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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UCLan and Preston? 

为什么选择坐落在普雷斯顿的兰开夏大学 

UCLan 是一所真正关注国际学生的英国大学。学校坐落于英国最新的城市市中

心。她是来自英国不同社会、宗教背景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家。 

 UCLan 是一所 ‘现代化大学’，但是于 1828 年建成 

 UCLan 是英国第六大大学，在校学生 35000 人 

 UCLan 吸引了来自 100 多个不同国家的学生 

 UCLan 有 500 多个本科课程和大约 180 多个硕士课可以选择 

 UCLan 的教育质量排英格兰第 7位 

 2010 年起，UCLan 进入 QS 世界大学排名 

 UCLan 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建议和指导 

 UCLan 提供杰出的国际学生支持服务 

 UCLan 拥有自己 110 座的独立电影院 

 高达 95%的就业率领先于其他学校 

 学生满意度 92% 

 UCLan FUTURES 提供专业的择业就业指导 

 UCLan 与中国院校已有 20 年的合作历史 

 普雷斯顿是英国生活成本最低的一个城市之一 

 

这本手册介绍了一部分已经获得事业上成功的中国年轻校友的事例， 

希望他们的经历和感言能坚固您对选择 UCLan 的信心。 

 



 
 

Fond memories of UCLan and Preston 

关于对中央兰开夏大学和普雷斯顿的记忆 

 

“那是个很适合生活和学习的城市，交通生活都很方便。 

图书馆很方便，学习气氛也很好。”——Mandy 
 

“出国留学让我快速成长，很锻炼人。”——Daniel 
 

“那是我最多回忆，最多快乐的地方。 

结交了好多五湖四海的好朋友。”——Michael 
 

“浪漫的玫瑰郡，是我成就留学梦想之国度；庄严的兰开夏大学，是我实现自我价值与

自我增值的乐土。”——Coco 
 

“虽然说 Preston 不是个大城市，但是那是个平静方便

的城市。可以在这个城市里买到你生活上想要的一切东

西。我个人认为学校的图书馆是英国最好的大学图书馆

之一。”——Danny 
 

“Preston 商店密集，购物方便，大多数英国知名品牌

店遍布在两条购物街上。在曼彻斯特，要去好几个地方

才能买到一些想要的东西。老师非

常和蔼，对学生也很公平，没有偏

爱某个学生的现象。一到学校的那几天，学校就有老生带着我们了

解学校和城市，很快就能适应那里的生活环境。”——Sarah 
 

“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地方。UCLan 的教职员工都很友善。学校的

排名也在逐年上升。”——Qingqing 
 

“UCLan 在学位课程以外提供的一些课程为学生和有创业志向的

人提供了基本和必要的知识。 学校也同时提供签证信息，为国际学

生提供语言学习上的支持。”——Jerry 
 
“UCLan 在我事业的发展路途上给予了正确的引导和支持。学校也

与时尚设计领域的业者有着非常好的关系，为学生提供了从学习到

工作的非常好的过渡机会。”——Inner 



 
 

曾祥驱, BOPOMORE 新西兰有限公司, 执行总监 

 
2001 年毕业于兰开夏大学国际商务英语专业，之后在曼彻斯特大学攻读计算机工程硕

士。2003 年初回国。 

 

工作经历 

回国以后，先后就职于不同的跨国公司包括汇丰银行

计算机中心，罗夏信律师事务所和宝洁公司。曾担任

广东英国商会委员会委员。于 2010 年移居新西兰，现

任 BOPOMORE 新西兰有限公司执行总监。  

 

在英国的学习体会 

“在英国的两年留学经历，特别是在兰开夏的学习与生活，我获益匪浅。不仅仅是实

用性很强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我有机会体验与中国完全不一样的教育体系和对世

界影响甚远的英伦文化。每当我回顾过去十年的职业生涯，我都感叹于当年在普雷斯

顿的留学生涯，对我之后每一个职业决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给学子的建议 

“我的建议留学海外不仅仅是为了学历，以开放和学习的心态去了解新的文化，这会

给你日后的职业生涯有质的帮助。同时，尽早确定你的职业发展目标，并制定短期与

长期的职业发展计划。机会是不会消失的，但它只会属于有准备的人。” 

 

∽ ∽ ∽ ∽ ∽ ∽ ∽ ∽ ∽ 

 

造价 1200 万英镑的法医学院新教学楼建成并投入使用 

4,000 平米的法医教学楼予以英国法医界先驱

James Brierley Firth 命名，新楼为法医鉴定学

院和药物及生物医学学院提供了更多的教学空

间。新的教学楼最多可以容纳 160 位学生，还有

4 个实验室，其中 2 个是化学教学室，1 个分析

实验室和 1 个防火实验室。整栋教学楼可以容纳

160位学生。新楼于 2011年 9月 9日投入使用。 

 



 

 

徐依帆 UCLan 在读博士，兼职讲师 

曾在北京理工大学和兰开夏大学合作的电子工程专业学习，2000 年夏

天到英国完成本科最后一年的学习。在 UCLan 完成了硕士学位的学

习，2011 年获得了 UCLan 博士学位。 

在普雷斯顿的生活和学习 

我学的最好的科目是英语，一直有很好的成绩。我经常听英文电台看英语电视节目，

提高了我的听力，也就不惧怕和英国人交谈了。我与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学生住

在一个楼里，他们都很友好，在生活和语言上给了我很多帮助，即使他们现在都离开

了普雷斯敦，因为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在学生会的国际

学生社团里，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我们一起去欧洲旅游，参加体育活

动，看电影。UCLan 提供一些免费的外语学习课程，我参加了英语交流技能的课程和

法语初级班。因为在这里的学习和生活都很好，我就继续在 UCLan 读博士学位。 

 

在英国的第一年里，我对异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这使我决定把对纯工程类的研究转向以人为主

的工程技术的研究上。我的博士研究领域是人与计

算机的互动，着重研究幼儿和技术的互动。在整个

研究过程中，我参与了一些与欧洲合作学院的合作

研究项目，让我有机会到欧洲开会也认识了更多人。 

 

给学子的建议 

因为有语言和文化差异的障碍，所以一开始到英国的生活并不容易。 但是学校老师和

学生帮助我学习，让我更快的适应新的环境。然后我发现，融入新的生活并不难！这

是我至今为止记忆最深刻和开心的经历，我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在很多方面得到了提高。 

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尽量找自己喜欢的专业。在确定要读博士的时候，可以和相关导

师面谈并确定研究方向，建议事先看看导师的著作。 

如果有学生问我问到那个英国大学留学， 我会极力推荐 UCLan 给每个人！ 



 
 

杨致远  

London Shanghai Venture Partners, 董事合伙人 

英国市场营销战略咨询公司 Nealbrook 咨询顾问 

现在兼任亚太区项目联合负责人 

 

在英国的经历和和现在的事业 

在英国留学期间担任过大学语言学院辅修课的汉语助

教，参加过英国政府的中学教师培训计划在中学实习，

运营着自己开设面向社会的汉语和中国文化系列课程。

毕业后加入英国最大的电信网络独立零售商 Carphone 
Warehouse 担任电讯产品客户咨询顾问，同时兼任兰开夏

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2008 年 11 月加入近 20 年历史的

英国市场营销战略咨询公司 Nealbrook 任咨询顾问，现在

兼任亚太区项目联合负责人。2011 年 1 月 Nealbrook 公

司决定将亚太区项目划分入独立的营销咨询公司 London 
Shanghai Venture Partners (LSVP)，他的工作重心也随即

转入 LSVP 公司，任董事合伙人，协助公司运营与亚太

区相关的项目。 

 

给现在在校学生的一些建议 

“我自己很幸运地在大学生活中寻找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市场营销

-Marketing，这对我学位后的职业发展起到了直接的积极影响，如愿在英国的市场营

销战略咨询公司 Nealbrook 担任咨询师。建议同学们通过校园生活，多接触不同门类

的课程，假以时日，一定会发现一个自己非常向往的领域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自己

学习来强化对这个领域的理解。到这一天，成功职业发展的步伐就已经迈出。另外，

请不要忘记大学城拥有许多得天独厚的共享资源，多利用课余时间参加自己喜欢的

讲座和研讨会，以及校园竞赛，充实自己的校园生活，别给大学青春留遗憾。” 

 

毕业后如何在英国找工作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个人的感受，虽然有不少人曾说在英国找工作不容易，

但只要有决心，并且掌握较正确的方法，一定能找到工作的。最初的工作未必是自

己最爱的，但随着职场技能的积累，最终能迈入理想的职业生涯。” 



 

李可萍 ，金牌培训师，环球雅思  

2003 年夏天赴 UCLan 学习国际商务英语本科最后一年，以 2：1的优异成绩毕业。以

后继续在 UCLan 深造国际商务硕士。2005 年底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 

 

 “英国留学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兰开夏把我培育成了一颗耀眼之星” 

 

留英记忆和收获 

“无论岁月怎样流逝，我都不会忘记在母校兰大的点点滴滴。记得那充满学术氛围的

图书馆，那有我曾经奋斗的身影；记得那庄严肃穆的教学楼，那有我曾经遨游知识海

洋的足迹；记得那洋溢着欢声笑语的兰大课室，那是我曾经和各国精英一同拼搏学习

的乐土。兰开夏大学的教授与导师让我深深体会到真正的绅士风度与真正的知识渊博。

他们是我一生崇拜的偶像与效仿的榜样！” 

 
“留英的经历和在兰大取得的优异学位为我求职之路铺设

了一条康庄大道。除此以外，求职的成功之道我还要归功

于在兰大留学期间我所学会的自我评估技巧---知己所长，

更要知己所短。以此为基础，一个务实的职业生涯规划也

是让我能迅速，成功地找到适合我性格和能力工作的根源。

我心目中的“海归”是有比别人更高素质修养，比别人更

懂得客观分析问题，比别人更有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能力

的精英！这一切都为我当今的工作带来无比的受益，我得

到的回报便是上司的赞赏，同事的欣赏与下属的佩服。“ 

 

如今，她已是美国上市公司“环球天下教育集团”旗下的环球雅思学校一名金牌培训

讲师。主要负责培训雅思，托福等出国考试之有效备考。“让学生成功留学，成功进阶，

成功创造新篇章是我的教学使命！与此同时，我希望通过我的培训课堂，我自己的留

学点滴，可以让万千学子提前做好国外学习生活的各方面准备---包括人生规划和职业

规划。有了科学的规划，才可顺利地留学成功。不但如此，今时今日，咱们还得讲究

在国外的成功留学---即：把握国外学习的契机，提升自我修养与能力，学习建立良好

的人际关系，做到凡事态度认真，一丝不苟。这样才能让留学后的我们成为社会上出

类拔萃的人上人！” 

 

给学子的建议 

珍惜在 UCLan 兰开夏大学留学的每一天，真正地提高自我的学习能力，自我认知能力，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现代企业需要的就是真正有这些能力

的人才。您只有把自己磨练成金子，无论您身处何方，您才会发光！ 



 

 

王鲁伊 创业中 

曾就读于 UCLan 和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合作项目，国际商务英语专

业，于 2004 年完成英国本科学位。同年继续在兰开夏就读营销管

理硕士，2006 年毕业。  

 

学习和求职经历 

曾在 500 强企业出任市场传播的 Roy,作为 80 后创业者,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广告公司，

目前他正向自己的第二个目标互联网行业挺进。“在不断累积成长的过程中，我逐渐地

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人因梦想而伟大’-英格丽·褒曼。 每个人都有梦想，我个

人从大学选课开始就朝着自己想走的道路去累积并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和技巧。在本科

的时候，在商务英语的课程中我学过如何写新闻稿，怎么去做好演讲(Presentation)；在

市场管理硕士的学习中，更是学了如何做市场营销计划。这些对我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

助，是我之后进入 500 强公司最强有力的基石也是我创业的奠基。” 

 

“当然，每个人都有彷徨期，在刚归国开始寻找工作的时候，我需要体验不同职位所需

不同的技能和不同的公司文化来提升自我。因此，我做过好几个工作，想尝试一下。我

曾做过一个国际酿酒品牌的高级销售、一个留学中介的市场营销职位、一个知名英语品

牌的销售以及两家 500 强的企业传播市场人员。” 
 

给归国学子择业的建议 

“想要获得一份满意的工作是集运气、努力学习和信念---对在合适

自己的知名企业获得一份工作的信念——于一体。我觉得作为学生，

应该正视自己的技能，并去了解不同的工作及行业。同时还要问自

己，想去什么样的企业工作，是国有企业还是三资企业？” 

 

“在英国获得一些工作经验对回国找工作非常有帮助。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更多的了解

你自己，体验自由，同时提高你的语言能力。” 他还建议学生学习第三国语言，比如法

语或者西班牙语，那样可以鹤立鸡群。 

 

他认为，在未来几年里，事实上，中国的一些发展中城市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比

如江苏南京，安徽合肥，浙江杭州，还有中国政府着重开发的西部，特别是重庆。同时，

国内的一些中小企业也发展迅速，也会为大家提供许多职位。 



 

王帆 上海尼尔森市场研究有限公司 专项研究主任 

曾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管理英语专业学习三年，后来赴兰

开夏转读工商管理本科最后一年。以一等的优异成绩顺利毕业。然

后继续在 UCLan 读硕士，市场营销管理专业，于 2007 年年底毕业。 

 

现在的工作和求职经验 

从 UCLan 毕业后，她选择在上海开始她营销事业的发展。她现在就职于提供市场信息的

上海尼尔森市场研究有限公司，任专项研究主任。 

她目前已经在 Nielsen 公司工作了 3 年，并于 2011 年 8 月再次同 Nielsen 续签了 3 年合

同。与其他很多已经跳槽去世界 500 强生产制造商的同事不同，她选择继续留在 Nielsen
并且开始将研究领域扩展到除饮料食品之外的其他快速消费相关方面，并接触到更为多

元化的研究方法以及市场分析。“在调研公司最大的兴趣在于，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的，

可以不断的挑战自己，可以有很多尝试，不仅可以变得更加自信，同时思考的经度和纬

度可以更加自由。我非常热爱在尼尔森的工作，因为公司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个人发展

的平台。” 

 

在兰开夏读书的经历 

王帆在兰开夏大学学习了 2 年。她觉得在学术上和社会文化上都受益匪浅。“在一个完全

不同的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里学习总会有一个艰难的开始。我也不例外。当我 2005 年 8

月到普雷斯顿，我无法和当地人自如的交流，即使是一句简单的话。感谢 UCLan 提供的

一个月的免费语言课程，使我更好的融入当地文化并准备好迎接新学期的到来。除此之

外，信息中心“I”对我帮助也很大，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虽然对我学术上没什么

帮助，但是丰富了我的社交生活。” 

“最大程度的利用学校提供给学生的资源是非常必要的。比如，24 小时开放的图书馆，

网络资源，信息中心，那些都会给你在普雷斯顿的生活带来方便。” 

给回国就业的毕业生的建议 

“在进入竞争激烈的招聘会之前，有一些问题你自己必须要回答。你梦想中的工作是什

么样的？你自己的强项和能力是否能满足那些工作的需求？你 3-5 年内短期的事业计划

是什么？在你入学前或者选择专业的时候也可以考虑这三个问题。” 

 

“把握并利用好你人生的每一天，你会掌控你的人生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兰开夏的两年时间里面不仅有知识层面的提升，更多的是思考的独立性

以及行事的果断力 – 这一切使得今后的人生有可预知的精彩和一切可能” 



 

 

陆捷  来宝棉花，信息和研究经理 

陆捷是 UCLan 和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合作办学项目上的学生。他在兰开

夏大学读完商务英语本科最有一年，继续留在学校读跨文化商务交流硕

士，2006 年年底回上海。 

工作经历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德国的 AVA 展会公司做实习生。“那

是一个很棒的工作经验，在那里我了解了展会行业，同时

结识了很多外国友人。对于刚毕业的学子来说，要融入一

个公司文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里工作的半年里，我

学会了如何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去理解西方文化，如何处

理人际关系，以及如何让自己看上去更专业。” 在实习期

结束后，他意识到自己更合适做贸易而不是服务业。 

他现在的事业 

陆捷现在亚洲最大的商贸公司--来宝棉花，做信息和研究经理，两年前从上海被派遣到

新加坡工作。这个工作提供给他更好的收入，更重要的是比较好的工作环境。在他进公

司不久，就被送到一个棉花培训的国际项目上，先后去了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和美

国的工厂。他曾在棉花工厂里工作来提高他对棉花的认识，剩余的时间在公司培训。“这

个工作很有趣，可以让我不断的学习到新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你工作的快乐，就继续这

份事业。一个人要不断学习。” 

给学子们的建议 

“不要奢望在学会走路前就想跑。一个实际的自我评估可以在求职过程中减轻自我压力。

还要知道个人价值并不能完全体现在你现在做的事情，而是体现在后来十年的工作中。

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运气了。” 

 
※※※※※※※※※※※※※※※※※※ 

以 Preston North End 著名球员 Sir Tom Finney 命名的新健身场馆与 2011 年 11 月初正式

对外开放。除此以外，学校还有另一个室内健身馆 Foster Sports Centre 和一个标准足球场。

健身场馆也将为参加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运动员提供高标准的训练设施。 



 
 

翁淑怡，深圳华侨城洲际大酒店，区域总经理行政助理 

2005 年取得 UCLan 国际商务英语学士学位,后继续在中央兰开夏大

学旅游管理系攻读硕士，2006 年获得硕士学位。 

 

留学兰开夏给她带来的收获 

她现在于中国一家国际五星级酒店-深圳华侨城洲际大酒店任职区域总经理行政助理。

“能够胜任此一份工作，在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学习的人生经历是功不可没的。我不仅

在兰开夏大学学到了全面的旅游酒店业方面的相关知识，并对多元文化有了深刻透彻的

理解。加之，留学不仅仅只为了学习语言或书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一个宝贵的机会、

宝贵的旅程增长见闻，感受异国文化人情从而使自己的视野更广阔，思维更多元，也是

锻炼自己，提升自我能力的好机会，例如自我独立能力。” 

 

“对于我来说，在兰开夏大学学习的时光是美好而难忘的，为我制造了许多许多精彩的

时刻。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他们都是很友善的；我与他们都成为

了朋友，而且一直保持着联系。还有，我们的导师也是非常和蔼，常常帮助我们-他们不

仅在我们的学习上给予我们支持帮助，并在职业规划上给予我很多有建设性的建议。” 

 

﹡﹡﹡﹡﹡﹡﹡﹡﹡﹡﹡﹡﹡﹡﹡﹡﹡﹡﹡﹡﹡ 

学校图书馆在 2009 年和 2011 年间，重新整修并对室内的硬件设施作了大规模的升级。 

          

 底楼开放式的会见区域，自动借书还书设施            二楼三楼为藏书区域 

       

  独立安静的学习区域        双屏苹果电脑          工作人员为学生排忧解难 

24 小时尽享高标准图书馆设施服务，晚上还有免费校车送你到家门口 



 
 

洪茜 在读学生 

曾就读于 UCLan 和北京理工大学合作项目，应用物理专业，2008

年赴英国完成本科学位。之后去了伯明翰大学读硕士。2010 年回到

UCLan 开始博士学位。 

 

在 UCLan 的生活经历和感受 

“我在 UCLan 学习很开心。UCLan 算是英国知名的“新大学”之一。学校图书馆在整个

校园的中心地带，可供学习的好地方。许多免费语言课程（比如英语，法语，日语等等）

供同学们参与学习，课程安排也比较合理。同学们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来学习与娱

乐休闲。 最近新修建了一个比较大的健身馆，还不错哦！这里住宿，交通便利（相比伦

敦很便宜），火车站就在市中心。它位于兰开夏郡，离曼彻斯特，利物浦都很近，圣诞期

间非常方便大家出去游玩。” 

 

给即将出国的学生的建议 

洪茜现在 UCLan 攻读博士学位。她的研究方向是：风机叶片的健康监测。 

“我以后想往做研究方向发展。新能源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将是一个主导的研究方向。 

学生选课的时候，尽量按照自己的喜好以及将来的工作方向联系在一起。是否以后要从

事这方面？ 不然学起来很是费劲。如果你要读研究生，最好是早点开始做准备（因为机

会也只是给有准备的人），联系学校，找导师写推荐信等等。还要多跟自己的导师交流一

下，问问他们的意见。” 

 

“出国，除了自己的学业意外，不外乎是学好英语，我想这也是绝大部分家长所想的。

大家可以积极主动与外国人交流，广交朋友。正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有时

候朋友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省去走冤枉路。” 

 

2009 年建成投入使用的媒体工厂， 

为学习媒体新闻表演类的学生提供的多元学习场所 

 

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中国学生也可

以在学习期间创建自己的公司 
模拟新闻演播



 
 

彭丽思 兰开夏生物医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办公室经理 

2009 年 9 月，于中央兰开夏大学商学院攻读国际商务与管理硕士学位。2010

年 9 月，硕士毕业后回国。 

 

工作经历 

从事国际贸易工作将近五年后，为了更加明确自身的职业生涯取向及提升个人的综合竞争力，

2009 年 8 月，毅然辞去韩进海运（Hanjin Shipping）市场与业务部主管一职，远赴英国攻读

其硕士学位。2010 年 9 月回国后，因为对时尚与零售的兴趣与好奇，进入了天虹商场股份有

限公司,担任品类经理一职，负责公司重点项目招商及全国各区域资源调配。通过一年对零售

业及该企业文化的了解与学习，发现自身的工作经验及专业知识都不能得到很好地应用，经

过多番思量后，决定重新选择。目前，就职于中央兰开夏生物医学技术深圳有限公司(UCLan 
Biomedical Technology (Shenzhen)Ltd.)，担任办公室经理一职。主要负责公司行政管理工作、

为海外相应部门和在深研究项目人员提供后援支持、以及寻找研究项目赞助等。 

 

留英感言 

‘每个人一辈子都至少会有一段毕生难忘的记忆。在英国普

雷斯顿留学的日子，便是我永远的闪亮的回忆。专业热心的

教师团队、多国文化学生的思想碰撞、丰富有益的课外生活、

现代完善的校园设施、集中便捷的市区环境……一切的一切，

使我真切地体会到了留学生活的美好。不仅让我学习到了西

方的辩证、独立的思维与学习方式，还让我体验了西方的工

作模式。’图为她在普雷斯顿 Ribbleton Avenue Infants 当助教

时候的照片。该项目是由中央兰开夏大学为学生提供的 SAS
（Student Associate Scheme）实习机会。 

 

回国求职建议 

“兴趣与工作能结合是一件完美的事情。但如果发现不能，便不能勉强。关键在于选择的工

作是否能与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相结合，并能得到进一步的延展。此外，需要考虑的

是该行业的发展趋势，是否可持续发展的行业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择业前，综合

考虑各方面因素后，亦可征求多方建议，如导师、家人等。一旦做了选择，不要轻易地干几

个月就放弃，需要多花点时间稍加了解和适应，深思熟虑后再做决定。毕竟，频繁地更换工

作可能会导致浪费机会成本和给用人单位感觉你工作不够沉着和踏实。” 

 

““MMaakkee  tthhee  mmoosstt  ooff  yyoouurr  ssttuuddeenntt  lliiffee  iinn  UUCCllaann  

AAnndd  yyoouu  wwiillll  sseeee  aa  bbrriigghhtteerr  ffuuttuurree  aahheeaadd  ooff  yyoouu””  



 

 

韩南南  曾是英国标准协会（BSI）伦敦总部管理培训生 

2002-2003 年在北京理工大学和 UCLan 的电子工程合作项目上学习。2004 年毕业于

UCLan 电子工程系，获得一等荣誉学士学位。之后转到剑桥大学攻读工业系统，制造业

与管理硕士，2005 年顺利毕业。 

 

 

工作经历 

韩南南于 2006 年一月开始了在英国标准协会（BSI）伦敦总部

两年的管理培训项目。BSI 成立于 1901 年，是世界领先的国

际标准、产品测试、体系认证机构。它是全球第一家国家认证

机构，同时也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核心成员之一。BSI 制定并

颁布了第一部商业标准，包括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体系以及相关项目管理。 

“在两年的培训期间，通过一系列的实际项目对公司的各个部

门进行全面的了解及学习。我觉得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我

认为，工程学科的专业在毕业后找工作有一定的优势。当然，

专业不是决定因素，优秀的毕业成绩和以往实际的经验等等，

对找工作都有非常大程度的影响。”  

 

在英国学习的体会 

“我认为留学经验对我个人的整体发展非常有帮助。兰开夏在北京理工大学的中英

联合办学班提供了一条非常实际的捷径。兰开夏所在的城市普雷斯顿是个美丽安静

的城市，这里的人都非常的友好，而且学校的老师职工们也都非常乐意帮助学生！” 

 

求职历程及建议 

韩南南硕士毕业后留在了英国工作。“在英国找工作，解决工作签证是一个问题（现在已

经不是问题了！编者注）。大型的国际性的公司在帮助看中的雇员申请工作签证相对于小

公司轻松很多。我也填了 20 多份工作申请及参加了一些公司面试的邀请。很多大公司会

进行多轮的面试做出评估及筛选。我的经验是，大学里的就业咨询部门对在校生及毕业

生找工作非常的有帮助，从那里可以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 

 



 
 
 

Job Hunting Suggestions 

 
A good CV is vital 一份好的简历非常重要 
‘I wouldn’t turn down any chance to get some work experience, even if 
it is short-term. I think that using a recruitment agent to assist you to 
find work is also a good idea. Employers rarely have the time to look 
at speculative applications if you just send them your CV 
directly.’----Lucy LU 

 
Do a SWOT Analysis 做一个自我 SWOT 研究 
‘As an inexperienced graduate with a UK degree, I analysed my 
position in the job market. I applied for an entry-level job position 
in the conference industry as a salesperson. My suggestion to 
fresh graduates is to do a SWOT analysis of yourself and explore 
the job market. Try not to expect too much in the early 
stages.’----Maggie XU 

 
A Number of Approaches 找工作有很多途径 
‘I would suggest a number of approaches to job hunting. Have a good, 
straightforward CV and post it online. At the same time, target specific 
companies which you are interested in, go directly to their website and 
explore internship opportunities. This is a good way to start. Don’t forget 
your network of friends and family.’----DING Ping 

 
Dream and Goals 梦想和目标 

‘‘There are several factors which you need to consider before 
entering the job market.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dream of doing? 
Do your strengths and capabilities match your dream job? What is 
your short-term (3-5 years) career goal? You seriously need to 
consider these three questions when you enter college, or before 

you choose your major.’’----WANG Fan 
 

             



 
 
 
University Career Services 大学就业服务 
‘I filled out more than 20 job applications and was invited to several 
interviews. Some large companies also hold at least 3 rounds of 
interviews to find the right candidate. I think the University Careers 
Service is a very helpful place, where lots of information can be 
obtained.’----HAN Nannan 
 

Be Realistic 要务实  
‘Do not expect to run before being able to walk. A realistic self evaluation is 
the key that helps ease your nerves during job hunting. You should be aware 

that, though your personal skills may not immediately fit the role that you 
are doing now, you can develop these skills so that they will fit the role you 
wish to do in ten years time.’----Jeffery LU 

 
Who to work for? 为谁工作？ 
“I have had a combination of luck, very hard work and steady 
determination to gain my current position within a suitable and 
reputable company. I think it is useful for current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ir skills and to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 different job 
roles involve. Also it is important to ask themselves the question, 
‘What type of organization do I want to work for?’ for example, a state 
owned or private company.”----Roy WANG 

 
Work Hard 努力工作 

“Although we have a goo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e are like new 
babies in the workplace. I believe if you work hard, you will learn 
more. The more work experience we have, the more we can handle, 

and the more work opportunities we have.”----Sylvia ZENG 
 

Suits your personality 符合自己的性格 
“You need to know your strengths and more importantly, your 
weaknesses. A realistic career plan helped me find a right job which 
suits my personality.”----Coco LI 

           



 

满足国际学生的需要 

Meeting the Need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在 UCLan 学习期间，学生可以得到： 

 针对个人情况提供职业信息，建议和指导 

 ‘从工作中学习 ’的机会，比如实习、兼职工作、见习、参与项目以及志

愿者的工作信息 

 学习过程中融入就业和创业技能的学习 

 FUTURES 会对在创业和就业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学生进行表彰 

 提供终身就业支持 

 
While you are studying at UCLan you are entitled to: 

 Individually tailored careers information, advice and guidance 
 ‘learning from work’ opportunities during your course, such as work 

placements, part-time employment, internships, live projects and 
volunteering 

 Employability and enterprise learning built into your programme of study 
 FUTURES awards to recognize and celebrate personal achievement in 

extra-curricular enterprise and employability activities 
 Life-time employability enterprise and careers’ support 

www.uclan.ac.uk/futures 
 

UCLan 提供的其他学生支持服务 

在图书馆外面，每天晚上

6 点至凌晨 3-4 点有定时

免费校车送学生至家门口 

 

WISER 如果在写作业的

过程中遇到问题，老师可

以提供一对一的帮助 

                     

The ‘I’ 一站式的服务中心

提供广泛的信息，更有国际

学生顾问提供相关支持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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