大学指南

我的课程提供了很多实践机会，可充分体验可持续建筑设计领
域的实际工作环境，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创造了一个良好、
公平、宽容且多元化的学习环境，让建筑师、工程师、设计师
和顾问一起工作学习。我也很喜欢我的老师和教授，他们将学
生视为同事，关心每一个人，发现每个人的长处。受讲师和导
师的启发，我开始在威尔士建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周珏 (Jue Zhou)，中国，
建筑环境设计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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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学 www.cardiff.ac.uk/biosciences

生物

科学学院

地点：
Sir Martin Evans Building
（地图 2）

毕业去向：
生物技术；教育；研究与开发；生物产业；
医学和科学研究；野生动物管理；制药和生
物医学行业；公共部门组织；保护；卫生
保健

世界排名
第 27 位
生物科学
2022 年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排名
第 7 名  英国研究影响力 
2021REF
第 8 名  英国研究实力
2021REF

生物科学学院勇于创新，为学生提供各种支持。从分子水平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全方位生
物及生物医学科学的知识，学生都可以选择。我们的研究领先世界，老师们教授学生攻
克世界难题的技能。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生物化学理学学士
Biochemistry BSc
生物科学理学学士
Biological Sciences BSc
生物科学（遗传学）理学学士 * 
Biological Sciences (Genetics)* BSc
生物医学科学理学学士
Biomedical Sciences BSc 
生物医学科学（解剖学）理学学士 **
Biomedical Sciences (Anatomy)** BSc
生物医学科学（生理学）理学学士 **
Biomedical Sciences (Physiology)** BSc
神经科学理学学士
Neuroscience BSc
动物学理学学士
Zoology BSc

本硕连读课程 (INTEGRATED MASTERS)

生物科学硕士（MBiol）
Biological Sciences MBiol
生物化学硕士（MBiochem）
Biochemistry MBiochem
生物医学科学硕士（MBiomed）
Biomedical Sciences MBiomed
神经科学硕士（MNeuro）
Neuroscience MNeuro
bioscience-ug@cardiff.ac.uk
* 可通过生物科学理学学士课程学习

** 可通过生物医学科学理学学士课程学习

请注意：上述所有专业可选包含实践课程的
专业培训年。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生物科学研究型硕士
Biosciences MRes
biosi-mres@cardiff.ac.uk

全球生态与保护理学硕士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MSc
大数据生物学理学硕士
MSc Big Data Biology course
biosi-msc@cardiff.ac.uk
我们也设有生物科学研究型硕士，以及多个
生物和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博士生机会，使
学生能够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型研究社区
中继续深造。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MPHIL RESEARCH AREAS)

关节炎 Arthritis
生物医学 Biomedicine
植物科学 Plant Science
癌细胞生物学 Cancer Cell Biology
生态与进化 Ecology and Evolution
综合神经科学 Integrative Neuroscience
分子生物科学 Molecular Biosciences
神经科学 Neuroscience
动物学 Zoology
biosiresearch@cardiff.ac.uk

第 119 名 生命科学与医学
2022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顶尖的学者、新奇的事物、便捷的交通，卡迪夫大学就是我心中
的完美大学。在卡迪夫大学，我结交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增长了

见识。卡迪夫大学真的很棒，在这里可以开拓视野，让我们变得出类拔萃！
迦勒 (Caleb)，美国，生物医学科学理学学士 /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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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科 www.cardiff.ac.uk/business-school

卡迪夫商学院
作 为 获 得 国 际 商 管 学 院 协 会（AACSB
International†）和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
会（AMBA*）权威认可的商学院，我们
的目标很明确：推动威尔士发展，造福
全世界。我们启发学生运用创新思维，
在学习和生活中带来改变。

国际预科课程

商业、经济、会计与金融

本科生课程

地点：
Aberconway Building（地图 30）

毕业去向：
动视；博柏利；花旗银行；德勤；戴森；富士；
汇丰银行；毕马威；利多超市；马士基航运；
微软；无印良品；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NHS)；
英国国家统计署；普华永道；泛亚班拿 (DSV)

排名
前 150 强 商业与经济学
2022 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前 150 强 商业与管理研究
2022 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前 150 强 会计与金融
2022 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第 13 名  会计与金融
2023 年完全大学指南
第 26 名  商业与管理研究
2023 年完全大学指南
† 国际商管学院协会（AACSB International）
* 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AMBA）

社会价值观
我们看重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希望用创
新的思维为商业领域注入人性化，保证可持
续发展。
详情请见：
www.cardiff.ac.uk/publicvalue

(UNDERGRADUATE COURSES)
会计学理学学士 Accounting BSc
会计与金融理学学士
Accounting and Finance BSc
银行与金融理学学士 / 经济学学士 *
Banking and Finance BScEcon/BSc*
商业经济学理学学士 / 经济学学士 *
Business Economics BScEcon/BSc*
商业管理理学学士 *
Business Management BSc*
• 综合 General Route
•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国际管理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 物流与运营 Logistics and Operations
•市
 场营销学 Marketing
•威
 尔士语教学 with Welsh
商业研究与日本理学学士
Business Studies and Japanese BSc
经济学理学 / 文学学士 / 经济学学士 +
Economics BScEcon/BSc/BA+
经济与金融学经济学学士
Economics and Finance BScEcon
经济与管理研究经济学学士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udies
BScEcon
studybusiness@cardiff.ac.uk
* 可提供一门欧洲语言教学
+可提供一门欧洲语言及其他人文学科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studybusiness@cardiff.ac.uk
工商管理硕士（MBA）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工商管理与人工智能硕士（MBA）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BA
商业管理理学硕士
Business Management MSc

会计与金融
(ACCOUNTING AND FINANCE)

经济学 (ECONOMICS)

经济学理学硕士 Economics MSc
金融经济学理学硕士
Financial Economics MSc
国际经济、银行与金融学理学硕士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anking and 
Finance MSc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Sc
国际管理理学硕士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MSc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Sc

物流与运营管理 (LOGISTICS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物流与运营管理理学硕士
Logistics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MSc
海事政策与航运管理理学硕士
Maritime Policy and Shipping
Management MSc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理学硕士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Sc
市场营销与策略
(MARKETING AND STRATEGY)

商业策略与创业理学硕士
Business Strategy and Entrepreneurship
MSc
市场营销学理学硕士 Marketing MSc
策略营销学理学硕士 
Strategic Marketing MSc

博士研究领域
(PHD RESEARCH AREAS)

会计与金融 Accounting and Finance
经济学 Economics
物流与运营管理
Logistics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管理、就业与组织
Management, Employment and 
Organisation
市场营销与策略 Marketing and Strategy
CARBS-PhD@cardiff.ac.uk

会计与金融理学硕士 
Accounting and Finance MSc
金融学理学硕士 Finance MSc

所有本科课程均提供为期一年的专业实习或出国留学机会。有偿工作或出国留学一般安
排在四年制学位项目的第三年。

www.cardiff.ac.uk/study
化学 www.cardiff.ac.uk/chemistry

1883 年起，卡迪夫大学就开始教授化学专业。我们国际领先的研究与教学致力于应
对 21 世纪的重大科学挑战。

化学学院

我们为化学研究与教学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化学院在现代化学领域声誉卓著，吸引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本科生课程

地点：
Main Building
（地图 1）
我们为学生提供众多开阔眼界的机会，例如
出国留学或为期一年的业内带薪工作。

毕业去向：
3M 公司；阿斯利康；空客；吉百利；
CogentPower；葛兰素史克；知识产
权局；琼斯环境取证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学
www.cardiff.ac.uk/computer-science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学
学院

地点：ABACWS, Cardiff
National Software Academy, Newport
（地图 36）
School of Chemistry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cs

毕业去向：
软件工程师；网站开发人员；计算机程序员；
软件开发人员；业务分析师；系统开发人员

UNDERGRADUATE COURSES
化学理学学士 / 化学硕士
Chemistry BSc/MChem
药物化学理学学士（新课程）
Medicinal Chemistry BSc (New Course)
化学理学学士（提供海外实习年） 
Chemistry with a Placement Year Abroad BSc
化学硕士（提供海外实习年）
Chemistry with a Placement Year Abroad
MChem
化学理学学士（提供业内实习年）
Chemistry with a Year in Industry BSc
化学硕士（提供业内实习年）
Chemistry with a Year in Industry
MChem
chemistry@cardiff.ac.uk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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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理学硕士
Biological Chemistry MSc
药物化学理学硕士
chemistry@cardiff.ac.uk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MPHIL RESEARCH AREAS
生物化学 Biological Chemistry
催化 - 卡迪夫催化研究所
Catalysis in the Cardiff Catalysis Institute
化学 Chemistry
无机化学 Inorganic Chemistry
有机合成学 Organic Synthesis
物理有机化学 Physical Organic Chemistry
固态材料学 Solid State Materials
理论与计算化学
Theoretical and Computational Chemistry
chemistry-pgr@cardiff.ac.uk

高级化学理学硕士
Advanced Chemistry MSc

我们的理学学士、化学硕士以及大部分理学硕士学位由英国皇家化学学会认证，确
保学生在就读期间能获得高质量教学。我们还推出了全新药物化学理学学士学位课
程，并提供绝佳的就业机会。
我们的创新型环境设备先进，为学生提供各种支持。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学学院在应
用研究领域享誉国际。
我们非常重视学生们的就业竞争力，积极与行业开展合作，确保课程内容具有时效
性和针对性。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应用软件工程学理学学士
Applied Software Engineering BSc
计算机科学理学学士*
Computer Science BSc*
计算机科学硕士 **
Computer Science MSci**
计算机科学与安全及取证理学学士*
Computer Science with Security and
Forensics BSc
comsc-ug@cs.cardiff.ac.uk
* 提供出国留学及业内实习机会
** 本硕连读的四年制课程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高级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 †
Advanced Computer Science MSc†
人工智能理学硕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Sc
计算与数据新闻理学硕士
Computational and Data Journalism MSc
计算理学硕士 †
Computing MSc†
计算与 IT 管理理学硕士 †
Computing and IT Management MSc†

网络安全理学硕士
Cyber Security MSc
政府数据分析理学硕士
Data Analytics for Government MSc
数据科学与分析理学硕士
Data Science and Analytics MSc
软件工程学理学硕士 †
Software Engineering MSc†
computing-pg@cardiff.ac.uk
† 可提供一年实习机会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MPHIL RESEARCH AREAS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学博士 / 哲学硕士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cs (PhD,
MPhil)
comsc-pgresearch@cs.cardiff.ac.uk

我们 96% 的科研成果被评为

世界领先
或国际优秀。

2021 年卓越研究框架

本学院的学位由英国特许 IT 学院英国电脑学会定期评估和专业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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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学 www.cardiff.ac.uk/dentistry

牙科学院

牙科学院为国际学生开设一门本科课程以及五门授课型研究生课程，提供高水准临床与
学术培训。学生有机会与业界翘楚共事，也有机会进入全英最好的牙科诊所、教育与研
究机构工作。

毕业去向：

专科牙科护理；牙科学院；口腔科学行业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牙科学学士学位 Dentistry BDS
DentalUGAdmissions@cardiff.ac.uk

地点：
Dental Hospital
（地图 76）
我们课程教授的知识与技能，备受威尔
士、英国及其他地区雇主的青睐，让学
生们充满信心，在职业生涯中脱颖而出。

地球与环境科学
www.cardiff.ac.uk/earthenvironmentalsciences

地球与环境科学
学院

地点：
Main Building
（地图 1, 22）
学院设施先进，配备了专用 IT 实验室、
最先进的分析仪和自己的研究考察船。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口腔修复研究生（MClinDent）
MClinDent Prosthodontics
牙髓病学研究生（MClinDent）
MClinDent Endodontics
种植学理学硕士 MSc Implantology
口腔生物学理学硕士 MSc Oral Biology
正畸学理学硕士（MScD）
MScD Orthodontics
组织工程学与再生医学理学硕士
MSc Tissue Engineering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临床经验博士 PhD with a Clinical Component
DentalPGAdmissions@cardiff.ac.uk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MPHIL RESEARCH AREAS)

高级疗法 Advanced Therapies
酒精与暴力 Alcohol and Violence
牙科数据科学 Dental Data Science
牙科教育、奖学金与创新
Dental Education, Scholarship and 
Innovation
牙科公共卫生 Dental Public Health
改善牙科学 Improving Dentistry
基质生物学与组织修复
Matrix Biology and Tissue Repair
微生物疾病学 Microbial Diseases
再生医学 Regenerative Medicine
DentalPGAdmissions@cardiff.ac.uk

全英 90 所大学中
研究实力

排名第 4
2021 年卓越研究框架

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是了解地球演化的理想地方。平易近人的老师们是各自领域的专家，
对教学充满热情。实地考察是教学和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得益于南威尔士的地理
位置，我们可以轻松乘坐自己的研究船“指引之光”，去野外进行探索。

毕业去向：

必和必拓；环境署；国际地理服务；莫特
麦克唐纳；柏诚集团；泰坦环境调查

本科生课程（理学学士 / 本硕连读）
(BSC/MSCI UNDERGRADUATE COURSES)

除环境可持续性科学理学学士外，所有本
科课程均提供专业实习年
环境地理学理学学士 / 硕士
Environmental Geography BSc/MSci
环境地球科学理学学士 / 硕士
Environmental Geoscience BSc/MSci
环境可持续性科学理学学士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cience BSc
勘探地质学理学学士 / 硕士
Exploration Geology BSc/MSci
地质学理学学士 / 硕士
Geology BSc/MSci
海洋地理学理学学士 / 硕士
Marine Geography BSc/MSci
自然地理学理学学士 / 硕士（+ 专业实习年）
Physical Geography BSc/MSci + PP
earth-ug@cardiff.ac.uk

研究生课程

应用环境地质学理学硕士
Applied Environmental Geology MSc
环境危害理学硕士
Environmental Hazards MSc
变化世界中的水资源理学硕士
Water in a Changing World MSc
earth-pg@cardiff.ac.uk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MPHIL RESEARCH AREAS)

寒冷气候学 Cold Climates
地球表面过程学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经济地质学 Economic Geology
地球化学 Geochemistry
地球微生物学与生物地球化学
Geomicrobiology and Biogeochemistry
非洲地球科学 Geoscience Africa
海洋与气候系统学 
Ocean and Climate Systems
古生物学 Palaeobiology
可持续地质环境学 
Sustainable Geoenvironments
构造学与地球物理学
Tectonics and Geophysics
earth-pg@cardiff.ac.uk

众多课程均由伦敦地质学会和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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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
www.cardiff.ac.uk/engineering

工程学院

工程学院与世界各地的行业伙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研究能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这
意味着学生可以师从国际知名专家，接受最前沿的、与职业相关的教育。我们的毕业生就
业竞争力强，本科在读生可以通过一年的业内实习进一步拓展就业前景。不少学位课程还
提供奖学金。
地点：
Trevithick and Queen’s Building
（地图 21）

除学院的一门既定课程之
外，所有课程都提供相关
专业工程机构的认证。
（通信技术与创业理学硕士目前未获认证。）

毕业去向：
阿特金斯；塔塔钢铁；贝宜系统；科
鲁斯；莫特麦克唐纳；英国铁路网公
司；奥雅纳；国家电网；雷尼绍；福特；
空客

我在卡迪夫大学度过了一段美好的
时光，极力推荐这所大学！在攻读
学位期间，我通过电力学院奖学金
完成了两个实习（该奖学金适用于所
有电气和电子工程学专业的学生），
提高了我的沟通、领导力、项目管
理等方面的技能，为工作做好了准
备。我目前在伦敦，为天空公司的“技

术研究生计划”工作。

伊莎贝尔 · 马奥尼 (Isabelle Mahoney)，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硕士 (MEng)

国际预科课程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PROGRAMME)
工程学 Engineering
foundation@cardiff.ac.uk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建筑工程学工程学士 / 硕士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BEng/MEng
土木工程学工程学士 / 硕士
Civil Engineering BEng/MEng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工程学士 / 硕士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BEng/
MEng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工程学士 / 硕士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BEng/MEng
综合工程学工程学士 / 硕士
Integrated Engineering BEng/MEng
机械工程学工程学士 / 硕士
Mechanical Engineering BEng/MEng
医学工程学工程学士 / 硕士
Medical Engineering BEng/MEng
请注意：上述所有课程均可提供一年业内
实习。
engineering-ug@cardiff.ac.uk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高级机械工程学理学硕士
Advance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Sc
智能工程建筑基础设施与信息建模理学硕士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Modelling for Smart Engineering MSc
土木工程学理学硕士 Civil Engineering MSc
土木与地质环境工程学理学硕士
Civi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Sc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理学硕士
Civil and Water Engineering MSc
通信技术与创业理学硕士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Entrepreneurship MSc
化合物半导体电子理学硕士
Compound Semiconductor Electronics
MSc
电能系统理学硕士 
Electrical Energy Systems MSc
制造工程、创新与管理理学硕士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MSc
结构工程学理学硕士
Structural Engineering MSc
可持续能源与环境学理学硕士
Sustainabl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MSc
无线与微波通信工程学理学硕士 *
Wireless and Microwave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MSc*
engineering-pg@cardiff.ac.uk
* 可提供业内实习年或研究年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MPHIL RESEARCH AREAS

土木工程学 (Civil Engineering)、机械工程
学 (Mechanical Engineering)、医学工程学
(Medical Engineering)、电气与电子工程学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无线与微波通信研究型硕士 (Wireless and
Microwave Communication MRes)。
engineering-pgr@cardiff.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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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传播学与哲学
www.cardiff.ac.uk/
englishcommunication-philosophy

英语、传播学与
哲学学院

严谨的态度、创新的思维和求知的欲望是我们教学和研究的核心。我院拥有多元化的学生
社区，为探索语言、文本、文化、思想、价值观和身份研究开拓了新视角。由世界领先的
研究人员、经验丰富的从业者执教，学生们在英语文学与语言、创意写作与哲学方面受益
匪浅。

毕业去向：

我们的毕业生就业于公共、私营和其他机
构，其中包括：教育（教学）；新闻和数字
媒体；营销和公关；销售和广告；文案和
编辑；公务员；管理；人力资源；通讯；
地方政府；遗产；出版等行业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地点：
John Percival Building（地图 27）

排名
第 22 名 英语
2023 年完全大学指南
第 25 名 哲学
2023 年完全大学指南
第 68 名 英语语言文学
2022 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历史、考古与宗教学
www.cardiff.ac.uk/historyarchaeologyreligion

历史、考古与宗
教学学院

地点：
John Percival Building（地图 27）

排名
第 13 名 神学与宗教研究
第 16 名 考古学
第 30 名

历史学

2023 年完全大学指南

英语语言文学学士 *
English Language* BA
英语语言与语言学文学学士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BA
英语语言与文学文学学士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A
英国文学文学学士 *
English Literature* BA
英语文学与创意写作文学学士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reative Writing BA
哲学文学学士 * Philosophy* BA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应用语言学文学硕士 Applied Linguistics MA
创意写作文学硕士 Creative Writing MA
英国文学文学硕士 English Literature MA
法医语言学文学硕士 Forensic Linguistics MA
语言与语言学文学硕士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A
哲学文学硕士 Philosophy MA
encap-pg@cardiff.ac.uk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MPHIL RESEARCH AREAS)

创意与批判性写作 (Creative and Critical
Writing)、批判与文化理论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英国文学 (English Literature)、语言
与传播学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哲
学 (Philosophy)。
encap-pg@cardiff.ac.uk

* 可提供现代语言或其他人文学科

encap-admissions@cardiff.ac.uk
我们的创新交流平台包 括 卡 迪 夫 读 书 会 (Cardiff BookTalk)、 卡 迪 夫 哲 学 节 (Cardiff
Philosophy Festival)、 卡 迪 夫 诗 歌 创 作 室 和 交 流 会 (Cardiff Poetry Experiment and
Intersections)。
我们优秀的研究和教学中心致力于研究从史前时代到现代社会历史与信仰的变迁，并勇
于创新，受到国际认可。我们灵活的课程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卡迪夫作为首府城市，
为教学提供了额外的资源，特别是与威尔士国家博物馆的合作，为考察许多意义重大的
历史遗迹提供了便利。

毕业去向：

我们的毕业生在遍布于各个领域：媒体；
遗产；教育教学；法律；公务员；人力资源；
金融；广告；市场营销与传播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古代历史学文学学士 Ancient History BA
古代历史与历史学文学学士
Ancient History and History BA
考古学文学 / 理学学士
Archaeology BA/BSc
考古学与古代历史文学学士
Archaeology and Ancient History BA
考古学与历史学文学学士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BA
博物馆与考古学中的文物保护理学学士
Conservation of Objects in Museums and
Archaeology BSc
历史学文学学士 History BA
宗教与神学文学学士 
Religion and Theology BA
联合荣誉课程包括：
Our joint honours courses include:
英国文学与历史学文学学士
English Literature and History BA
历史学与经济学文学学士
History and Economics BA
政治学与现代历史经济学理学学士
Politics and Modern History BSc Econ

宗教研究与哲学文学学士
Religious Studies and Philosophy BA
威尔士与历史学文学学士
Welsh and History BA
SHARE-admissions@cardiff.ac.uk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考古学文学硕士 Archaeology MA
考古学科学理学硕士 
Archaeological Science MSc
收藏品护理学理学硕士
Care of Collections MSc
保护实践理学硕士
Conservation Practice MSc
历史学文学硕士 History MA
专业保护理学硕士 
Professional Conservation MSc
神学硕士（MTh） Theology MTh
SHARE-admissions@cardiff.ac.uk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MPHIL RESEARCH AREAS)

古代历史学 (Ancient History) 、考古学
(Archaeology) 、保护学 (Conservation) 、
历史与威尔士历史学 (History and Welsh
History) 、宗教与神学研究 (Religious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SHARE-admissions@cardiff.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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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规划学
www.cardiff.ac.uk/geography-planning

地理学与规划学
学院

作为享誉国际的教学科研与交流中心，我院关注建筑物对自然环境以及对经济、社会、
政治与文化变革的影响，在城市规划和人文地理领域声誉斐然。
地理学与规划学学院热情洋溢，勇于批判创新。我们的目标是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艰巨
挑战，改造人类居住环境、生存空间和生活系统，致力于为世界各地人民带来更好的福祉。
地点：
Glamorgan Building
（地图 7）

毕业去向：
政府；规划咨询公司；环境规划公司；环
境咨询机构；城市设计公司；交通规划
及土木工程组织；慈善机构；教育机构

资格认证：
我院开授的多门本科及研究生课程由世
界一流专业机构或学术机构认证，包括
皇家城市规划学会 (RTPI)，皇家地理学
会 (RGS)，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 (RICS)
和特许公路及交通学会 (CIHT)。

世界排名
第 21 位
地理学专业

2022 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排名
第 9 名  英国研究实力
2021REF
前 20 名  城乡规划与景观设计专业
2023 完全大学指南
前 100 强 地理学专业
2022 QS 世界大学专业排名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人文地理理学学士
Human Geography BSc
人文地理与规划理学学士
Human Geography and Planning BSc
城市规划与发展理学学士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BSc
所有本科生课程均可提供一年业内实习

gandpenquiries@cardiff.ac.uk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环境与发展理学硕士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MSc
国际规划与发展理学硕士
Internation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MSc
国际规划与城市设计理学硕士
International 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MSc
规划实践研究生证书课程
Planning Practice PgCert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环境规划）理学硕士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Environmental Planning) MSc
空间规划与发展理学硕士
Spati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MSc
可持续发展、规划与环境政策理学硕士
Sustainability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MSc
交通与规划理学硕士
Transport and Planning MSc
城市与区域发展理学硕士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MSc
城市设计文学硕士
Urban Design MA
gandpenquiries@cardiff.ac.uk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MPHIL RESEARCH AREAS

环境 Environment
社会与文化地理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空间规划与城市环境分析
Spatial Planning and Analysis in City
Environments
城市与区域治理
Urban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gandpenquiries@cardiff.ac.uk

我院很多教职员工来自海外，研究
足迹遍布全球四大洲。我们的课程

无论是在教学内容上还是方式上都
实现了真正的国际化。

教学过程中，学生有机会参与最前
沿的研究课题和项目。通过案例学
习、实地考察和工作实习的机会，

学以致用，把学术知识和分析技能
应用到实际中。

在地理学与规划学学
院，我可以自由地探索
感兴趣的领域、丰富知识，
增强了独立学术能力。这是个非常
棒的学院，对教育很投入，给予了

学生很多帮助！

汉斯 (Hans)，美国
人文地理与规划专业理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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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科学
www.cardiff.ac.uk/healthcare-sciences

医疗保健科学
学院

我们是领先的教学机构，为护理、助产和相关健康专业人士提供研究生教育。通过自主
性学习和相关课程的联合培养，我们的课程帮助学生应对快速变化的、极具挑战性的医
疗健康环境，在职业生涯中不断前进。我们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创新体验，让学生站在医
疗健康的前沿，运用知识改善患者护理和临床实践。
地点：
Eastgate House（地图 22）
Heath Park Campus（如上图）
（地图 79）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本专业部分本科生课程的国际名额
有限。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通过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

我们的研究领域适用于护士、助产
士、理疗师、职业治疗师和放射线
技师等医疗保健专业人士。
hcarephdenquiries@cardiff.ac.uk

毕业去向：

hcareadmissions@cardiff.ac.uk

学生可以充分利用最先进的临床设施，
以及专为研究生配置的学习空间。

职业治疗师；理疗师；放射线技师；护士；
助产士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我们所有的授课内容都有录像，需要时
可在线上回顾。

排名
第 3 名 英国物理治疗专业排名
2023 完全大学指南
第 5 名 英国护理专业排名
        （儿童、心理健康与成人方向）
         2023 完全大学指南

高级医疗保健实践理学硕士
Advanced Healthcare Practice MSc
职业治疗理学硕士
Occupational Therapy MSc
物理治疗理学硕士
Physiotherapy MSc

医疗卫生学院提交的研究项目 100% 达
到国际水准，其中 94% 的研究项目被评
为“国际优秀”或“世界领先”。

放射学理学硕士
Radiography MSc
运动与运动理疗理学硕士
Sports and Exercise Physiotherapy MSc
hcarepgtadmissions@cardiff.ac.uk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MPHIL RESEARCH AREAS)

全英排名
第1位

心理咨询、心理治疗
与职业治疗专业
2023 完全大学指南

我们的研究课题横跨三个领域：
1. 优化患者福利与长期病情管理
Optimising wellbe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long-term conditions.
2. 提供与组织优化服务
Optimising service delivery and
organisation.
3. 通过活动、生活方式和技术，优化健康
Optimising health through activity, 
lifestyles and technology.

在卡迪夫医疗保健科
学学院的留学经历，让
我增强了批判性思维、团
队合作能力、领导力和沟通技巧，
受益匪浅。我积极和本地及其他国
家的学生交朋友，享受在这里的每
一刻。卡迪夫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
市，像伦敦一样应有尽有。
法瓦兹 (Fawaz)，沙特阿拉伯
医疗保健专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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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媒体与文化
www.cardiff.ac.uk/journalism-mediaand-culture

新闻学、媒体
与文化学院

我院师资雄厚，是世界领先的媒体教学与研究中心，很多教师参与了全球顶尖大学及新闻
学院的合作项目，拥有国际经验。
我们的课程完美地结合了学术研究和职业培训。

地点：
Two Central Square
（地图 35）

毕业去向：
行业：通信和 IT；金融；房地产；
教育；交通运输业；零售业
职业：新闻工作者；编辑；
业务执行官；专业公关；作家；
翻译；研究助理；记者；
制作编辑；教师

世界排名
第 22 位

传播与媒体研究专业
2022 QS 世界大学专业排名

排名
第2名

 播与媒体研究专业排名
传
2021REF

第 7 名 媒体与电影研究专业排名
2022 卫报大学指南
第 9 名 传播与媒体研究专业排名
2023 完全大学指南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新闻学与传播学文学学士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BA
媒体与传播学文学学士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BA
媒体、新闻学与文化文学学士
Media, Journalism and Culture BA
新闻学、传播学与政治学文学学士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s BA
新闻学、媒体与英语文学文学学士
Journalism, Media and English Literature BA
新闻学与威尔士语文学学士
Welsh and Journalism BA
jomecstudentsupport@cardiff.ac.uk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政治传播学文学硕士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A
jomecstudentsupport@cardiff.ac.uk
* 课程均由英国及国际专业机构认证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MPHIL RESEARCH AREAS)

数字媒体与社会
Digital Media and Society
新闻学与民主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媒体、文化与创意
Media, Culture and Creativity
jomecstudentsupport@cardiff.ac.uk
学院位于卡迪夫媒体中心，毗邻本地和国
家媒体公司，包括 BBC（英国广播公司）
威尔士总部。

广播新闻学文学硕士 *
Broadcast Journalism MA*
计算与数据新闻学理学硕士
国际公共关系及全球传播管理学的硕士学
Computational and Data Journalism MSc
位由英国特设公共关系学院权威认证。
文化与创意产业文学硕士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MA
数字纪录片文学硕士
Digital Documentaries MA
数字媒体与社会文学硕士
Digital Media and Society MA
就读卡迪夫大学非常
国际新闻学文学硕士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MA
考验学术能力，增强
国际公共关系与全球传播管理学文学硕士 *
了我的专业水平，拓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and Global
展了我的国际人脉。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MA*
新闻学、媒体与传播学文学硕士
Journalism,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MA
塔妮莎 (Jamaica)，牙买加
杂志新闻学文学硕士 *
国际公共关系与全球传播管理专业文
Magazine Journalism MA*
学硕士
时事新闻学文学硕士 *
News Journalism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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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
www.cardiff.ac.uk/law-politics

政法学院

我们有着充满活力的学生和高素质的教职员工，为探索法律、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快速蓬
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教学体验。法学院的友好、互助和多元文
化的环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地点：
Law Building
（地图 4）

毕业去向：
印度高等法院；奔驰法国；牛津大学出
版社；金融申诉服务；皇家空军；星巴克；
摩根大通集团；英国难民署；苏史密斯
律师行
政法学院提交的研究项目 100% 达到国
际水准，其中 84% 的研究项目被评为“国
际优秀”或“世界领先”。

研究领域
在最新发布的卓越研究框架 (REF) 中，
我校的法律研究专业在研究环境方面排
名第 5，在研究影响力方面排名第 6。在
“法律评估单元 (UOA)”中，我们取得了
3.34 的总平均绩点，在英国排名第 15。
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影响力获
得了最高分 4.0 分。我们提交的报告中，
80% 的报告在独创性和研究意义方面被
评为“国际优秀”或“世界领先”。

昭雪项目
以“司法不公”为主题，开展个案工作、
研究和宣传——我们是首个在上诉法院
中成功翻案的英国大学。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法学法学学士 Law LLB
法学与犯罪学法学学士
Law and Criminology LLB
法学与政治学法学学士
Law and Politics LLB
法学与威尔士语法学学士
Law and Welsh LLB
法学与法语 · 法学学士 
Law and French LLB
lawpladmissions@cardiff.ac.uk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 教会法法学硕士 Canon Law LLM
• 治理与权力下放法学硕士 
Governance and Devolution LLM
• 人权法法学硕士
Human Rights Law LLM
• 知识产权法法学硕士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LLM
• 国际商法法学硕士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LLM
• 法学法学硕士 Law LLM
• 医疗实践中的法律问题法学硕士 
Legal Aspects of Medical Practice LLM
• 社会保障法法学硕士
Social Care Law LLM
• 航运法法学硕士 
Shipping Law LLM
lawpladmissions@cardiff.ac.uk

专业法律培训课程
(PROFESSIONAL LEGAL TRAINING)

律师培训课程 (BTC)
Bar Training Course (BTC)
可提供法学硕士学位课程及研究生文凭衔
接课程
LLM and PgDip pathways available
law-btc@cardiff.ac.uk
法学研究生文凭课程 (GDL)
Graduate Diploma in Law (GDL)
law-gdl@cardiff.ac.uk

法律实务课程 (LPC) 法学硕士学位
Legal Practice Course (LPC) LLM
law-lpc@cardiff.ac.uk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MPHIL RESEARCH AREAS)

我们从国内、跨国和全球角度出发，与学
院浓厚的学术文化相结合，提供的法律监
管项目，涵盖了私人、公共及商业领域，
主要有以下研究中心与小组：
• 卡迪夫犯罪、法律与司法中心
Cardiff Centre for Crime, Law and Justice
• 人权与国际公法中心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Public Law
• 健康与社会保障法中心
Centre for Health and Social Care Law
• 法律与宗教中心
Centre for Law and Religion
•法
 律与社会中心
Centre for Law and Society
• 威尔士治理中心
Wales Governance Centre
• 环境司法中心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互
 联网与全球政治中心
Centre for Internet & Global Politics
lawpol-pgr@cardiff.ac.uk
研究领域取决于导师。由于人员调整和研
究人员外出，上述列表的研究领域可能有
所调整。

我们借助多个公益性法律服务机
构，为学生的法律职业生涯创造了
良好的开端，让学生可以在处理真
实案例和帮助社区的同时，提高在
客户服务、法律研究、写作与公开
演讲等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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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政治学与法语文学学士 

French and Politics BA

政治学与德语文学学士 
German and Politics BA
国际关系经济学学士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ScEcon
意大利语与政治学文学学士 
Italian and Politics BA
新闻学、传播学与政治学文学学士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s BA
政治学经济学学士 
Politics BScEcon
政治学与经济学经济学学士 
Politics and Economics BScEcon
政治学与现代历史经济学学士 
Politics and Modern History BScEcon
政治学与哲学经济学学士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BScEcon
政治学与社会学文学学士 
Politics and Sociology BA
政治学与西班牙语文学学士 
Politics and Spanish BA
政治学与威尔士语文学学士 
Welsh and Politics BA
lawpladmissions@cardiff.ac.uk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国际关系经济学硕士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ScEcon
政治学与公共政策经济学硕士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MScEcon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理学硕士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Sc

全球 150 强
政治学专业

2022 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威尔士政府与政治学经济学硕士
Welsh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MScEcon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政治学）理学硕士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Politics) MSc
lawpladmissions@cardiff.ac.uk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MPHIL RESEARCH AREAS

我们提供 5 门博士 / 哲学硕士课程。
• 比 较政治学、政策与治理博士 / 哲学硕士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cy and
Governance PhD/MPhil
• 欧洲政治与地区研究博士 / 哲学硕士
European Politics & Area Studies PhD/
MPhil
• 国际关系与政治博士 / 哲学硕士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Politics PhD/MPhil
• 政治理论博士 / 哲学硕士
Political Theory PhD/MPhil
• 威尔士博士 / 哲学硕士
Wales PhD/MPhil
研究领域涵盖：
• 冷战 The Cold War
• 比较政治学、政策与治理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cy and
Governance
•全
 球政治批判 Critical Global Politics
• 批判性军事研究 Critical Military Studies
•发
 展与后殖民主义
Development and Postcolonialism
• 数字技术、互联网治理与网络安全
Digital Technologies,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Cyber-Security
• 欧洲政治和区域研究
European Politics and Area Studies

•性
 别与国际关系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全球环境政治学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情
 报与安全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国
 际法与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核
 政治 Nuclear Politics
• 政治与国际理论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Theory
• 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 安全研究 Security Studies
•威
 尔士与区域自治 
Wales, Territorial and Devolutionary Politics
lawpol-pgr@cardiff.ac.uk

如果想深入研究影响
全球日常生活的政治
及 政 策， 我 强 烈 推 荐
卡迪夫大学的政治和公共政策课
程。这一课程能够让你了解各种不
同观点，并塑造自身的政治价值观
和信仰。更具体地说，政治和公共
政策课程可以开发跨领域研究能
力、提升思考能力和沟通技能，有
助于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取得成功。
迈克尔 (Michael)，英国
政治与公共政策专业经济学硕士

32
医学
www.cardiff.ac.uk/medicine

医学院

地点：
Medical School, Heath Park Campus
（地图 78）

毕业去向：
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NHS)；全科医师；
武装部队；私营医疗行业；公益部门；
大学；其他需要医疗知识和临床技能的
领域
2021 英 国 学 生 满 意 度 调 查 中，95% 学
生认为这门课具有智力激发作用

研究实力
92% 的临床医学研究项目被评为“国际
优秀”或“世界领先”。
我们专注于生物医学、临床转化和实验
医学：研究项目横跨癌症、免疫学、传
染病与免疫介导疾病，以及遗传疾病学
等多个关键领域，研究成果极大地改善
了患者的健康。
2021 年卓越研究框架

排名
第 17 名

2023 完全大学指南

第 110 名 2022 QS 世界大学专业排名

卡迪夫大学医学院培养了杰出的临床医生、科学家、创新者、教师及其他医疗保健专业
人员。我们创新且具有挑战性的课程，以病人为中心的“真切关怀”的宗旨，以及与全
球专家共事的机会，在学生中广受好评。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医学内外全科医学士 *
Medicine MBBCh*
医学药理学理学学士 / 公共卫生硕士
Medical Pharmacology BSc/MPh
medadmissions@cardiff.ac.uk

* 课 程可参与欧洲交换生项目、行业内推和最后
一年的国际进修项目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高级新生儿护理实践理学硕士 / 研究生文凭 *
Advancing Neonatal Practice* MSc/PgDip
高级外科手术实践理学硕士 *
Advanced Surgical Practice* MSc
应用与实验临床免疫学理学硕士
Applied and Experimental Clinical
Immunology MSc
应用生物信息学与基因组学 / 应用生物信息
学与遗传流行病学理学硕士
Applied Bioinformatics and Genomics/
Applied Bioinformatics and Genetic
Epidemiology MSc
重症护理理学硕士 * Critical Care* MSc
临床老年病学理学硕士 * 
Clinical Geriatrics MSc*
糖尿病学理学硕士 * Diabetes* MSc
临床皮肤病学理学硕士
Dermatology, Clinical MSc
皮肤病学实践理学硕士 / 研究生文凭 *
Dermatology, Practical* MSc/PgDip
糖尿病实践理学硕士 *
Diabetes Practice MSc*
遗传与基因组咨询理学硕士 †
Genetic and Genomic Counselling† MSc
医学教育理学硕士 / 研究生文凭
Medical Education MSc/PgDip
医学教育（线上） 理学硕士 / 研究生文凭 /
研究生证书
Medical Education (e-learning) MSc/
PgDip/PgCert
医学毒理学理学硕士 / 研究生文凭 / 研究生
证书 *
Medical Toxicology* MSc/PgDip/PgCert

疼痛管理理学硕士 *
Pain Management* MSc
医疗从业人员的保守疗法理学硕士 †
Palliative Medicine for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MSc
精神病学理学硕士 * Psychiatry* MSc
公共卫生学公共卫生硕士
Public Health MPH
创伤愈合与组织修复理学硕士 †
Wound Healing and Tissue Repair† MSc
pgtmedadmissions@cardiff.ac.uk

博士研究领域
(PHD RESEARCH AREAS)

癌症与遗传 Cancer and Genetics
感染与免疫 Infection and Immunity
人口医学 Population Medicine
心理医学与临床神经科学
Psychological Medicine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
pgrmedic@cardiff.ac.uk
医学与临床教育学 
Medical and Clinical Education
medicaleducation@cardiff.ac.uk

工作职位

所有临床专业包括：急诊护理；麻醉学；
临床学术；急诊医学；全科医疗；重症监
护；医学；职业医学；妇产科；眼科；儿科；
病理学；精神病学；公共卫生；放射学。

卡迪夫医学院是英国有能力提供远程
医学教育的最大机构之一，学生可以
在世界各地在线攻读并取得研究生
学位。
攻读医学（内外全科医学士学位）的学
生有机会去世界各地留学。
* 课程完全通过在线远程学习授课
† 课程主要通过在线远程学习授课

33
数学
www.cardiff.ac.uk/mathematics

数学院

与才华横溢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享受我们提供的因人而异、激发智力的课程，在毕业后
迈上振奋人心的职业道路。
数学院友好活跃的学术与研究氛围，能让学生跟从内心对数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的专业
技能和数学技能。

毕业去向：

授课型研究生课程
金融经理；讲师；风险分析员；统计学家； (POSTGRADUATE TAUGHT)
运筹研究；管理学家；管理咨询顾问；业
务分析员；供应链经理；政府运营研究员；
统计学相关工作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地点：
ABACWS
（地图 36）
我院与多个国际合作伙伴紧密联系，把
研究成果和影响力扩散到全球范围，为
我们的学生创造了行业机遇。

数学理学学士 * † Mathematics (BSc)* †
数学数学硕士 * † Mathematics (MMath)* †
数学、运筹学与统计学理学学士 * †
Mathematics, Operational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BSc)* †
金融数学理学学士 * † 
Financial Mathematics (BSc)* †
数学、运筹学与统计学 (MMORS) 课程 * †
Mathematics, Operational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MMORS)* †

联合荣誉课程 (JOINT HONOURS)

数学与音乐（文学学士）*
Mathematics and Music (BA)*
mathematics@cardiff.ac.uk

运筹研究与应用统计学理学硕士
Operational Research and Applied
Statistics (MSc)
运筹研究、应用统计学与金融风险理学硕士
Operational Research, Applied Statistics
and Financial Risk (MSc)
面向政府的数据分析理学硕士
Data Analytics for Government (MSc)
数据科学与分析理学硕士
Data Science and Analytics (MSc)
数学理学硕士
Mathematics (MSc)
MScMaths@cardiff.ac.uk

哲学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RESEARCH)

数学博士 / 哲学硕士
Mathematics (PhD, MPhil)
mathematics@cardiff.ac.uk

* 可提供为期一年的海外留学

† 可提供为期一年的行业实习

数学院开设的大部分课程都由数学及应用学院认证。
音乐

我们营造了积极向上、友好互助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和老师共同学习、创作和制作音乐。

www.cardiff.ac.uk/music

本院学生接受严格的音乐训练，有机会在活跃的人文环境中开展学术与实践研究，鼓励学
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音乐学院

地点：
Music Building
（地图 24）

毕业去向：
巴黎 IMG Artists 公司副总裁；格林德伯
恩歌剧院艺术管理总监；佛罗里达管弦
乐团音乐总监；英国广播公司第三频道；
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蒙特威尔第合
唱团；英国国立歌剧院；牛津大学出版社；
皇家音乐学院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数学与音乐文学学士 *
Mathematics and Music BA*
音乐文学学士 / 音乐学士
Music BA/BMus
音乐（含一年海外留学）文学学士 / 音乐
学士
Music with a Year of Study Abroad BA/
BMus
音乐与英语文学文学学士
Music and English Literature BA
音乐与法语文学学士
French and Music BA
音乐与德语文学学士
German and Music BA
音乐与意大利语文学学士
Italian and Music BA
音乐与威尔士语文学学士
Welsh and Music BA
musicschool@cardiff.ac.uk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音乐文学硕士 - 可选专业方向：表演、作
曲或音乐研究
Music MA - with the option to specialise
in Performance, Composition or Music
Studies
ParkinVA@cardiff.ac.uk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MPHIL RESEARCH AREAS)
作曲 Composition
音乐学 Musicology
表演 Performance
ParkinVA@cardiff.ac.uk

* 可提供为期一年的海外留学

音乐学院拥有一批专业表演团体，包括交响乐队、室内管弦乐队、合唱团、现代音乐团、
管乐队、爵士乐队、加梅兰乐队以及西非合奏乐团，还有一些学生自行组织的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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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言学
www.cardiff.ac.uk/modern-languages

现代语言学院

卡迪夫大学的现代语言学院的卓越研究与教学享誉国际，是全英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
语言学院之一。我们让学生有机会在积极的跨学科环境中，追求语言学习兴趣。学院位
于大学中心，为对语言和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学生提供多种学位课程。

地点：
Park Place
（地图 8）

毕业去向：
国际销售与市场营销；国际法；管理咨
询顾问；风险投资；国际信息技术支持；
翻译；教学；制造业；金融服务业；国
际商务
我们与多个领域的雇主联系紧密，并充
分利用这些关系推进教学、实习以及职
业活动。
我们是威尔士的创新者，与威尔士政府
的决策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汉语文学学士 Chinese BA
法语文学学士 † * French BA † *
德语文学学士 † * German BA † *
意大利语文学学士 † * Italian BA † *
日语与商务研究理学学士
Japanese and Business Studies BSc
日语文学学士 *
Japanese BA*
现代汉语文学学士（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
Modern Chinese BA (in partnership with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现代语言与翻译文学学士 
Modern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BA
葡萄牙语文学学士 * Portuguese BA*
西班牙语文学学士 † * Spanish BA † *
* 联合荣誉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另一门语言
† 学生可修读另一门语言和其他人文学科

languages-ug-admissions@cardiff.ac.uk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排名

全球文化文学硕士 Global Cultures MA
翻译学研究文学硕士 Translation Studies MA
languages-pg-admissions@cardiff.ac.uk

第 10 名 亚洲研究排名
2022 完全大学指南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MPHIL RESEARCH AREAS)

前 20 强 意大利语专业排名
2023 完全大学指南

全英排名
第9位

现代语言及语言学研究
影响力
2021 年卓越研究框架

现代语言学院开设的全日制、兼读制博士
/ 哲学硕士的学位课程划分在“语言与翻
译研究专业”项下。
我院可为多个领域的研究主题提供指导，
课题划分大致如下：
• 冲突与发展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 文化与身份认同 culture and identity
•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 全球区域研究 global area studies
• 历史与意识形态 history and ideologies
• 历史与记忆 history and memory
•语
 言与翻译研究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 文学与文本研究
literary and textual studies
• 现代语言教育政策、规划与创新
modern languages education policy,
planning and innovation

• 视觉文化 visual cultures
languages-pg-admissions@cardiff.ac.uk

研究方向 (RESEARCH INTERESTS)

本学院有 3 大核心研究课题：
1. 跨国文化和视觉研究
Transnational cultural and visual studies
2. 历史和遗产
History and heritage
3. 基于语言的全球区域研究
Global language-based area studies
上述 3 个研究课题可以延伸至以下方面：
• 漫画与绘本小说 comics and graphic fiction
• 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y
• 外交、发展和安全政策 
foreig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policy
•意
 识形态批判方法 ideology critique
•拉
 康文化（电影）分析
Lacanian cultural (especially film)
analysis
• 记忆研究和博物馆研究
memory studies and museum studies
• 多语言和语言学习
multilingualism and language learning
•非
 政府组织、工会和运动
NGOs, trade unions and movements
• 边缘少数民族文化和身份
peripheral and minority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 流行文化（犯罪小说及电影方向）
popular cultures, especially crime fictions
and film
• 后殖民时代跨国文学、文化与身份认同
post-colonial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 翻译、改编与多媒体（广播、电影、电视、
新媒体方向）
translation, adaption and multimediality
(radio, film, television, new media)
•翻
 译与表演 
translation in/and performance
•社
 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欧洲研究
the study of socialist and post-socialist
Europe
• 视觉文化与摄影
visual culture and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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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光与视觉科学
www.cardiff.ac.uk/optometry

验光与视觉科学
学院

卡迪夫大学是威尔士唯一的验光学培训机构，在教学和视觉科学研究方面享誉国际。
学院坐落在专门建造的视力测试大楼里，除一流的本科生课程外，学院还为专业眼科护
理人员提供灵活的研究生教学课程，并提供跨基础科学和临床学科的研究机会。

地点：
Optometry Building
（地图 31）

毕业去向：
基础医学验光；医院视光科；学术领域
96% 毕业生已就业
（2019/20 年度毕业生成果调查）

全英排名
第4位

验光、眼科与矫形学专业
2023 完全大学指南

88% 的学生总体满意度

2022 英国学生满意度调查
我院多门课程与课程模块取得了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 AND MPHIL RESEARCH AREAS)

本学院的学位课程教授注册通用光学理事
会验光师所需的科学与临床知识。
验光学（验光学硕士）4 年制
Optometry (MOptom) – 4 years
验光学含一年预科（验光学硕士）5 年制
Optometry with Preliminary Year
(MOptom) – 5 years
optomadmissions@cardiff.ac.uk
验光学硕士学位课程也提供外部实习和可
选的专业证书课程。

本学院开设的视觉科学博士、哲学硕士课
程包括由学生主导的前沿转化医学研究，
涵盖了基础科学和临床学科的不同领域。
临床调查与视觉科学
Clinical Investigation and Vision Sciences
结构生物物理学 Structural Biophysics
视觉神经科学 Visual Neuroscience
visionpgr@cardiff.ac.uk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斥资 2200 万英镑打造的专用验光
设备及实体眼科诊所。

本学院为希望获得眼科护理专业知识和临
床技能的人士，提供灵活的兼读制、全日
制及远程教育的研究生验光学课程。
临床视光学证书 
Clinical Optometry Certificate
临床视光学文凭 
Clinical Optometry Diploma
临床视光学理学硕士
Clinical Optometry MSc
眼部护理管理证书
Eye Care Governance Certificate
独立处方研究生证书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Independent
Prescribing
pgoptom@cardiff.ac.uk

学院内设威尔士眼科验光学研究生
教育中心 (WOPEC)，该中心是全
球唯一眼科验光学专业的研究生
机构。

通用光学理事会 (GOC) 的认证。
在卡迪夫学习是我人生中的里程碑。我热爱物理学，喜欢解决问
题和与人相处，视觉和验光学能把这些结合在一起。这座耗资
2200 万英镑的建筑配备了先进高端的临床和研究设备，有很多
的临床工作台，充满正能量！
莉比 (Libby)，英国
视光学专业理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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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与制药科学
www.cardiff.ac.uk/pharmacypharmaceutical-sciences

药学与制药科学
学院

本学院教育及科研培训历史悠久，备受推崇。学院的每门课程都极具启发性和实践价值，
欢迎国际学生申请药剂学本科课程和相关的两门研究生课程。在世界顶级的科研培训环
境中与专家们一起工作，利用医药手段治愈那些使人衰弱、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改善
病人的健康状况。

毕业去向：

医院药房；社区药房；基础医疗药房；工
业制药；学术药学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药学药学硕士 Pharmacy MPharm
pharmacy-ug@cardiff.ac.uk
学院会帮助准毕业生找到一份实习岗位。
近十几年，我们所有的毕业生都在毕业前
获得了实习岗位。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地点：
Redwood Building
（地图 5）

排名
第 3 名   2021 卫报大学指南
第 5 名   2023 完全大学指南
第 8 名   2022 泰晤士优秀大学指南
第 55 名

2022 QS 世界大学专业排名

物理学与天文学
www.cardiff.ac.uk/physics-astronomy

物理学与天文学
学院

地点：
Queen’s Building
（地图 21）

排名
第 15 名 英国物理专业排名
2022 卫报大学指南

癌症生物学与治疗理学硕士 
Cancer Biology and Therapeutics MSc
临床研究理学硕士 / 研究生文凭（兼读制 /
远程教育）
Clinical Research MSc；PgDip (part-time；
distance learning)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 AND MPHIL RESEARCH AREAS)

我院的跨学科领域涵盖了两个相互交叠包
罗万象的课题：

药物开发药理学和实验治疗学 (DDPSET)，
包括：药物运输与微生物学、药物化学、
药理学与生理药学。
Drug Discovery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DDPSET) which includes: Drug Delivery
and Microbiology, Medicinal Chemistry,
Pharmacology and Physiology.
医疗优化与健康成果 (MOHO)，
包括：药学实践和临床药学。
Medicines Optimisation and Healthcare
Outcomes (MOHO) which includes
Pharmacy Practice and Clinical Pharmacy.
PharmacyPGR@cardiff.ac.uk

pgtphrmyadmissions@cardiff.ac.uk

我院专职研究人员不断创新，开发有效的
药物运输方式，积极探索更好的治疗疾病
在最新发布的卓越研究框架 (REF) 中，本 的方法。优秀的研究团队与外部执业专家
学院的科研实力在英国药学院中排名第三。 一起培育着未来的药剂师。

学院致力于创新和辅助性教学，卓越的研究水平享誉国际。我们精心设计的本科及研究
生学位课程，增强了学生的学术挑战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毕业去向：

BAE 系 统 公 司； 英 国 劳 务 与 退 休 金 部
(DWP)；法国电力公司 (EDF)；捷豹路虎；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劳斯莱斯；银行业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天体物理学物理学硕士 / 理学学士
Astrophysics MPhys/BSc
物理学物理学硕士 / 理学学士 *
Physics* MPhys/BSc
物理学与天文学物理学硕士 / 理学学士 *
Physics with Astronomy* MPhys/BSc
物理学与医药物理学 / 理学学士
Physics with Medical Physics BSc
admissions@cardiff.ac.uk
* 可提供为期一年的行业实习

我院毕业生有很强的适应性，备受
工业、商业和学术界青睐。学生可
选择为期一年的本科行业实习，进
一步提高职业技能与就业能力。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天体物理学理学硕士 Astrophysics MSc
化合物半导体物理学理学硕士
Compound Semiconductor Physics MSc
数据密集型天体物理学理学硕士
Data Intensive Astrophysics MSc
数据密集型物理学理学硕士
Data Intensive Physics MSc
引力波物理学理学硕士
Gravitational Wave Physics MSc
物理学理学硕士 Physics MSc
admissions@cardiff.ac.uk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MPHIL RESEARCH AREAS)

天体物理学 Astrophysics
生物光子学 Biophotonics
脑成像 Brain Imaging
化合物半导体 Compound Semiconductors
引力波 Gravitational Waves
纳米级钻石 Nanoscale Diamonds
观测与理论天文学以及量子装置
Observational and Theoretical Astronomy
and Quantum Devices
admissions@cardiff.ac.uk

37
心理学
www.cardiff.ac.uk/psychology

心理学学院

地点：
Tower Building
（地图 3）

本学院是英国最大的心理学中心之一，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声誉斐然。我们的教学涵盖了
心理学相关的全部内容，并提供一系列的本科、研究生课程和就业培训。

可提供为期一年的行业实习和带
薪暑期实习。
毕业去向：
临床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犯罪心理学；
健康心理学家；心理健康支持；神经心
理学家；人为因素咨询；人力资源；言
语治疗；运动心理学家；博士研究；公
共卫生；教学；商业；政府；公务员

排名
第7名

2021 REF 研究质量英国排名

第 10 名

2023 完全大学指南英国

第 8 名  2022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
大学排名英国
第 58 名   2022 QS 世界大学专业排名
前 75 强  2022 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
排名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心理学理学学士 BSc Psychology
本课程为期三年，为学生全面提供心理学
中有关社会、认知和生物学的基础知识。
心理学 (含专业实习) 理学学士
BSc Psychology with Professional
Placement
本课程为期四年，为学生提供深入学习心
理学和实习机会。
psychology-ug@cardiff.ac.uk

心理学理学硕士 MSc Psychology
本跨专业课程由英国心理学会认证，教授
学生必备技能，确保无专业背景人士能顺
利开启心理学的职业生涯。
msc-psych@cardiff.ac.uk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心理学) 理学硕士
MSc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Psychology)
本硕士课程教授社会科学全方位高阶调研
模式。
socialscienceadmissions@cardiff.ac.uk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 AND MPHIL RESEARCH AREAS)

认知行为治疗研究生证书与研究生文凭课程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and Diploma
programmes in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ies
这些培训课程专为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设计，
由 BABCP 认证，有助于学生获取认知行为
疗法的个体执照的资格认证。
cbt-amin@cardiff.ac.uk
儿童心理障碍理学硕士
MSc in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本课程探索导致儿童情感问题、认知障碍
和行为问题的心理因素。
psych-msc-childdisorder@cardiff.ac.uk

我们的研究环境充满活力，配套设施一流，
学生由著名的研究人员指导。
心理学博士 Psychology PhD
我们的研究方向横跨了整个心理学领
域——从神经元突触到社会心理学，重点
研究十个相互关联的课题。
有关具体研究项目及资金信息，请通过邮
件联系：psych-phd@cardiff.ac.uk
教育心理学博士 
Doctorate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博士课程的知识与技能，让学生有资格成
为执业教育心理学家。
dedpsyadmin@cardiff.ac.uk

本院开设的两门本科生课程均由英国心
理学会 (BPS) 认证。
我们的心理学理学硕士学位课程亦取得
了 BPS 认证。
同时，本院开设的两门认知行为疗法课
程均由英国行为与认知心理疗法协会
(BABCP) 认证。

卡迪夫大学的心理学课程涉及广泛，灵活多样，而且还提供实习机
会，这是我选择在这里就读的原因。这里学习氛围浓厚，鼓励探讨，

能在失误中吸取教训。

伊万娜 (Ioana)，罗马尼亚
心理学 (含专业实习) 理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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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
www.cardiff. ac.uk/social-sciences

社会科学学院

地点：
Glamorgan building
（地图 7）

毕业去向：
威尔士政府；英国文化委员会；国防部；
国家统计局；地方议会；银行业；国家
卫生署；治安；监狱；缓刑局；墨尔本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研究影响力
本院的社会科学研究质量与影响世界
领先。
我们的教育专业在英国排名第 3，社会
学专业排名第 10。
2021 年卓越研究框架

全球 100 强
社会学专业

2022 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社会科学学院专注于跨学科教学与研究，在社会学、政策研究、犯罪学、教育学与社会
服务等学科领域的表现卓越，赢得了较高的国际知名度。我们的跨学科研究法创造了轻
松愉快的学习环境，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非常期待您的加入！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犯罪学与社会政策理学学士
Criminology and Social Policy BSc
犯罪学与社会学理学学士
Criminology and Sociology BSc
犯罪学理学学士 Criminology BSc
教育学理学学士 Education BSc
人类与社会科学理学学士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BSc
法律与犯罪学法学学士
Law and Criminology LLB
法律与社会学经济学学士
Politics and Sociology BScEcon
社会分析理学学士
Social Analytics BSc
社会科学理学学士
Social Science BSc
社会学理学学士
Sociology BSc
社会学与教育理学学士
Sociology and Education BSc
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理学学士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BSc
威尔士语和教育文学学士
Welsh and Education BA
socialscienceadmissions@cardiff.ac.uk
我们的支持方式有：互助辅导、私人辅导、
英语辅导，以及我们独有的、专为国际学
生设计的”iSOCSI”指导计划。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教育学理学硕士 Education MSc
国际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理学硕士
International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MSc
社会与公共政策理学硕士
Social and Public Policy MSc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理学硕士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MSc
社会工作文学硕士 Social Work MA
socialscienceadmissions@cardiff.ac.uk

博士 / 专业哲学博士 (PHD/PROFDOC)

教育学博士 (EdD)
Doctor of Education (EdD)
健康研究博士 (DHS)
Doctor of Health Studies (DHS)
哲学博士 (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社会与公共政策博士 (SPPD)
Doctor of Social and Public Policy (SPPD)
社会工作博士 (DSW)
Doctor of Social Work (DSW)
graduateoffice@cardiff.ac.uk

我们与地方及国家政府，重要的私营与公
立机构，及其他机构联系密切。

学习资源非常丰富，老师对教学充满热情！
常湘 (Xiang Chang)，中国
教育学专业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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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语
www.cardiff.ac.uk/welsh

威尔士语学院

威尔士语学院的师生们热情洋溢、温暖友善，我们一起探索威尔士的语言、文学和文化，
揭秘威尔士语和其他凯尔特语言。多年来，我们招收了许多国际学生，共同探索双语学
习、语言规划与政策、少数民族语言权、翻译技巧、教育与文学等领域。欢迎加入我们，
成为这个团结友好互助的学院的一员。

地点：
John Percival Building
（地图 27）

毕业去向：
教育；市场营销与公共关系；艺术与文化；
公共政策；行政部门；翻译；媒体制作；
新闻；文化遗产；出版业

其他排名
第 2 名 凯尔特研究专业排名
泰晤士报 / 星期日泰晤士报优秀
大学指南
第 9 名 现代语言与语言学研究质量排名
2021 年卓越研究框架

我们密切关注威尔士语和全球语言与
文学研究的进展。近期学生课题包括：
• 《 从“黑”到“白”的威尔士： 重
构 1990 年 以 来 威 尔 士 小 说 中 的 他
者和多元文化》(丽莎 · 谢帕德)( Lisa
Sheppard)
• 《盖尔语地区：在网络和跨平台的世
界中重现乡村语言社群》(约翰 · 考尔
菲尔德) (John Caulfield)

本科生课程
(UNDERGRADUATE COURSES)

就读我院的本科生课程需精通威尔士语，
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威尔士语商业管理理学学士
Business Management with Welsh BSc
法律与威尔士语法学学士
Law and Welsh LLB
威尔士语文学学士 Welsh BA
威尔士语与教育文学学士
Welsh and Education BA
威尔士语与英语语言文学学士
Welsh and English Language BA
威尔士语与英语文学文学学士
Welsh and English Literature BA
威尔士语与法语文学学士 
Welsh and French BA
威尔士语与历史文学学士
Welsh and History BA
威尔士语与意大利语文学学士
Welsh and Italian BA
威尔士语与新闻学文学学士
Welsh and Journalism BA
威尔士语与音乐文学学士
Welsh and Music BA
威尔士语与哲学文学学士
Welsh and Philosophy BA
威尔士语与政治文学学士
Welsh and Politics BA
威尔士语与西班牙语文学学士
Welsh and Spanish BA
derbyncymraeg@caerdydd.ac.uk

英国第 2 名 凯尔特研究专业排名
2023 完全大学指南

研究生课程
(POSTGRADUATE COURSES)

学生可运用威尔士语或英语攻读我院研究
生课程。
威尔士语与凯尔特研究文学硕士
Welsh and Celtic Studies MA
derbyncymraeg@caerdydd.ac.uk

博士 / 哲学硕士研究领域
(PHD/MPHIL RESEARCH AREAS)

我们提供三个研究方向：
• 创造性与批判性写作（威尔士语）博士
Creative and Critical Writing (Welsh) PhD
•语
 言、政策与规划·博士哲学硕士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PhD/
MPhil
• 威尔士语·博士哲学硕士 
Welsh PhD/MPhil
我们专业领域很广泛，包括：
• 双语和二语习得
Bilingualism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 创造性和批判性写作
Creative and critical writing
•威
 尔士语及方言的历史发展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Welsh
language and dialectology
• 语言规划和政策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 语言衍迁与变化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 威尔士语和英语中世纪文学
Medieval literature in Welsh and English
• 语言社会学 Sociology of language
• 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 威尔士文学与儿童文学
Welsh literature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derbyncymraeg@caerdydd.ac.uk

• 《 赫尔辛基和卡迪夫三语家庭的比
较研究》(凯撒 · 潘卡柯斯基) (Kaisa
Pankakoski)

全体教职工竭尽全力地创造了良好的研究氛围，不仅发掘我个
人独特的研究兴趣，还鼓励我利用资源，进一步拓展兴趣。

• 《卡迪夫威尔士语的语言衍迁与变化》
(兰托·格鲁菲德) (Ianto Gruffydd)

艾玛 (Emma)，美国
威尔士语与凯尔特研究专业文学硕士，富布莱特奖学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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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
学生们可能会对卡迪夫大学的学生生活感到好奇。除学习生活以外，这里还有许多机会
尝试新鲜事物，结交新朋友，充分感受朝气蓬勃的校园氛围。
学生会
www.cardiffstudents.com
• 学生会是大学生社交生活的中心
• 入读卡迪夫大学的学生自动成为学生会成员
• 学 生会由学生委员会管理，满足在校生的社交和福利
需求
• 学 生会是非盈利机构，所有盈利都用于提高学生服务
质量
• 数 百万镑的投资用于学生会向学生生活中心转型，这
是近几年来规模最大的校园改造工程！
• 学生会大楼内设有酒吧、夜间俱乐部、音乐厅、商店、
咖啡馆、邮局、租房中介及咨询中心

200+
社团

• 学 生会运营自己的学生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电视
频道

国际社团
结交朋友的最佳方式是加入学生社团。这些由学生运营
的社团对学生生活至关重要。卡迪夫大学有超过 200 个
学生社团，其中不少代表了一些国家或地区，比如非洲、
加拿大、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国家、
马来西亚、阿曼、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
国际学生社团每年会举办为期两周的“走向世界”(Go
Global) 的主题活动，通过舞蹈、音乐和美食展示卡迪夫
大学的文化多样性。

运动和健身
卡迪夫大学十分重视体育运动。校体育联盟拥有 60 个
运动俱乐部，并会举办与其他大学的竞技类比赛。无论
运动水平如何，学生都有机会加入竞赛或参与运动。世
界级的运动设施分布在四个地点，其中包括一个建有多
功能室内体育馆和一家理疗诊所的训练村，一个健身中
心、舞蹈室和面积为 33 英亩的一流草地球场，该球场
有一个全尺寸的泛光灯照明、符合 FIFA/IRB 标准的 3G
比赛场地。

60+
运动俱乐部

www.cardiff.ac.uk/international

第2名

英国最佳学生会排名 *

4个

学生媒体频道

入学指南
大学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提供各种支持，帮助新生适
应卡迪夫的生活。
我们提供的支持包括：
• 迎 新活动 - 通过线上迎新活动，让学生在进入卡迪夫
大学之前，了解关键信息；

学生生活中心的团队注重隐私、公平公正，为学生提供以
下帮助：
• 理财建议
• 签证和移民指导
• 关注健康和福祉
• 全世界的就业信息

• 在 伦敦希斯罗机场提供免费的接机服务，把学生和
行李送至宿舍；

• 残障支持

• 提 供 实 用 信 息， 举 办 各 种 活 动， 帮 助 学 生 更 快 融 入
卡迪夫的学习和生活

• 我们的专业团队将随时待命，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

鼎力支持

如果学生需要任何上述建议、信息，或希望得到特殊支
持，请优先联系我们的学生联络团队 (Student Connect
team)。
全年中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工作坊非常实用，请随时留意。

我们的学生生活中心 (Centre for Student Life) 为所有学
生提供一站式服务。无论是寻求学术或生活建议，亦或
是为未来做准备，财产管理，还是在卡迪夫生活……我
们专业的人员随时为学生提供帮助。

• 学业辅导和技能课程
• 心理咨询与健康

除了生活支持服务，学校还为每位学生安排了个人导师，
可在学术或个人事务上提供各种帮助。
学生会设有咨询中心，协助与校外人士交流。

33,200

超过

名学生

* 2022 Whatuni 学生选择奖 (WU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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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学
国际交流
在卡迪夫大学学习，沉浸式地体验
源远流长的威尔士文化、风俗和历
史的同时，还能扩展国际视野。

学生们在专业学习中，体会不同角度的观
点，丰富个人履历，结交世界各地的朋友。
海外留学和国际交换生会完全融入卡迪夫
大学的学生群体。学生们使用本书中介绍
的社交和学术设施，共同学习。

更多信息
如需了解更多选项或者申请资格，
请访问：
www.cardiffac.uk/studyabroad
或联系海外留学办公室
GO@cardiff.ac.uk

申请人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个性化留学方案

满足以下条件的学生，可以申请卡迪夫大学的海外留学或
国际交流项目：

卡迪夫大学的学术系统是组合式的，学生可以选择不同
学科的课程，创建符合个人兴趣并与在读学位匹配的留
学方案。现有课程请访问：

• 在卡迪夫大学认可的大学就读时间达到两年；
• 过往成绩达到一定标准，通常是 GPA3.0 或同等水平（满
分 4.0），一些学院可能会要求更高的平均成绩；
• 目前在读大学允许学生前往海外留学，承认学生在卡迪
夫大学的学分并接纳学生在读的学位；
• 来自欧盟国家以外的国家或地区。
注意：若申请一些特定课程（班级；专业；科目），学生
可能需要出具满足条件或具备相关背景知识的证明。

www.cardiff.ac.uk/
studyabroad

www.cardiff.ac.uk/studyabroad

体验独特的威尔士文化
在卡迪夫大学留学，有机会去探索威尔士独特的风土人
情。许多留学生在卡迪夫大学就读时，都会选修一些与
威尔士有关的课程，并学习一些威尔士语。
卡迪夫距伦敦仅 2 小时车程，公路、铁路、航空和海
运四通八达。卡迪夫机场的国际航线提供低价优质的服
务，是去往英国其他地区、欧洲以及世界各地的交通
枢纽。

www.cardiff.ac.uk/globalopportunities

全球
机遇
卡迪夫大学是一座真正国际化的大学，
合作项目和伙伴遍布全球，我们的学
生都能从中受益。

我们的全球机遇团队 (GO) 致力于帮助
学生到海外留学，并使这段经历成为
学生学业的一部分。

在就读本科期间，去海外学习、工作或担任志愿
者的体验，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深入了解另外
一种文化，还能获得工作中的必备技能。

让海外生活

成为攻读学位的一部分
让海外工作或学习成为攻读学位的一部分—在西班
牙学习一年西班牙语，品尝西班牙火腿；或在韩国
攻读一学期计算机科学，探索创新。通过交流机会，
学生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获得宝贵的经验，开
拓国际视野。

充实的暑期
工作—在海外尝试哥伦比亚发展最快的技术工作，
或寻找在理想企业的实习机会。凭借在墨西哥、美国、
加拿大、德国等地的国际实习经历，在全球就业市
场中脱颖而出。
志愿者—在泰国北部山区做教育志愿者，或在马达
加斯加参与环境保护研究。还可加入印度、斐济、
日本、柬埔寨、乌干达、赞比亚等国家的学生团队，
为当地社区做出积极贡献。

把握全球机遇
海外学习、工作或担任志愿者不仅让学生具备跨文化
交流、灵活协作等重要的技能，充实学生的个人履历，
还能帮助学生拓展国际视野，增强独立发展的能力。
海外生活的好处不胜枚举：
• 体验不同文化
• 学习新的语言与技能
• 增进对周围世界的理解
• 结交新朋友，分享难忘的经历
• 拓展海外人脉
• 充实个人履历，提升职业前景
* 所 列机会仅供参考。海外项目因年而异，如需最新
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全球机遇团队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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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

课程

小知识
卡迪夫大学的所有学院都接受
本校英语语言课程的期末成
绩，无需额外参加雅思考试。

英语语言课程中心为不同语言水平和能力的学生，提供 8 周到

9 个月长度不等的课程。世界各地的学生们，可以在大学学习
开始之前提高英语水平。
大学英语课程

语言强化班

大学英语课程(English for University Study Programme)
是一门教授学术英语与学习技巧的全日制课程，为大学学
习做好准备。

语言强化班 (Pre-sessional Programmes) 为已录取的
本科生或研究生，提供了一个短期学术英语学习的绝佳
机会。

此项目提供约 20 小时的现场课程以及自学指导。我们
的课程是互动式的，结合了小组讨论和个人作业。老师
将帮助学生成为更独立的学习者，更熟练地使用英语，
为未来在英国的学习做好准备。

语言强化课程允许学生在国内线上学习，也可以在卡迪
夫大学学习。

如果学生计划在本科、研究生阶段申请继续深造，参加
大学英语语言课程是个明智的选择。我校各专业学院都
接受此课程期末考试的成绩，不再要求额外的雅思成绩。
考试安排在每学期期末。
我们的目的是培养自信和成功的学生，使其具备在英国
大学学习的能力。
语言课程的开学时间分别在 9 月、1 月、4 月或 5 月。
入学时间			

入学英语要求

九月				

雅思 4.0

一月				

雅思 4.5

四月 / 五月			

雅思 5.0

课程包括：
• 课程、电子书、学习资料
• 一对一的个人辅导
• 一份正式的成绩单（表明学生已经完成语言评估），并在课
程结束时评定学生的语言水平

更多信息
如需了解有关分数要求或课程申请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ardif.ac.uk/elp 或发送邮件至 elt@cardif.ac.uk

语言强化班课程强度高，适合希望在短期内达到专业课
程所要求的英语水平的学生。

课程选择
当前雅思成绩

目标雅思成绩

所需的课程时长

5.0		

6.5		

20 周 *

5.5		

6.5		

12 周 *

6.0		

6.5		

8周

6.5		

7.0		

10 周

* 仅限部分参与学院

在读英语协助
在入读课程后，许多国际学生发现自己的英语需要进一步
提高。在读协助团队 (In-sessional team) 可以提供额外的
语言支持。这些协助课程可以提高学生的学术写作、阅读
和口语等英语语言技能。
协助课程也可以增强学生使用英语的自信。学生还可以预
约一对一辅导，与资深英语老师讨论有关学术写作或其他
语言问题，卡迪夫大学校内网还设有写作、语法和词汇等
自学课程。

扫码了解有关
英语语言课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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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要求
除学历证明外，卡迪夫大学还要求申请人递交英语水平资
格证明。
我们认可包括雅思（IELTS）、托福（TOEFL）、国际中学
教育普通证书（IGCSE）；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在
内的考试成绩，也接受如 12 年级印度学校证书考试（Indian
Year 12）及西非考试委员会（WAEC）出具的英语水平资格
证明。
不同课程对学生的英语水平要求不同，但大多数的课程都
要求雅思平均成绩达到 6.5（单项成绩不低于 5.5）或其他同
等水平。有些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且要求学生具备复杂
的语言运用能力的课程要求更高。
如有疑问可在我校网站查询，联系相关学院或咨询国际学
生办公室。如果学生未达到入学所要求的英语水平，可以
考虑申请卡迪夫大学的英语语言课程。
请参照以下表格：
GCSE

雅思（学术）

托福

PTE 学术英语考试

B/6

7.0

100

70

C/4

6.5

90

62

6.0

78

54

5.5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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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了解有关
英语要求的信息：

常见问题
如果我没有英语资格证书 / 成绩单怎么办？
申请大学时，学生无需提交英语资格证书，可申请后再
参加考试并提交成绩。

我已经用英语完成了学业，仍然需要提供英语资格
证书吗？
如果学生在之前的学习中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应该可以
满足英语入学要求。最终结果由学院决定。如果学生符
合这一情况，请在申请中陈述理由。注意：申请者可能
仍需提交语言资格证书。

处理申请需要多长时间？
卡迪夫大学会尽力在 6 周之内对申请做出决定，但申请
旺季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如果在申请递交 6 周后没有收
到回复，请联系国际学生办公室。博士申请较为复杂，
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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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前景
很多学生到英国求学是为了提升就业前景。无
论日后从事何等职业，在学习及课外活动中获
得的技能，都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学位

94.3%

的 国 际 毕 业 生 在 课 程 结 束 15
个月后就业或继续深造；或开
始新工作或课程，或参与旅行
等活动。

是事关终生的投资，理应物有所值。

卡迪夫大学的教育是否物有所值？

学生未来团队可以帮助学生：

就业能力不仅仅是获得英国大学的一个学位这么简单。随着
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雇主会要求毕业生具备综合能力。

• 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确定就业方向
• 培养雇主需要的技术和综合能力
• 获得卡迪夫奖 (Cardiff Award) 项目的就业能力认可
• 获得工作经验和实习机会

职业生涯与就业能力
从学生步入卡迪夫大学的那一刻起，无论是否做好了职业规
划，学生未来团队 (Student Futures Team) 会全程支持学生
的职业发展、实现目标。我们为学生提供支持和指导，帮助
学生学习技能，积累经验和知识，为未来的成功做好准备。

学生未来团队的专业顾问帮助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培养雇主
需要的技术和综合能力。
更多详情：www.cardiff.ac.uk/careers

我校毕业生从合适的岗位做起，大多就职于知名的国际公司。以下是卡迪夫大学部分国际国际毕业生
的就业去向：

• 卡迪夫大学
• 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 德勤
•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中国建设银行
•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 中国工商银行
• 英国卫生部
• 英国 Specsavers 眼镜公司

• 中国农业银行
• 马来西亚卫生部
•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 普华永道
•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 WSP 全球
• 工商业
• 中国银行
• 莫特麦克唐纳咨询公司

卡迪夫大学在工作体验和学生
服务方面，给予了很多支持；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我曾在
小学课堂体验项目中担任学生导师，也曾
在罗文维尔（Rowanvale）图书出版公司
做过高级读者。
亚历山德拉 (Aleksandra)，波兰

资料来源：2019/20 年度毕业生成果调查，HESA 于 2022 年 6 月发布

英语和德语专业文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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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能力小贴士
1

2

参加雇主活动

3

培养综合能力

5

荣获卡迪夫奖

利用学院或大学开展的雇主活动作

坚韧的品质、商业意识、沟通能力、

卡 迪 夫 奖 (Cardiff Award) 可 以 提

为跳板，精心规划自己的职业，深

领导能力、计划和研究能力、适应

高学生的自我驱动力，增强自律性，

入了解英国工作文化，积累并提高

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

做出适合自己的职业规划。该奖能

自己对心仪职业的商业意识。

力—雇主们往往看中这些能力，

够开发就业技能，是对工作经验和

学生应该在课内外的活动中着重

课外活动的认可。

培养。我们的技能发展服务 (SDS)

积累工作经验

提供培训课程和会议，帮助学生获

出色的工作经验和履历能证明学生

得各种资格认证，建立学生信心，

的能力和技能，能体现出对英国工

提高综合能力和就业能力。

作文化的了解，提高竞争优势。无
论有偿与否，在英国或在家都可以

4

积累工作经验。工作经验不一定与

提升英语能力

学生的学位或意向行业一致，但肯

抓住每一个机会练习英语口语和书

定对学生的未来发展帮助极大。许

面用语，在与英国雇主交流时留下

多活动都可以积累工作经验，比如

良好的第一印象。“英语课程团队”

学生俱乐部或社团委员，学生导师，

为国际学生提供多种语言课程。

志愿服务，兼职工作，或与课程相
关的正式实习。

我强烈建议国际在
校生参加志愿活动，
抓住一切工作机会。这既丰
富大学体验，也能丰富简历。
我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包括
新闻行业的专业人士，这些
职位改变了我在卡迪夫的学
生生活。

凯斯薇 · 赛迦尔 (Kasvi Sehgal)
新闻、媒体与英国文学专业 · 文学学士

从入学到毕业以后，我们一直陪伴着学生。

扫码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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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学习中心
我校提供本科预科和研究生预科课程。
国际学习中心 (ISC) 位于学生会内，与学习

集团 (Study Group) 合作，为学生提供学术

和学习技能方面的预科课程。预科生与所

硕士预科课程目前开设的专业：
• 商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 计算机科学
通过所有途径升入卡迪夫大学学位课程的学生，均需满足
相关的入学要求。

有在校生一样可以使用大学设施。

国际预科课程衔接几乎所有本科生课程，分为以下四个专业
方向：
• 人文、法律和社会科学
• 商业、经济、会计和金融
• 工程、物理科学和建筑
• 健康、医疗和生命科学
速成国际预科课程仅 22 周就可完成，进入本科生课程，包括：
• 商业
• 经济
• 会计和财务
• 工程
• 物理科学
• 计算机科学
就读国际大一课程，允许学生直接进入卡迪夫大学学位课程
的第二学年，这些专业包括：
• 会计和财务
• 工程
• 法律

如需了解有关入学要求和费用及
其他信息，请访问：
www.cardiff ac.uk/isc

国际暑期班
在受认证的高校完成至少一年本科学习的国际学生，可以参加
我们的国际暑期班，培养学科知识，深入体验在英国优秀大学
的生活。

更多信息：www.cardiff.ac.uk/study/
international/summer-schools

www.cardiff.ac.uk/study/international/funding-and-fees

费用

与开销

卡迪夫是英国大学城中生活开销最低的城市之一 *
固定学费

卡迪夫有什么特色？

为帮助学生更好地规划预算，在学期间卡迪夫大学的学费是
固定的，不会上涨。

与其他大学相比，卡迪夫学习和生活成本较低，拥有许多
优势：

不同的课程，学费不同（特殊情况除外）。请查看网站或联
系国际学生办公室寻求建议。

• 卡迪夫是一个紧凑型城市，大学位于市中心，能非常便捷
地到达商业街和宿舍。

学生可以每年分三期支付学费，以便更好地管理个人财务。

• 卡迪夫地势平坦，走路或骑车都很方便，可以节省公交或
出租开销。

资助与奖学金

• 学生可以使用卡迪夫的共享单车和汽车，无需支付大额费
用即可旅行。

卡迪夫大学设立了丰厚的国际奖学金，吸引和奖励最优秀的
国际学生。除此之外，校外机构也提供一系列的奖学金。请
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关于奖学金的最新信息。

生活开销
在 2022/23 学年，卡迪夫大学预估：
• 本科生（9 月 - 次年 6 月）需要 10,724 英镑
• 研究生（9 月 - 次年 9 月）需要 13,725 英镑
这些预估的费用包含住宿、账单、食物、书籍、服装、旅行、
电话和社交开销。
如果学生携带配偶或子女等家庭成员，则每位家庭成员每月
需至少增加 680 英镑的额外开销。

兼职工作
卡迪夫大学位于欧洲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在校园里和市区
中有很多兼职机会。卡迪夫大学的“工作超市”（Jobshop）
免费帮助学生寻找兼职工作，一般包括：商店员工，活动助
手，接线员或办公室助理。
大多数国际学生在学期内每周最多工作 20 小时，假期可以
全职工作。我们不建议在学期内每周工作 20 小时，因为在
英国学习强度大，需要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作业和阅读
学习材料。

月租金

根据西敏寺银行（Natwest）2022 年学生生活
指数调查，英国各地的月租金费用如下：

爱丁堡		

£200

利物浦		

£444

剑桥		

£225

诺丁汉		

£449

约克		

£355

格拉斯哥

£467

谢菲尔德

£363

牛津		

£480

南安普顿

£364

杜伦		

£491

卡迪夫

£386

埃克塞特

£492

纽卡斯尔

£396

伦敦		

£506

莱斯特		

£431
全英平均： £456

扫码了解有关国际学生费用和资助的信息：

*2022 西敏寺（NatWest）学生生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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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主楼的步行距离
10 分钟以内
10 - 20 分钟
20 - 30 分钟
超过 30 分钟

宿舍楼
Aberconway Hall
Aberdare Hall
Cartwright Court
Colum Hall
Gordon Hall
Hodge Hall
Liberty House
Roy Jenkins Hall
Senghennydd Court
Senghennydd Hall
Talybont Court
Talybont Gate
Talybont North
Talybont South
University Hall

58
60
57
59
64
61
50
56
63
62
55
52
53
54
51

方位

详情请见：
www.cardiff.ac.uk/visit/directions

卫星导航邮政编码

Cathays Park 校区 - 主楼：CF10 3AT
Heath Park 校区 - CF14 4XN

www.cardiff.ac.uk/visit/map

校园地图

Location campus maps

教学楼、图书馆、学生会、大部分学生宿
舍和市中心之间距离很短，步行可达。

The academic buildings, libraries, Students’ Union,
most of the student residences and the city centre
are within a short walking distance of each other.
Cathays Park
campus
国泰公园（
Cathays
Park）校区

Heath ParkHeath
campus
希思公园（
Park）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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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办公室随时为学生提供有关
申请的帮助，并欢迎各位入读卡迪夫
大学。如有任何疑问或想了解更多信
息，请随时联系我们。
卡迪夫大学
国际学生办公室地址：
McKenzie House
30-36 Newport Road
Cardiff
CF24 0DE
Wales, UK
电话：+44 (0) 29 2087 4432
邮箱：international@cardiff.ac.uk
网址：www.cardiff.ac.uk/international

微信
英国卡迪夫大学
微博
卡迪夫大学官网微博
Facebook
@cardiffinternationalstudents
YouTube
@cardiffinternational
Twitter
@cardiffuni
Instagram
@cardiffuni

卡迪夫大学信息手册仅作参考。在 2022 年 8 月编写本手册时，我们已经尽全力确保手册中的信息

准确无误。然而对于可能包含的错误，或因大学、政府政策改变造成的信息变化，卡迪夫大学不予

承担任何责任。卡迪夫大学提供广泛的课程、实习和研究选择，但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受限或无法提供。
因此请结合大学官网 www.cardiff.ac.uk 了解最新信息。如对本手册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国际学生办
公室。

本手册由国际学生办公室佩特拉 · 瓦哈洛娃（Petra Vahalova）和乔恩 · 赖特（Jon Wright）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