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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在英文中有 
“迈步向前”的含义。

作为世界最优秀的前1%的大学之一，英国南安普
顿大学商法艺术学部自2013年起面向我们的合作院
校推出访问学生项目 (STEP) 艺术专业，并于2014
年推广到管理，金融，会计，营销与企业等专
业。通过该项目，学生在本科期间来南安普顿大
学访问学习一年，参加统一考核并获得成绩单。
该项目旨在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和学术水平，扩
展国际视野，适应英语教学环境，增强对英国教
育模式的了解，为今后硕士阶段课程做好铺垫。

Sculpture created by a student  
at Winchester School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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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study at Southampton will open doors to your 
future and help you realise your potential. We’re 
ranked in the top 20 universities that are targeted by 
the largest number of the top 100 graduate recruiters.
*The Graduate Market in 2016, produced by High Fliers Research

“ Southampton is very well connected through 
public transport; it is just over an hour away from 
London and major airports. It makes flying home 
during the holidays very easy. Southampton is 
also very close to the New Forest and coastal cities 
like Portsmouth, Bournemouth and Brighton for 
weekend getaways.”

Xiaoqing (Sally) Shi  
Third year international student

CHOOSE SOUTHAMPTON: 
REACH YOUR FULL POTENTIAL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FACTS  
AND FIGURES

Over 150 years  
of history

Part of the Worldwide 
Universities Network,  
a collaboration of  
knowledge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p 20 UK  
university 

with consistently high 
score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Over 6,500
members of staff

Ranked  

8th in  
the UK  

for research 
intensity**

Our business 
incubation partnership, 
SETsquared,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university business 
incubator globally*

1862 2017

*University Business Incubator (UBI) 
Index, 2015
**Time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2014)
***The 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 2017;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2017

Over 

17,000 
undergraduates

We have over 

24,800 
students

Over 7,500 
EU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ents 
from over 130 

countries

“ 这一学年的生活过得充实又有意义，在体会到英 
式教育的同时，自身学习能力和自控力也有所提升，
同时也认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甚至是说着不 

同语言的朋友们.”

Huang Danlei  
STEP student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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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learning

Ò		Help and advice from your personal tutor 
Ò		A dynamic academic community 
Ò		Guest lecturers 
Ò		Free English language support classes 
Ò		Optional modules outside your area of study
Ò		Option to learn a language 
Ò		Case studies
Ò		Group project work
Ò		Interactive online discussions 

Studying STEP

Ò		Become a student ambassador 
Ò		Receive university transcript 
Ò		Progress to study a masters programme with 

scholarships and alumni discount 
Ò		Tuition fee discount 

CHOOSE SOUTHAMPTON: 
DESIGN YOUR OWN EDUCATION
Your courses are developed and taught by world experts.

STEP is a fantastic opportunity for visi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develop a tailored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of key subject areas in preparation for a masters programme in the Faculty of Business, 
Law and Art.

Ò		Programmes are developed and taught by world-
renowned academics

Ò		Be independent and design your own education: You 
choose the modules that suit your masters study plan

Ò		Subject areas include: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Finance, Marketing, Art and Design, 
Fashion and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Ò		Modules are designed to offer breadth as well  
as depth

Ò		In addition to attending lectures and seminars, you can 
access additional learning resources online

Ò		We work with you to make programmes as flexible as 
possible

Ò		Take advantage of all that the University has to offer – get 
involved in the wide choice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vailable to enhance your experience in the UK

24-hour access to virtual learning

Ò		Wifi across all our campuses and in all Halls of 
Residence 

Ò		3 million books, journals and reports in our 
libraries

Ò		50,000 e-books

Social life

Ò		Meet people from more than 135 countries 
Ò		Our Enabling Services team provides support 

when you need it 
Ò		Join one of our 218 clubs and societies 
Ò		Meet with friends in our bars and cafes on 

campus and in h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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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STUDY STEP?
我们的优势

申硕直通车 

参加商学院或艺术学院
学习一年达到指定的平
均分，获取母校学位后
可获得硕士录取权，并
无需再考雅思。南安普
顿的留学经历同样受到
其他名校认可，提高了
进阶其他顶尖名校的申
硕成功率。

一流的科研教学 

商法艺术学部以优秀的
科研教学和灵活创新的
课程在国际社会中享有
良好的声誉。研究的重
心包括海事法，银行、
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管
理科学与信息系统风险
研究等。

世界前1%的大学之一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是罗
素大学集团成员之一，
在2017/2018年QS世界最
优秀大学排行中名列全
球前1%的知名大学,  
以其卓越的尖端研究在
全球享有盛誉。

迅速提高英语水平 

学期期间提供免费英语
语言培训，学生在英语
环境中体验英国本科教
学课程和模式，并在生
活中随时随地的练习并
运用。

合作伙伴优惠 

所属专业老师定期到合
作院校进行学术交流和
客座讲座。针对学生进
行专业以及进阶硕士的
指导。

享受学费折扣 

STEP项目对来自合作院
校的访问生给予10%的
学费优惠，进阶硕士享
受奖学金以及校友学费
折扣。



PROGRAMME 
OVERVIEW
Southampton Business School

南安普顿商学院
南安普顿商学院位于大学美丽的主校园。本
院提供以下专业领域的教育：财会、银行与
金融、商业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科学、管
理研究、风险管理。

商学院有非常优秀的本科硕士学生，并为学
校赢得了令人羡慕的声誉。他们相继进入了
会计、管理、信息系统、银行、教育及其他
行业，取得极大成功。

商学院的研究水平声誉卓著获得了来自英国
及英国以外的会计、管理、信息系统、银行
及其他行业的敬仰。

课程介绍

在本科期间以访问生身份注册在商学院学习
一年。根据申请的专业，可修读商学院大二
或大三课程，包括7门专业课和40时学时的
英语强化课，选修课可以在指定课程中跨年
级选课，并在专业外进行跨系选课。课程结
束后获南安普顿大学正式成绩单。如考试
均分达到60%，在获取母校学位后可获得南
安普顿大学硕士录取资格。商学院硕士的正
常录取英语要求为雅思6.5，STEP学生可免
考。

适合对象

即将就读大三，大四的本科生。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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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国际银行与金融学

该方向旨在让学生通过一系列数量课程的训
练，了解金融市场，国际银行以及其金融工
具的运作和功能。其包含的主要课程有：投
资组合理论与金融市场， 其旨在培养学生
了解金融市场的作用，对金融风险的评估，
有效市场假说，资产定价理论和投资组合管
理有所了解；国际银行学将介绍银行监管和
监督监管机构的运行，并讨论了不同类型
银行面对的各种风险，如何衡量并管理风险
等；期权与期货课程将探讨衍生工具，特别
是期货及期权合约，例如股指期货，股票期
权。学生将学习这些衍生工具的定价，并了
解其投资组合的策略，对冲及套期保值的手
段等。

“ 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has allowed 
me to develop an in-depth knowledge on a topic 
I am passionate about. I’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ngage in a wide range of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make life-long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Marius Baltz  
Finance student

ACCOUNTING  
AND FINANCE
会计与金融

会计学是以研究财务活动和成本资料的收
集、分类、综合、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形成
协助决策的信息系统，以有效地管理经济的
一门应用学科，可以说它是社会学科的组成
部分，也是一门重要的管理学科。会计学的
研究对象是资金的运动。

金融学是研究资金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增
值的产生机理，以及风险的度量和管理，金
融资产的估值，以及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
运作方式等。

会计与金融方向旨在为学生介绍会计及财务
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学生将学习如何向各类
用户解释财务报表等信息，并将掌握投资和
金融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技能从而具备在相关
金融行业工作的基本知识。课程主要内容将
涵盖金融学和会计学，以及一系列来自经济
学，数学，行为金融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
观点。

“ I love that the University offers great 
work experiences to the students, helping 
us to boost our CV and enhance our 
personalities.”

Ayesha Hatteea-Mohammad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tuden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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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CIENCES
管理学

管理学方向将为学生提供一系列以数量分
析为基础，以及运筹学的相关课程，已达到
应用理性的、客观的管理方式，提高组织绩
效，采取合理的风险管理策略。

南安普顿的运筹学课程在全英排名第二，紧
随牛津大学。学生将学习在有限的信息、时
间、资源和不同利益相关者存在的条件下，
运用管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研究各种组织
的建构方法并考虑潜在风险的基础上进行决
策。该课程将指导学生使用建模和模拟等相
关分析技术，运用管理科学的方法来构建可
行的策略并用其指导实际行动。

学生同时还可以选修人力资源管理，金融管
理，信息系统管理，知识管理，项目管理等
一系列管理课程。

“ Working with the top risk experts in the UK really 
is the highlight of my course. I am now better 
equipped to return to my home country and make 
a bigger impact in the risk management field.”

Ling Mien Yeo  
Risk Management student

MANAGEMENT, 
MARKET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营销及创业管理

本方向注重对学生在国际营销以及创业管理
方面的培养，适合不具备数理背景的学生。
课程涉及组织文化和制度，创业和创新管
理，市场营销等相关内容。

市场营销活动可以看作是在顾客和组织之间
的接口，在为客户提供价值同时也能为企业
业绩的增强提供助推。营销学作为工商管理
课程体系中的基础课程,将为学生介绍市场
营销理论和实践的前沿知识。创业与创新管
理学的相关课程将探索组织文化制度，探讨
建立联系组织内部的创业和创新活动，并在
复杂的环境中进行有效的管理。

学生同时还可以选修创新科技与环境，创业
投资发展等创业类课程和其他一系列管理类
课程。

“ My course is broad which is good as you get to 
learn about a range of different topics. I enjoy the 
debating aspect of my course as it motivates me 
to share my thoughts as well as listening to other 
views on a matter.”

Amy Morgan 
Business Management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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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ION TO  
MASTERS PROGRAMMES
可进阶硕士专业

MSc Accounting and Finance

会计与金融

MSc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会计与管理

MSc Business Analytics and Finance

商业分析与金融

MSc Business Analyt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商业分析与管理

MSc Business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商业策略和创新管理

MSc Digital Marketing

电子营销

MSc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创业与管理

MSc Finance

金融

MS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管理

MSc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国际银行与金融

MSc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国际金融市场

MSc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国际管理

MSc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KISM) 

知识与信息系统管理

MSc Marketing Analytics

市场营销分析

MSc Marketing Management

市场营销管理

MSc Project Management

项目管理

MSc Risk and Finance

风险与金融

MSc 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

MSc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Logistics

物流管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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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普顿大学是世界最优秀的前1%的大学中
为数不多的拥有艺术设计学院的大学。 
在2017年卫报英国大学专业艺术设计类单科
评比中,温彻斯特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类专业
排名第8。

该学院最初和其他许多欧洲艺术学院一样，
是一个独立的学院。它创办于1862年，至
今已有近150年的历史，具有深厚的艺术底
蕴。作为英国最著名和最古老的艺术学院
一，它在英国艺术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于1996年加入南安普顿大
学，从而得以共享这所顶尖科研大学的丰富
资源。在2006年全英大学生民意调查中，更
获得艺术设计课程类学生最满意奖。在2012
年全英大学生民意调查中，各科平均满意度
达到87%以上，艺术设计专业满意度更达到
92%，居同类院校前茅。

艺术学院以其优秀的科研教学和灵活创新的
课程在国际社会中享有良好声誉，2009年被
选为苹果授权的培训基地。目前有1400名
学生分别在美术、艺术设计、纺织服装和设
计管理专业领域，攻读学士、硕士或博士学
位。艺术学院鼓励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
潜能，并提供多种跨专业学习研究的机会。
资历丰富的教学人员、先进的教学设备、友
好的社群环境和激励奋进的气氛培养了一批
批优秀的学生，多次在重大赛事中获奖。 
许多毕业生正活跃在不同的国家，担任着重
要的创造性艺术工作。教学质量一流、与就
业紧密联系的设计管理类硕士课程，更为
来自不同国家的优秀毕业生赢得在路易－威
登，香奈尔，荷玛士，哈柔兹等顶尖时尚公
司的工作机会。

课程介绍

在本科期间以访问生身份注册在艺术学院学
习一年，按照所录取年级学习指定课目。如
在此期间考试均分达到50%，在获取母校学
位后可获得南安普顿大学硕士录取资格。艺
术学院硕士的正常雅思录取要求为6.0至6.5， 
STEP学生可免考。

适合对象

即将就读大三，大四的本科生。

PROGRAMME OVERVIEW
Winchester School of Art

艺术学院

本科即将就读年级
录取至南安普顿艺术
学院年级*

大三 大一或大二

大四 大二

*根据申请的专业，我们需要对学生的作品集（申请时尚营销管

理专业则要求个人陈述）做一个综合考量，根据作品集的审核

决定录取年级。

时装营销管理专业的仅限录取至大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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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AND  
TEXTILE DESIGN
服装及纺织设计

学习方向

Fashion Design 时尚设计

Knitwear for Fashion 时尚编织

Printed Textiles 布料印染

Woven Textiles 布料纺织

温彻斯特艺术学院一直注重与现代服装产业
之间的联系，了解行业的最新艺术需求，确
保我们的课程与当前行业需求挂钩。 我们
拥有最新的行业标配生产设备，各工作室都
配备了最先进的器械设备和各种配件设施。

大一学生学习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学生通过
一系列创新项目，研讨会，讲座和学习访问
拓宽视野，增进对服装和纺织领域知识的
理解。自大二起会要求学生选择以下专业方
向：服装设计，时尚针织，布料印染或者机
器纺织。

“ Studying at Winchester School of Art provided 
me with the greatest experience. WSA does not 
have a very big campus. however, the facilities 
provided are phenomenal. During my degree, 
with the help of all the University staff, I was able 
to explore all potential avenues of fashion and 
textile design.”

Juhao Zeng 
Fashion and Textile student

FASHION MARKETING/
MANAGEMENT
时尚营销管理

时尚营销管理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它汇集了
时尚市场的所有优势，第一时间为开拓时尚
营销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时尚营销课程学
习确保学生能满足当今时尚品牌需求，发展
为一个懂得欣赏创意设计的职业经理人，将
顶尖设计师的设计理念和客户需求结合，让
时尚和市场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我们在提
高学生对时尚和市场营销理论理解的同时用
辩证视角对视觉沟通进行解读。我们的学位
课程内容兼顾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满足了
各种时尚企业，甚至是国际时尚品牌的人才
需求。

“ The Fashion Marketing/Management 
programme at WSA is the perfect balance between 
business and creativity; the focus is on pushing 
the boundaries and making sure our commercial 
mind-set is highly tuned ready for careers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Natalie Hale  
Fashion Marketing/Management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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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 ARTS  

艺术设计
学习方向

Graphic Design 平面设计

Illustration 视觉艺术

Photography 摄影

Motion Graphics 视觉动画

平面设计专业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
信心，鼓励学生面对挑战，大胆尝试，积极
进取。

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创新，团队合作，
运用多种艺术表达形式和不断更新的技术，
适应日新月异的行业动向。通过创造性和逻
辑性思维能力的锻炼，学生将发掘自己的创
造潜力， 提高处事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感，
为将来丰富社会公益，乃至全球公益作出贡
献。教学方式包括：工作室实践，完成学习
项目，小组讨论会，教师辅导，各种工作室
内指导，示范，演示以及辩论。我们的教职
人员都是行业的先锋和领导人物，他们具有
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教学经验。行业中的领军
人物举办定期的客座讲座，分享他们的专业
知识和丰富经验。

Fine Art
美术学

美术专业鼓励学生在实践和理论探讨的环境
中开发自己观察和实践的精神，为成为当代
艺术领域的专业艺术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专业的课程安排鼓励学生发展独立思考能
力，提高自信， 设施完善的工作室更为学
生提供一个专业的学习环境。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情况，选择以下专业 发挥自我：绘
画，版画，摄影，视频，网络项目，雕塑，
装置艺术和时基艺术。课程包括数字和模
拟摄影，视频，声音艺术，行为艺术，装置
艺术，环境艺术，动画，公共艺术项目，写
作，网络艺术，绘画，雕塑和版画。通过一
系列个人项目，研讨会和讲座，发展学生实
践和辩证思维，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观念，
创造自我，迎接新的挑战。

“ My decision to come to Winchester School of 
Art was the best choice I could have made. Having 
access to an individual studio space from day one 
allows you to explore new ways of working, while 
being able to experiment with everything from 
etching to bronze casting.”

Georgia Zelly 
Fine Art student

“ Graphic Arts is a nurturing and supportive 
course. We’ve not been restricted by platforms or 
ambitions; there is always support for whatever 
you wish to work on. In the past year, we’ve seen 
beautifully printed books, handmade beanbags, 
fully functioning arcade machines and countless 
more creative exploits.”

Dem Gerolemou  
Graphic Arts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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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S DESIGN AND ART
游戏艺术设计

南安普顿大学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在2014年度
与全球知名的电子与计算机学院携手联合, 
隆重推出游戏设计艺术专业。这是一个令人
期待, 具有创新意识的跨学科专业方向。 
学生将通过学习游戏创意设计领域的一系列
课程，理解并掌握未来在游戏行业中就业的
必要技能。

学生将以工作室实践锻炼为基础。大一的学
习内容主要为游戏测试，游戏制作，理解游
戏设计和艺术的现存问题。大二的学习内容
为游戏设计及游戏创作，以及艺术领域内的
一些其他热门课题。我们的教师会在游戏工
作室中针对每个学生进行悉心指导。

PROGRESSION TO MASTERS PROGRAMMES
可进阶硕士专业

Communication Design (S) 

传媒设计

Fashion Design (S) 

时装设计

Textile Design (S) 

纺织设计

Games Design (S) 

游戏设计

Global Advertising and Branding (M) 

全球广告与品牌

Design Management (M) 

设计管理

Fashion Management (M) 

时尚管理 
 

Fashion Marketing and Branding (M) 

 时尚营销与品牌

Global Media Management (M) 

全球媒体管理

Luxury Brand Management (M)* 

奢侈品牌管理

Fine Art 

美术

Contemporary Curation

当代策展

Cultural Politics 
文化政治

(M) 管理类

(S) 实践类

*需要两年工作经历
“ We are taught programming, scripting, how 
to put a game engine together, 2D and 3D asset 
creation, art direction and the more experimental 
side. For me, this course is one of a kind.”

Bobbie Fowler  
Games Design and Art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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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普顿市位于英国南海岸，景色秀丽，气
候宜人。号称为欧洲游轮首都的海港城市, 
每艘皇家游轮出航前都会在此受到英国女皇
主持的下水典礼。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南安
普顿享受英国最多的日照，英国人形容南安
普顿为 ‘Sunny Southampton’。 南安普顿机
场距伦敦仅1小时车程，这里有航班飞往巴
黎，阿姆斯特丹，爱丁堡等欧洲大陆各大城
市，均仅为一小时之遥。 商法艺术学部的
商学院和法律学院就坐落在南安普顿市内的
大学主校区。

艺术学院则设在20公里外的温彻斯特市。

2000多年前，温彻斯特曾是罗马人的军事重
镇, 后来成为当时英格兰最强大的韦塞克斯
王国的中心。9世纪，诞生于这个古都的传
奇英雄阿尔弗瑞德大帝，统一了多方割踞的
局面，最终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英格兰，并
定都于此，直至13世纪迁都伦敦。当今的温
彻斯特是汉普郡的首府，2006-2008年连续
被评为全英最适宜居住地之一。该市还具有
浓郁的人文气息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并以众
多博物馆和历史古迹闻名。

SOUTHAMPTON  
AND THE REGION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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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LIFE
学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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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Southampton City Walls
02 Highfield Campus
03 Gym facilities on campus
04 Internet connections in halls  

of residence
05 Mayflower halls of residence
06 Uni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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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Resources 

学习资源

南安普顿大学校园有着良好
的教学设施，可为学生提供
全英国最好的学习环境。学
校图书馆收藏近 300万册图
书、期刊及报告， 包括理
科、工科、艺术及设计等领
域的专业资源。此外，我们
还斥巨资兴建了最先进的学
习设施，包括高速无线互联
网接入、笔记本电脑网络接
口以及语言学习区。

Sports facilities

运动设施

位于主校区的室内运动健身
中心，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
锻炼身体的场所，包括游泳
池、体育馆、壁球场、羽毛
球场、篮球场、灯光网球馆
和140台健身器材。

南安普顿是滨海城市，因
此，还有多种水上运动设
施。城市体育中心有一条滑
草滑道和多座全天候球场。
附近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以
及一个游泳跳水中心。

南安普顿还是汉普郡板球俱
乐部以及南安普顿足球俱乐

部所在地。

Arts and leisure

艺术及娱乐

南安普顿大学内有多所著
名艺术场馆，包括Nuffield 
Theatre和 John Hansard 
Gallery。音乐爱好者也可
以在Turner Sims 音乐厅欣
赏爵士、民谣、世界名曲或
经典音乐表演。对于南安普
顿这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城
市，该大学是其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在校园以外， 学
生还可以尽情畅游南安普顿
艺术馆、电影院，光顾当地
餐馆及酒吧。西部码头购物

中心 (West Quay Shopping 
Centre)是英国十大购物中 
心之一，里面有繁华的商业
街和创意店，还有一家宜家
店。

南安普顿大学学生会(Union 
Southampton)是校园社
交生活中心，它设有一个
夜总会、一家影院以及多
个咖啡厅和酒吧。Union 
Southampton 设有娱乐项
目，更包含了300多个学生
文化社团和运动社团。

Getting around

交通

学生可以步行或骑车在宿舍
和其他校园设施之间穿梭。
此外，我们还提供校园班
车（Unilink) 服务，往返于
南安普顿大学校园、学生公
寓、南安普顿国际机场、火
车站和市中心之间。居住在
学生公寓的学生可以免费无
限次乘坐校园班车。 
南安普顿交通方便，可通过
公路、轮船、铁路以及飞
机到达英国及欧洲的其他城
市；乘坐火车只需一个多小
时即可到达伦敦，海滨旅游
胜地布莱顿和伯恩茅斯，历
史名城温彻斯特和索尔兹伯
里同样距离南安普顿咫尺之
遥。

Accommodation

住宿

位于大学周边的学生公寓提
供带卫浴的个人单间，以
及共用厨房。设施包括床，
衣柜，桌椅，电话，宽带互
联网连接等。位于温彻斯特
的Erasmus Park  Riverside 
Way 学生公寓也提供同样设
施。STEP学生在8月1日之前
提交申请，大学会保证提供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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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INFORMATION
更多信息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商学院

雅思总分达到6.0分； Reading/Writing达到
6.0分，Listening/Speaking达到5.5分可直接入
学。

达到总分5.5分且单科达到5.0分者须提前到
达南安参加6周或11周的暑期英语补习班，
考核通过后入学。

艺术学院

设计专业*：雅思总分达到6.0分；且各单科
成绩达到5.5分可直接入学。

达到总分5.0分且单科达到5.0分者须提前到
达南安参加6周或11周的暑期英语补习班，考
核通过后入学。

管理专业**：雅思总分达到6.5分；Reading/
Writing达到6.0分，Listening/Speaking达到5.5
分可直接入学。

达到总分5.5分且单科达到5.0分者须提前到
达南安参加6周或11周的暑期英语补习班，考
核通过后入学。

*  含服装及纺织艺术，美术学，艺术设计，游戏艺术与

设计专业。

** 时尚营销管理专业。

Pre-sessional English 

暑期语言补习班

Pre-sessional A
时间：11周课时，每年六月末开班。

Pre-sessional B
时间：6周课时，每年七月末开班。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outhampton.ac.uk/international 

Admission requirements

项目要求

1.   背景要求：

商学院：专业接近或者机械工程，信息工
程，英语，人文类专业。平均成绩达到75
分。

艺术学院：专业接近。平均成绩达到75分。

2.  通过国内与学位挂钩的英语四六级考试、
计算机等级考试、课程考试等。

3.    家庭经济状况较好，能承担在国外学习和
生活费用，学费加生活费用建议按一年25
万人民币准备。

4.   所有项目，将根据雅思成绩、学科成绩等
情况综合考虑、择优录取。

Tuition fee

学费

2018/19学年：STEP学费为 16,536英镑/年。
来自合作院校的同学享受额外10%折扣。

在英国学习的生活费因人而异,所以各人的
实际开销会有所不同；平均为600磅/月。

Study period

学习时间

每年9月到6月。

如何申请
Required documents

申请材料

1.   申请表格；

2.   英语成绩单；

3.    中、英文对照的成绩单并加盖所在大学公
章；

4. 申请艺术学院设计专业另提供作品集：6张 
近期作品，并加以简短英文说明；如果申 
请时尚营销专业，则要求提交500字个人 
陈述；

5.   护照照片页。

为了确保教学质量，STEP项目名额有限，建
议尽早申请。

请通过所在大学对外合作交流办或相关部门 
咨询申请流程。

Terms of use

This brochure does not constitute an offer or invitation by 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to study at Southampton. 
This brochure is prepared well in advance of the academic year to which it relates and the University offers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it as a guide only. While the University makes every effort to check the accuracy of the factual content at the time of 
drafting, some changes will inevitably have occurred in the interval between publication and the start of the relevant academic 
year. You should not therefore reply solely on this brochure. For up-to-dat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course fees, course content 
and entry requirement for the current academic year, you should consult International office at your home University. 

HOW TO APPLY



 

 Find out more: 
  www.southampton.ac.uk/

studyexchange

x.jiang@soton.ac.uk 
+44 (0)23 8059 3501

南安普顿大学商业法和艺术学院微博：

www.weibo.com/fbla

南安普顿大学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