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洛斯特郡⼤學。
靠近美麗的科茨沃爾德。

合作⼯作



我們的使命

為學⽣運動員提供國際公認的⼤學學位、發展⾜球的

經驗和機會,在他們選擇的職業⽣涯中,在完全⼀體化
的⼤學體驗中實現多種途徑。

為什麼在格洛斯特郡的 UDA。

格洛斯特郡的UDA學院是為來⾃世界各地的學⽣提供
⼀個機會,追求⼀個⾼質量的學術學位,同時發展他們

的⾜球能⼒在專業學院結構。



我們的⽬標是將⼈⺠的最佳利益置於我們決策的中⼼,

讓所有與 UDA 相關的⼈員都成為決策的中⼼。

核⼼價值觀

UDA 努⼒以最佳⽅式運營,表現出可靠性、透明度、能

⼒、積極⾵度。

UDA 旨在與同事、學⽣、家庭和業務夥伴建⽴值得信賴

的⼯作關係。

UDA 致⼒於透過連接幫助⼈們建⽴有⽬的和富有成

效的⽣活。

UDA ⿎勵⼈們超越"規範"進⾏思考,挑戰現狀理念。

我們的座右銘是,"沒有盒⼦。

⼈先。

專業。

信任。

創造夢想。

想法。



你的⽬標成為我們的⽬標。

提供世界上最好的⼤學教育和

⾜球經驗的整合,使學⽣能夠在

課堂上和領域充分發揮他們的

潛⼒。

不僅適應每個⼤學⾜球學院學

⽣的需求,⽽且通過適合其職業

⽬標的多個學位選項。

給⾜球界最⼤的成功機會。



位置。

靠近英國最美麗的⾵景區 - 科茨沃爾

德和莎⼠⽐亞國家。格洛斯特和切爾

滕納姆市擁有豐富的歷史,有許多景點

和場所可以享受社會和⽂化活動。

學者。

我們的⽬標是您的畢業典禮。UoG

提供跨多個學位選項的三年本科學

位課程。UDA 提供學⽣⽀援系統,

您有時間在學院和 UoG 。

⾜球專案。

UDA 為您提供了在英格蘭發展⾜球學院

全年⽐賽的機會。學院承諾在歐⾜聯

「A」級提供合格的教練,為學⽣提供獲得

⾜球協會教練和/或裁判執照的機會。



我們的承諾。

多種路徑。

UDA 提供多種途徑,滿⾜學⽣的學業和⾜球願望。

駐地教練   客座教練計劃。

UDA 已經建⽴了⼀個教練駐地和訪問教練計劃,學⽣將接

觸到教練在整個職業⽐賽在英國。

全年訓練和遊戲。

UDA 模型反映了歐洲頂尖的學院通過訓練和遊戲時程表促進球員發展。

重點是在18-21年的關鍵歲⽉⾥真正的球員發展。UDA還為學⽣提供獲得

英格蘭⾜總教練和/或裁判執照的機會。

UDA 認識到在學術、⾜球、社會和⽂化平臺上實現完全集成的⼤學體

驗的重要性。UDA 聘請了⼀名學⽣⽀援官,以確保所有學⽣在所有級

別上都有聯繫,並充分參與⼤學的⽣活,在課堂和現場取得最佳成績。

完全集成的⼤學體驗。



格洛斯特郡⼤學。

格洛斯特郡⼤學位於英格蘭西南部的格洛斯特

郡,被認為是英國最可持續的⼤學(2019年⼈與

⾏星聯盟)。⼤學分佈在切爾滕納姆和格洛斯特

的四個專業校區,是⼀個約有10,000名學⽣的

社區,其中8-10%是國際學⽣。UoG 提供廣泛

的本科學位課程,其中很多課程都通過特殊認證

和排名獲得認可。該⼤學在研究⽣研究經驗⽅

⾯也在全球排名第六(2019年研究⽣研究經驗

調查)。



格洛斯特郡⼤學。

這些⾼品質的學位課程專注於為你的事業做準備。每年,

學⽣都完成實習和實習,所有學位課程都側重於就業能⼒

和經驗學習。格洛斯特郡⼤學擁有專業的教職員⼯、客

座講師和其他獨特的⾏業聯繫和活動,為學⽣提供機會,獲

得對學習領域和未來就業的批判性和前沿⾒解。



格洛斯特郡⼤學。

格洛斯特郡⼤學是⼀個體育好去處,與⾜球協會、地區

球隊和體育組織有著良好的聯繫。格洛斯特郡⼤學是

⾜球協會認可中⼼和⼥⼦⾜球教練發展中⼼,也是認可

英國⼤學和學院體育(BUCS)/草根社區中⼼。格洛斯

特郡⼤學的學⽣受益於社區和績效路徑層⾯的合作。

格洛斯特郡⼤學的研究⼈員正在與國際⾜聯、森林綠

流浪者、布⾥斯托爾市和畢爾巴鄂競技積極合作,作為

年輕球員社區計劃的⼀部分。UDA⾜球學院的學⽣將

成為格洛斯特郡⼤學體育⼤家庭的⼀員,可以接受獨家

的⾜總教練和裁判培訓。



學者。

英語要求和資源。

格洛斯特郡⼤學在夏季提供課前英語課程,如果

需要,提供基礎課程。通過學⽣成就辦公室提供

其他⽀援。

有關格洛斯特郡⼤學的英語語⾔資源和特定國

家/地區要求的資訊,請聯繫您國家的招聘協調

員。



學者

本科和研究⽣學習。

UDA 將協調學院和⾜球學院的時間表,以確保

您有機會在課堂和球場上取得成功。培訓將在

學習⽇結束後進⾏,通常在下午晚些時候或傍晚

進⾏。

學術⼈員。

UDA 和格洛斯特郡⼤學國際辦公室將合作,尋

找符合您的職業⽬標和抱負的合適的學術課

程。有多種度位可供選擇。



學者

本科課程。

會計和財務。

動畫。

應⽤社會科學(六級)

應⽤運動和運動研究(六級)

業務和⾏銷管理。

創意寫作。

犯罪學與⼼理學。

犯罪學和社會學。

舞蹈。

舞蹈(六級)

診斷放射成像。

數字媒體。

戲劇與表演實踐。

戲劇和表演實踐(六級)

⽣態學與環境科學。

英⽂

英語和創意寫作。

英語⽂學與創意寫作。

活動管理。

運動、健⾝和健康。

影視製作(六級)

電影製作。



學者

本科課程。

法醫⼼理學。

地理 BA。

地理理學碩⼠。

保健和社會護理。

歷史記錄

歷史與哲學。

歷史與政治。

歷史和宗教研究。

⼈⽂地理。

國際酒店和旅遊。

管理。

實習⽣國家關係。

新聞。

新聞與傳播(六級)

法律。

法律與商業律師事務所。

領導和社會護理(六級)

雜誌新聞與製作。

⾏銷。

⾏銷管理 - 學⼠(榮譽)

營銷、廣告和品牌。

⾳樂業務。



護理(成⼈)

護理(學習障礙)

護理(⼼理健康)

護理助理。

運營部⾨業務。

醫療科學。

醫療科學(六級)

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六級)

哲學與政治。

攝影。

攝影:編輯和廣告。

攝影新聞與紀錄⽚。

攝影。

體育。

體育與教練。

理療。

流⾏⾳樂。

⼼理學。

宗教、哲學和倫理學。

社會⼯作。

社會⼯作(約維爾學院⼤學中⼼)

社會學。

學者

本科課程。



聲⾳和⾳樂製作。

體育和企業管理。

運動和運動科學。

體育教練科學。

體育業務與教練。

體育教練。

體育新聞。

運動⼒量與調節。

運動療法。

⼒量、調節和康復。

電視製作。

與兒童、年輕⼈和家庭⼀起⼯作。

學者

本科課程。



研究⽣課程。

藝術。

犯罪。

教育。

健康⼼理學。

歷史記錄

⼈⼒資源管理。

⼈⼒資源管理(碩⼠階段)

插圖。

包容性教育。

⼯業控制⼯程。

中級⼈⼒資源管理。

國際商務。

園林。

景觀建築(轉換年)

法律研究(研究⽣證書/⽂憑/LLM法律研究。

⽂學與批判性研究。

⾏銷。

市場⾏銷、活動和法律(按研究/碩⼠/博⼠的碩⼠)

學者



研究碩⼠或⽣物科學博⼠。

碩⼠研究或博⼠鄉村和社區。

碩⼠研究或博⼠地理與環境科學。

⼯商管理碩⼠。

MBA⼯商管理(碩⼠階段)

MDes 創意廣告。

MDes 平⾯設計。

機電⼀體化⼯程。

⾳樂與媒體。

護理。

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和製作。

PGCE 初等教育。

PGCE 中等教育(PGCE 中學)

哲學與倫理學。

攝影。

運動和運動專業博⼠學位(研究⽣研究)

學者

研究⽣課程。



體育與社會體育專業實踐。

體育教練專業實踐。

專業實踐:體育中的⽣活⽅式管理

⼼理科學。

⼼理學。

公共保護。

宗教、哲學和歷史研究

社會科學。

社會⼯作。

社會⼯作和社會關懷。

特殊教育需求 (PG 憑證)

體育教練科學。

體育領導、教育和社會。

體育傳播與數字媒體。

體育法、倫理與治理。

運動性能分析。

運動⼒量與調節。

運動療法。

技術和應⽤計算。

神學和宗教研究。

學者

研究⽣課程。



為什麼在英國學習。

真正的經濟價值。

在計算獎學⾦機會之前,2020/21年的學費

總計約為15,000歐元

真正的學術價值。

英國學位提供真正的學術價值與專業和

專注於知識的深度,所以你成為你所選擇

領域的專家。

真正的"學⽣體驗",拓寬了您的技能組合跨越多個級別。

在國際⼤學學習給你⼀個優勢;建⽴簡歷的全球經驗,以及

拓寬視野的旅⾏機會,都為您提供了與21世紀相關的技

能。當你在國外⽣活、⼯作和學習學位時,世界就變成了

你的課堂和⽼師。



國際認可和接受世界各地。

您獲得的英國學位得到全世界的認可,將説明您

建⽴⾃⼰的事業。再加上獨特的UDA夢想製造

者計劃,你註冊格洛斯特郡⼤學只是⼀個富有成

效和有⽬的的⽣活的開始。

畢業⽣延期計劃。

畢業學⽣*在完成學位后,可獲准在英國⼯

作兩年。 *預計今年六⽉開始的畢業⽣擴

展計劃,將於⼆零⼆⼀年六⽉開始。

三加⼀賺你⼀個主⼈。

在四年內獲得本科和碩⼠學位,⽽在某些

國家,可能需要六年才能完成!

為什麼在英國學習。



發展⽐賽 – 展⽰對職業⻘

年隊的⽐賽。

UDA⾜球將在英國⼤學、⼤學和頂級

⻘年學院球隊中參加⼀系列發展⽐

賽。時間表經過精⼼安排,以確保學⽣

獲得最佳發展機會。

UDA-UK 四部分開發模型。

烏達⾜球學院。



UDA將組織歐洲旅遊,以擴⼤學⽣的教育

和⾜球發展。春假期間,地中海和斯堪的

納維亞國家將進⾏旅⾏。

歐洲之旅。

烏達⾜球學院。

UDA-UK 四部分開發模型。



作為發展模式的⼀部分,⾜球總監將安排

最優秀的球員UDA球員在當地頂級俱樂

部接受培訓,以擴⼤他們的經驗。

發展培訓機會。

烏達⾜球學院。

UDA-UK 四部分開發模型。



頂級歐洲教練將被邀請為UDA

球員舉辦培訓課程,以擴⼤學⽣

的經驗和接觸遊戲。

訪問教練計劃。

烏達⾜球學院。

UDA-UK 四部分開發模型。



UDA 將協調⾜球學院的時間表

和我們學⽣的學術時程表,以確保

您獲得最佳機會,在課堂和球場上

取得成功。培訓將在學習⽇結束

後進⾏,通常在下午晚些時候或傍

晚進⾏。

 *學術課程優先於培訓時間。

烏達⾜球學院和學術時程表。



烏達學院哲學。

UDA ⾜球學院致⼒於通過多個平

台的發展、曝光和機會幫助學⽣達

到最佳的發揮潛⼒。

每位玩家都將在會議上收到評估反

饋,以及每年兩次的書⾯評估。



⽅案主任。
J O N  W H I T N E Y

⾺在⾜球康復 , U E F A  " A "許可證。

沃爾索爾⾜球俱樂部前⾜球聯盟經

理 2016-2018。

赫爾城林肯市哈德斯菲爾德鎮前職

業球員 ,1993-2001年參加職業聯賽

超過200場。

快速區⾸席執⾏官 ,運動性能⼈類性

能專家。

⾜球總監
T O M M Y  T A Y L O R

英格蘭⾜球聯賽劍橋聯隊、萊頓東

⽅隊、達林頓隊、彼得伯勒隊前主

教練。

已經打了 600 多場職業聯賽 , 西漢

姆聯和萊頓東⽅ Fc。

在凱⽶國王(芬蘭)、弗洛伊(挪威)、

格林納達國家隊和CD托雷維耶哈

(西班⽛)進⾏國際管理。

為英格蘭 u23 國家隊效⼒。

U E F A  " A "  許可證。   

學院⼯作⼈員。



助理⽅案主任。

M A L  S A V I L L E

瑪律在社會服務部⾨⼯作了30多年 ,並

在眾多英格蘭聯賽⾜球俱樂部擔任職

業球探。他⽬前在英超的阿斯頓維拉

⾜球俱樂部⼯作。

作為助理專案主任 ,Mal 負責專案的各

個⽅⾯ ,協助其監督 ,以確保學⽣有積極

的體驗 ,以及學⽣在學院學習、⽣活和

玩耍時⼀般的福利。

瑪律作為英格蘭聯賽各種⾜球俱樂部

的球探 ,在職業⽐賽中已經30多年 ,包

括布倫特福德、沃爾索爾、劍橋、萊

頓東⽅。

助理教練
D A V E  N I C H O L S

布拉德福德城 Fc 和哈德斯菲爾德

鎮 FC 的學徒專業。

前學院球員在半職業俱樂部蓋恩斯

伯勒鎮 , 英格蘭。

在卡德⾺特萊學院、⽶德爾斯堡⾜

球俱樂部和英格蘭哈德斯菲爾德鎮

Fc 擔任學院教練。

英格蘭⼩學⽣國際。

作為⻘年發展計劃的⼀部分 ,在中國

和美國擔任教練。

U E F A  " B "  許可證。   

學院⼯作⼈員。



學⽣⽀援幹事。
P A U L  N I C H O L S

Paul 畢業於紐卡斯爾⼤學 ,過去 25

年來⼀直在格洛斯特居住和⼯作 ,對

⾦融城和更廣泛的地區都擁有廣泛

的知識。

Paul 擁有廣泛的技能 ,包括與不同背

景的⼈合作 ,包括監督、評估員⼯和

與廣泛的服務⽤戶聯絡。

Paul 將與助理專案總監密切合作 ,確

保學⽣的福利 ,並維護 UDA 的學術

政策 ,以及為學⽣提供富有成效和充

實的學⽣體驗的總體程式。

學院⼯作⼈員。



出勤費⽤。

2020/21年度的本科學費每年總計約15,000歐元(不包括住宿和膳

⻝)(學費可能在其他⼊學年度發⽣變化)。

研究⽣教授的課程學費總額約為14,700⾄15,400歐元,視課程情

況不同。

研究⽣研究/博⼠學費因課程⽽異。聯繫您國家/地區協調員,瞭解有

關具體課程費⽤的更多詳細資訊。



UDA ⾜球學院的獎學⾦基於學術、⾜球能⼒和性格參考。

每年 7,900 歐元,包括全年的專業教練、遊戲、培訓、專業設

備、制服以及在整個⼤學課程中為⾜球協會教練和或裁判執照和

UDA ⽀援服務提供的機會。

出勤費⽤。



住房和餐飲。

格洛斯特郡⼤學提供從宿舍到校外私⼈住

宅的⼀系列住宿選擇。格洛斯特郡⼤學擁

有約1,380間客房,設有宿舍,管理著⼤學共

⽤公寓和房屋,每個⼈都可以選擇。所有⼀

年級本科⽣、研究⽣和國際學⽣都有住宿

保障。格洛斯特郡⼤學的住宿是⾃助式住

宿,⽽每個校園都有⼀間餐廳。



獎學⾦。

格洛斯特郡⼤學為國際本科⽣和研究⽣提

供學術獎學⾦。此外,格洛斯特郡⼤學還提

供2,000⾄4,000英鎊的⾃動國際助學

⾦。



招聘途徑。

進⼊英國學院的途徑。

前景⾄少需要下⾯列出的兩種⽅式進⾏註冊。UDA 為我們的

學院課程提供了許多考慮⽅式的前景。

請參閱我們的招聘⾴⾯,與您國家/地區招聘總監取得聯繫。

注意:如果您的國家/地區未列出,請聯繫 UDA 英國招聘總監西莫斯·

賴利:sreilly@udauk.org。

1. 聯繫您國家的招聘總監。

請聯繫您國家/地區/地區招聘協調員瞭解詳情。

2. 參加在您國家舉⾏的 UDA 招聘活動。

如果您無法參加招聘活動,視頻⽚段可以發送給您國家/地區招聘

總監或 UDA 英國招聘總監西莫斯·賴利:sreilly@udauk.org。

3. 發送培訓或播放視頻。



培訓、玩耍和會⾒學術和教練組。如需詳情,請聯繫瑪律

msaville@udauk.org:您可以安排您參觀格洛斯特郡普羅加梅⼤學

的UDA。

4. 參觀格洛斯特郡⼤學。

5. 發送教練參考。

發送教練參考和⾜球簡歷給您國家的招聘總監或 UDA 英國招聘總

監西莫斯 · 賴利: sreilly@udauk.org。

招聘途徑。

進⼊英國學院的途徑。

前景⾄少需要下⾯列出的兩種⽅式進⾏註冊。UDA 為我們的

學院課程提供了許多考慮⽅式的前景。



在「體驗 UDA」 招聘活動中期待什麼。

UDA ⾜球學院將為您提供第⼀⼿資料,瞭

解 UDA 計劃可以在多個級別上為學⽣運

動員提供什麼服務 - 學術(學位選項)、社

會、⽂化,當然還有⾜球場上。



與與計劃有聯繫的教練⼀起⼯作,並親⼿瞭解

在這個獨特的計劃中取得成功需要什麼。

在「體驗 UDA」 招聘活動中期待什麼。



"體驗UDA"⾜球活動旨在瞭解您的個⼈

⽔準。 在週末與UDA-⾜球⼯作⼈員合

作,您將深⼊了解這個獨特的計劃。您

將了解我們是誰,我們提供什麼機會,以

及這是否適合您和你的家⼈。 我們也

期待著瞭解您的⼀切。

在「體驗 UDA」 招聘活動中期待什麼。



參加我們的招聘活動的學⽣數量有限,可以進

⾏更好的球員評估。歡迎和⿎勵家⻑參加所

有課程。

在「體驗 UDA」 招聘活動中期待什麼。



瞭解格洛斯特郡⼤學的各種學術學位課程。

在「體驗 UDA」 招聘活動中期待什麼。



對你附近的招聘活動感興趣嗎

誰應該參加

UDA正在尋求充滿激情、忠誠的學⽣運動

員⾜球運動員,他們有興趣開發⾃⼰的潛能。

(必須通過我們的招聘途徑批准才能被學院

錄取)。申請本科或研究⽣學位的學⽣,活動

對⾼中學⽣開放。

UDA 招聘總監

SEAMUS REILLY

UDA招聘總監西莫斯·賴利

教練隨時準備回答您可能提

出的任何問題。

sreilly@udauk.org

+1 614 421 8084 USA EST



什麼是夢想製作計劃

夢想製造者計劃把⼈放在核⼼。其

基礎是培養有⽬的的關係,在UDA

家族內,在我們的學⽣、家庭、校友

和選定的公司中,持續⼀⽣。

我們將通過開發專業組合,將學⽣在⼤學

早期經驗與尋求⼈才的潛在僱主建⽴聯

繫。我們希望確保我們畢業的學⽣找到

⼀個有⽬的和富有成效的⽣活。

聯絡 DR. BRIAN HALEY 任何問題或幫助⼊⾨:

BHALEY@UDAUK.ORG



它是如何⼯作的

UDA 開始與公司聯繫,考慮其⼯作⽂化、⽣

活⽅式選擇、使命、宗旨、價值觀和潛在員

⼯的願景。

UDA 將聯繫那些被選為夢想製造者計劃

⼀部分的公司。我們將將畢業⽣的學位資

格、技能和知識與公司的需求相匹配。

公司和學⽣在早期學⽣的⼤學⽣涯中相互

聯繫,以確保完美匹配。



學⽣福利。

我們説明您塑造您的個⼈組合,展⽰

您的能⼒、才能和在⼤學學習。

我們説明您在⼤學早期與夢想製造

者公司建⽴關係,説明您找到適合您

的技能和才能的職業道路。



正如我們知道的,體育天賦是成功的關

鍵;公司中的「⼈才」⼈才對於他們的

成功⾄關重要。公司贏得與合適的⼈

在船上和員⼯贏得時,他們有⼀個適合

他們的技能和才能的⼯作。

這兩種協同效應共同作⽤,為公司和

員⼯創造富有成效和充實的⽣活。

這改變了在多個級別的⽣活。

公司福利。



夢想製造者發⽣在我們...

把好⼈和偉⼤的公司聯繫...

和偉⼤的⼈好公司。

我們幫助創造⼀條通往⽣產性事業和有⽬的⽣活的道路。



我們每⼀步都和你在⼀起

我們每⼀步都⽀援你。

從申請到畢業,通過我們

的夢想創造計劃進⼊你

⼈⽣的旅程。

開始你的夢想製造者計劃。

聯絡 DR. BRIAN HALEY

BHALEY@UDAUK.ORG

 +1 419 618 5455 USA EST



聯絡  Dr. Brian  Haley

執⾏董事。

       bhaley@udauk .org

       +1 (419) 618 5455 EST , USA

如何申請。

UDA⾜球學院與學術應⽤。

UDAUOG.ORG

合作⼯作

詳情請與您的區域招聘協調員聯繫 ,開始學術和⾜球申請流程。

Seamus  Reilly

招聘總監。

      sreilly@udauk .org

     

    

 

+1 (614) 421-8084   EST 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