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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英国最吸引我的是获得英国皇家

特许测量师学会的认证。成为皇家特许

测量师学会的一员是职业测量师终生的

荣耀，特别是之前不在英国工作或学习

过的人。” 

Remnant Li Xinxi，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理

学硕士

接受英国教育能帮助孩子扩展其全球职涯发

展前景。他们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并培养

未来职涯获得成功所需的技能。英国是一个

多文化共融的国家，能帮助培养学生的国

际化视角。这是跨国公司非常重视的一项

技能，势必能协助学生在英国或自己的国

家获得更好的工作前景。

留学英国能提高孩子的英语能力，并与全球

各地的学生建立有用的人脉网络。

留学英国的费用比其他国家的要低，如美国

的学费则比英国的要高许多。英国课程通常

较短，因此总体费用较低。

留学英国还可以使您的孩子学会独立生活。

除了理论学习之外，英国教育还提供实践和互

动学习经验，采用现场项目、分组作业、演讲

或实验室工作等方式对学习进行评估。这些高

质量的英国教学方法加上课外活动和学生支

持，可以帮您的孩子建立未来职业生涯获得成

功所需的各种必要技能，如团队合作和批判性

思考等。

留英工作机会

您是否了解新的“毕业生移民计划”签证？

以及该签证的优势？这项计划能让符合资格

的国际留学生毕业后有机会留英工作两年。

更多信息请参见内政部网站。

我们稍后将详细解释如何为学生找工作提供

支持（请参见“职业服务”章节）。

https://homeofficemedia.blog.gov.uk/2019/10/14/fact-sheet-graduate-immigration-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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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设计学生

我们成立于 1896 年，前身为英国皇家高级技术学
院，在近 50 多年来我们已晋升为英国一流大学。

我们精心设计的课程，可以为帮助学生与未来真实

世界建立联系，且我们丰富的行业人脉能让学生毕

业后充满信心地投入社会。

我们引以为傲的是在全球各地拥有 170,000 名校

友。数以千计的毕业生就职于 PwC、Google、

Apple、KPMG、GlaxoSmithKline、NHS、Skanska 

和 BBC 等跨国大公司。

我们距离曼彻斯特市仅 2 公里，曼彻斯特是一个

国际大都市，集数字、体育和商业等成长性行业

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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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是英国最多元化城市之一，有超过200多种

世界语言在这里汇集。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告诉您，

曼彻斯特人将是您遇到最友善的人，您在这里能与

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交朋友！ 

这里的商店和餐馆琳琅满目，各种口味、档次和饮

食要求的食物应有尽有（包括清真、素食和犹太食

品），孩子们可以一解思乡之情。超市或本地集

市和商

大的唐

店能买到全球各地的各种食物。英国第二

人街就在曼彻斯特，这里有着著名的“咖喱

街”，里面专门提供来自南亚和中东的美食。

学生下课和放假后有很多有趣的地方玩。曼彻斯特

以文化、电影、音乐、科技和艺术而知名。这里有

着闻名世界的曼联足球俱乐部。让历史、科技或艺

术爱好者流连忘返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在这里可以

探索英国数千年的独特历史。曼彻斯特还是华人当

代艺术中心 (CFCCA) 的所在地。CFCCA 是索尔福

德大学的合作伙伴之一，是英国领先的文化艺术中

心，向英国观众展示华人当代艺术和视觉文化。您

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艺术和媒体学院学生创作的系

列展品。如需更多信息，请登录网站 cfcca.org.uk。

喜欢购物的人绝不可错过这里的特拉福德中心（欧

洲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阿戴尔中心和出售全球

各地商品的专卖店。从名牌产品到二手商品，应有

尽有。 

俱乐部和社团

索尔福德大学学生会 (USSU) 共有 50 多个学生领导

的社团，您的孩子可以很轻松地交到朋友。从学术

到政治，再到音乐和国际社团等等，选择范围非常

广泛。 

我们的学生会还提供体育球队、美食与生活用品、

社交活动及商店和服务机构的折扣促销信息和优惠

码。请访问 USSU 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曼彻斯特联队

唐人街

胡里节

生活在 
曼彻斯特
生活在 生活在 
曼彻斯特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
的建筑

http://cfcca.org.uk/
https://www.salfordstude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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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诚地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各种支

持。如果您的孩子有个人问题、学习问

题、签证或其他任何困扰需要讨论，我们

的服务团队askUS会始终为其提供支持。

健康和支持服务

我们提供以下类型的健康和支持服务：

/   24 小时情感支持和咨询热线

/   财务问题建议

/   医疗服务的健康建议与支持

英国医疗服务

英国引以为豪的国民医疗保健系统 (NHS)能

为您提供多种健康服务。

Tier 4 签证的全日制学生在申请签证时只需

支付一笔小额医疗附加费，即可免费获得与

英国居民相同的医疗服务。这些医疗服务  

包括： 

/  GP（家庭医生）看诊服务

/  免预约诊所

/  A&E（急诊）服务

/  传染病治疗

若要了解更多有关英国医疗保健系统的信息，

请访问英国国际学生事务委员会 (UKCISA)。

学生入读索尔福德大学后，请尽快注册家庭

医生。在校内宿舍或附近住宿的学生请到索

尔福德大学医疗中心注册。

若要了解更多有关我们健康和福祉服务的信

息，请访问 askUS 网站。

大学在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期间提

供的支持

学生和教职工的健康和幸福是我们的头等大

事。我们会听取英国政府、英国公共卫生部

和外交与联邦事务部的建议，采用必要措施

确保大学社区的安全。如需最新信息，请访

问我们的常见问题页面。

安全和安保

我们的保安人员以照顾我们的学生和教职工而

深感自豪。大学校区内的安保服务全天24小

时为学生和教职工提供帮助。从保安人员定

时巡逻到闭路电视监控和学生手机应用程序报

警等，确保我们的保安措施做到全方位无死

角。 

普遍而言，曼彻斯特是一个安全且非常适合

生活的地方。和任何大城市一样，保持警惕

很重要，遵守基本的安全建议，学生可以安

全地生活、学习并享受这个城市带给他们的

快乐。学生抵校后会被安排参加安全主题讲

座，详细了解大学提供的支持和安保服务。

学生支持服务
学习支持

为帮助您的孩子在学习上取得最好的成绩，我

们会按照课程为其安排一位个人导师，以提供

学术方面的帮助。

我们的学习技能团队还为学生提供在线学习和

支持研讨会，帮助他们发展学术、研究、数字

和 IT 方面的技能。

非英语母语人士可以参加学术英语学习 (LEAP)

课程，这是一个培养学生英语读写能力的免费

语言课程。

宗教和宗教场所

我们的信仰中心位于校内，为信奉各种信仰

和信念的学生和教职工提供支持、友谊和服

务。除了私人祈祷和团体祈祷场所之外，我

们还提供个人反思、社交活动、牧师支持和

放松的空间。 

大曼彻斯特汇集了各种不同信仰群体，宗教

场所也很多。我们的信仰中心团队能提供各

种宗教场所的导向信息。

社团也是一个结识类似信仰的人的好去处。

有关我们学生会的宗教社团清单，请参见

此处。 

http://www.salford.ac.uk/askus
https://www.ukcisa.org.uk/
https://www.salford.ac.uk/askus/our-services/wellbeing-and-counselling/staying-healthy/health-services
https://beta.salford.ac.uk/coronavirus-information-prospective-international-students
https://beta.salford.ac.uk/library/skills-learning/academic-skills
https://beta.salford.ac.uk/learn-english-academic-purposes
https://beta.salford.ac.uk/learn-english-academic-purposes
https://www.salford.ac.uk/askus/our-services/diversity-and-faith/faith-and-religion/chaplaincy-and-faith-advice
https://www.salfordstudents.com/groups?group_type=society-793&group_cat=religion&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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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大学学费是一项很大的支出，许多学生依靠家

长或向银行贷款来支付学费。因此，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措

施来缓解您的财务状况。

财务状况财务状况财务状况

入学要求支持

我们为学生提供所有必要的支持，协助他们入读所选课程，并让他们在索尔福德度过一段美

好的大学时光。

录取通知书上列出了学生需要满足的所有入学条件。

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2020年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富有挑战的一年，我们会定期向申请人和

被录取人发送信函，确保他们获得最新的信息。有关我们如何应对新冠病毒的所有

最新信息，包括安全、学术要求、英语语言要求、签证和定金等问题，请参见新冠病毒疫情

常见问题页面。

所有当前课程信息请参见我们的网站 www.salford.ac.uk。

职业服务 

我们的职业和就业咨询服务可以通过 askUS 获

得，我们可以给学生推荐实习工作、兼职工作

并给毕业生提供职业生涯规划服务。我们的

服务包括：

/  积累工作经验

/  学习面试技巧

/  培养创业技能

/  结识商务专业人士并向其学习

/   寻找最新的实习工作和应届生职位空缺

若要了解更多有关如何支持您孩子职涯发展的

信息，请访问 askUS 页面。

我们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奖学金

被索尔福德大学录取的学生，都有资格申请

大学奖学金，以获得学费的折扣。我们提供

一系列基于成绩的自动奖学金，如果学生符

合某项奖学金的资格，我们会在录取书上列

出。请学生谨记仔细查看录取通知书。

此外，学生还可以申请大学的“索尔福德大

学国际优秀奖”，最高可享受 ￡5,000 的学

费折扣。

此处列出了大学的全部奖学金。

支付学费

在家长或学生支付学费时，您可以选择分 5 

期来支付（从课程开始日起的月份开始）。

这可以缓解一次付清学费的压力。

或者，如果您选择一次付清全部学费，我们

在扣除奖学金后的净学费之上，为您提供 3% 

的立即付款折扣。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我

们的 askUS 网站（参见自费学生章节）。 

我们的学生支持服务 askUS 提供帮助学生管理

财务状况的信息与建议。这包括预算、银行账

户管理以及在英国工作的建议。在前往索尔福

德的整个旅程以及注册成为学生之后，学生在

任何时间都可向 askUS 寻求支持。

受资助学生

如果学生的全部或部分学费是由大使馆、雇

主或政府机构等外部组织支付，学生必须在

每个学年开始时，将正式的资助信函发送给

我们。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 askUS 

网站（参见受资助学生章节）。

生活成本

与伦敦等英格兰南部其他城市相比，曼彻斯

特的生活成本较低。您可以去网上查找索尔

福德生活成本指南。

银行账户

您可以在 askUS 页面找到许多有关国际学生

开立账户的信息和其他财务建议。

https://beta.salford.ac.uk/coronavirus-information-prospective-international-students
https://beta.salford.ac.uk/coronavirus-information-prospective-international-students
http://www.salford.ac.uk
https://www.salford.ac.uk/askus/work-and-careers/career-advice/work-and-international-students
https://beta.salford.ac.uk/international/scholarships
https://www.salford.ac.uk/askus/our-services/money-matters/tuition-fees
https://www.salford.ac.uk/askus/our-services/money-matters/tuition-fees
https://www.salford.ac.uk/askus/our-services/money-matters/tuition-fees
https://www.salford.ac.uk/askus/our-services/money-matters/living-costs
https://www.salford.ac.uk/askus/our-services/money-matters/money-advice-for-international-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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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住宿

住在校内宿舍是学生适应大学生活、结识新朋

友和沉浸在学生经历的好方法。索尔福德大学

与 Campus Living Villages (CLV) 携手合作，后者

管理着我们两个校内宿舍区。住宿价格已含所

有水电费、WiFi、室内公共活动区和免费室内

健身房的费用。您可以从 CLV 网站上找到有关

住宿的全部信息。

学生住宿 

公共活动区

室内健身
房

Peel Park 宿舍

Peel Park宿舍

John Lester 和 Eddie Colman 

Courts 的钻石房

Peel Park宿舍

校外住宿

学生也可以在校外住宿，如果是这样，我们建议选择曼彻斯特学生

之家，他们提供免费的找房建议。他们只与完全经认可的房东合

作，帮助租户在租住期间了解其权利。索尔福德大学附近有许多获

认可的住宿选择。

http://campuslivingvillages.co.uk/salford
http://www.manchesterstudenthomes.com/Accommodation
http://www.manchesterstudenthomes.com/Accommodation


我们的国际办公室团队将在整个申请过程中为学生提
供协助和指导。您可以通过 international@salford. 
ac.uk 或 +44 (0)161 295 4545（选择 1，选择 2， 

再选择 1）联系他们。

同时我们在北京的中国办公室和合作机构都会为申请
人提供服务。请在我们网站中选择您所在国来查找 

详细信息。

www.salforduniversity.cn

微信 微博

英国媒体城 Peel Park Buil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