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伦贡大学–
托特纳姆热刺–
全球足球项目



2020年2月项目启动

在澳大利亚一流大学学习期间，–
通过英超联赛俱乐部培训提升–
您的足球比赛水平。

自2020年2月起，伍伦贡大学（UOW）托特纳姆热刺全球足球项目将为–
学生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允许学生在UOW的伍伦贡校区选修
UOW学位或澳大利亚UOW学院学术证书或英语证书课程。足球技能–
培训将由来自托特纳姆热刺队学院和全球足球发展团队具备FA和UEFA
资格的教练提供，该团队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世界级的受训体验。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该课程是全球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与世界–
一流的现代大学的结合。uowaustralia.com/global-football-program

关于该项目
–– 学生每周将接受16-20小时的足球培训，时间表根据文化课的安排
设计

–– 培训将由托特纳姆热刺队在伍伦贡校区提供，该团队是一个国际–
知名的俱乐部，培养了哈里·凯恩、哈里·温克斯、凯尔·沃克-皮特斯–
和奥利弗·斯基普等球员

–– 学生将有机会与新南威尔士州俱乐部及精选足球协会同场竞技
–– 参与该项目的学生还将有机会在最先进的托特纳姆热刺训练中心–
参加英国本地球员发展计划（费用不包含在课程费用中）

关键日期
–– 申请开始时间：2019年3月29日
–– 申请截止日期：2019年8月23日
–– 申请成功者将在9月底前得到通知*

–– 入学登记和课程开课日期为2020年2月17日

入学资格
–– 该项目面向澳大利亚本地和国际学生开放申请，适用于2020年正在
UOW就读或申请就读–UOW–伍伦贡校区的学生。学术申请可以是
UOW大学学位或澳大利亚UOW学院学术或英语证书课程

–– 足球项目在学位学习基础上，以全额付费的方式进行

–– 若要获得入选资格，申请人须在网上递交申请时，提供一份有关其–
足球运动生涯的摘要

–– 申请UOW托特纳姆热刺全球足球项目的学生还必须通过相关的–
申请程序，提交一份在UOW或UOW学院的就读申请

费用
UOW托特纳姆热刺全球足球项目的费用为每人每年1.5万澳元。

作为项目费用的一部分，参与者将获得：

–– 每周16–-–20小时的足球训练，由来自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学院和–
全球足球发展团队的教练执教，教练具备FA和UEFA资格

–– 球员必备装备
 – UniActive健身房的年度会员（伍伦贡校区和创新园区）
–– 球员在当地俱乐部的注册费

住宿优惠

申请UOW托特纳姆热刺全球足球项目的学生在申请Kooloobong–Village住
宿时，可以享受折扣优惠。–更多有关信息，请参阅住宿页面。

奖学金

面向国际学生的奖学金由UOW、UOW学院、澳大利亚政府及其他国际
组织提供。

有关奖学金申请最新信息，请浏览:

 – UOW 奖学金: uow.info/intnlscholarships

 – UOW–学院奖学金:  uow.college/intscholar

学生所报读的学位或课程费用与全球足球项目的费用需分开支付。 
有关UOW或UOW学院课程费用的信息可在UOW课程查找器上在线查询：

coursefinder.uow.edu.au

www.uowcollege.edu.au/future-students

伍伦贡大学–
托特纳姆热刺–
全球足球项目

*成功申请者还需要满足UOW或UOW学院课程的学术入学要求。



托特纳姆热刺队的教练理念和项目结构

UOW 托特纳姆热刺全球足球项目旨在发展球员的各种能力，通过以下
方面发挥每位球员的最大潜力：

–– 真实性：由来自托特纳姆热刺队正宗、经验丰富、技术精湛且具备
FA和UEFA资格的教练提供指导，球员能够完全融入俱乐部的整体
球员发展模式

–– 理念：经过学院认可的课程，符合俱乐部培养具有天赋、流畅和攻势
足球技能的年轻球员的理念 - 这些特性就是该俱乐部的品质证明

–– 进步与发展：全面关注并充分发挥每一位参与者的潜力，不仅仅是–
作为一个球员，同时也是作为一个自信的个体，为各种能力水平的–
球员提供明确的发展途径

UOW 托特纳姆热刺全球足球项目按照英国托特纳姆热刺足球学院的–
训练周期设计。专业发展的重点关注领域是：

–– 持续发展球员所拥有的优秀技术专长，同时最小化其弱势
–– 教授球员如何展示技术和战术适应性，以满足他们所在的各种水平
和环境的需求

–– 在追求成功和/或处理挫折的同时保持良好的表现
–– 将周期性体育发展项目整合到球场训练中
–– 通过综合和强制性的教育课程，教授球员如何呈现24小时–
“专业球员”的生活方式

–– 向球员教授心理耐力的重要性

课程优势
–– 在世界最好的现代大学*之一就读，同时接受以培养年轻–
足球人才闻名于世的俱乐部的培训（*2019年QS–校龄50年–
以下的年轻大学前50强）

–– 师从世界一流的足球教练，同时学习为职业生涯后的生活
做准备

–– 学习战略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增强时间管理技能：将学习和培训结合，需要专注、投入、–
遵守纪律和极强的适应性，这些技能将获得雇主的青睐

–– 融入当地社会:–足球课程的学员将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包括–
与当地俱乐部共同支持当地足球运动的发展。通过激励其他
足球运动员和融入本地社区来提高课程的认知度

托特纳姆热刺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誉，致力于
培养年轻球员达到最高竞技水平。

俱乐部培养了世界级的天才球员，包括现任热刺队第一梯队球员，–
如哈里·凯恩、哈里·温克斯、凯尔·沃克-皮特斯和奥利弗·斯基普。

该俱乐部的全球足球发展项目对每个球员进行单独而全面地追踪，–
让他们有机会学习和发展球技，充分发挥潜力，凭借天赋、流畅度–
和饱满的热情踢出攻势足球 - 这些特性就是该俱乐部的品质证明。

关于托特纳姆热刺



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名学生以我们的 
大学宿舍为家。
UOW提供多种位于校内或伍伦贡中央商务区的住宿方案，您也可以–
选择寄宿家庭或私人租房。

搬迁到该地区参加UOW托特纳姆热刺全球足球项目的学生，将能够–
以极优惠的价格入住UOW的学生公寓。

申请UOW住宿
大学宿舍的在线申请网址为 apply-accom.uow.edu.au。为了确保能
选到住宿位置，应尽早进行申请。我们为所有新生提供从悉尼国际机场
（60分钟车程）免费接机服务。

有保障的最佳住处
UOW 住宿部门保证符合资格的一年级学生可入住UOW学生公寓。知道
自己将有一个栖身之所会减少您的担忧 - 我们在2018年新开设了一个–
含有800个床位的学生公寓，您一定会找到一个合适的住所。

欲了解更多信息或完整的收费表，或是查看条件和截止日期，请访问  
uow.edu.au/accommodation

寄宿家庭
若您喜欢家庭式的生活方式，可以选择寄宿家庭（与本地家庭住在–
其私人住宅）。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uow.college/homestay

住宿优惠
UOW–托特纳姆热刺全球足球项目的学生在申
请Kooloobong–Village住宿时，可以享受折扣
优惠：

–– 每周202澳币（四居室公寓中一间卧房的价
格，不含餐饮费）

–– 申请人须签署45周的住宿合同
–– 总价为每年9,090澳币，还需另行支付申请费
（27澳币）和消费税

项目学生也可选择其他伍伦贡大学校园或其附
近的大学宿舍，但无任何折扣优惠。

有关住宿选项、申请步骤和关键日期的更多信
息，请访问:–uow.edu.au/accommodation住宿



前20名
  世界最佳现代大学–
排名第16位
2019年QS 年轻大学前50强 
（校龄50年以下）

前1%

全球雇主对UOW 
毕业生的评分
2019年QS毕业生 
就业能力排名

前250名
全球大学的–
综合排名
第232名- 2019年QS 
世界大学排名

关于UOW

在UOW学习，您所获得的将远不止您的学位。
作为UOW 的一名学生，您将跻身于世界–
最受尊敬的年轻大学之一，这意味着与来自
世界各地的人、思想和知识相连接。

除了澳大利亚，UOW在阿联酋和香港设有分校区，并在马来西亚和–
新加坡设有合作办学项目。我们的2100名员工、3.4万名学生和15.2万名
校友分布在170多个国家/地区。

作为一所大学，我们的工作是凭借我们的人员、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卓越
研究为复杂的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这是与你们——我们
的学生一道实现的。在UOW学习意味着向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些人学习，–
他们将成为您的导师，激励您产生自己的影响力。



伍伦贡总是活力四射，无论您已经–
在这里生活还是打算在这里安家，–
总会有一些新发现。

在山与海之间的黄金地段，该地区是冒险家的理想场所，–
布满了户外步行道，通往瀑布、野生动物和令人惊叹的瞭望点。–
沿着海岸线轮廓跑步或骑自行车，或在17个配巡逻人员的海滩–
放松身心。这个城市还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来自澳大利亚–
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享受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您可以–
毫无压力地生活，专注于您的学习。

伍伦贡–
是一座大学城

17个海滩
全部配有巡逻保卫

15条天然步道
伍伦贡地区

306,591人
安居在伍伦贡地区



繁华的都市
中央商务区聚集了3,000多家企业

伍伦贡每年旅客量多达500万+

人口203,630

 新南威尔士州第三大城市

4家新型企业在UOW的–
iAccelerate落成

休闲放松
星期一 - 工业之夜Pepe’s餐厅食品和
饮料打折

星期二 - Amigos的塔可之夜，或是
Humber的半价汉堡

星期三 - North Gong Hotel 炸肉排
（$7.5）

星期四 - 在购物中心吃街边小吃

星期日 - Bulli 农副产品市场

绝佳的户外活动场所
17个配有巡逻保卫的海滩

15条沿海天然步道

19000人每年体验海滩上空的–
高空跳伞

25°C（77°F）夏季平均最高温度

18°C（64°F）冬季平均最高温度

玩得开心
20+个现场音乐表演场地

8,000+人参加皇冠大街 
周四和周五的食档市场

60家新酒吧和咖啡馆

大学之夜周三和周四在市中心–
的许多场地开展

近在咫尺
2.4公里（1.5英里）伍伦贡校园–
和海滩之间的距离

80公里（50英里）或1小时到悉尼

2.5小时到堪培拉

4条免费巴士线路连接伍伦贡校区、
中央商务区和附近的城镇



如何申请该项目
该项目面向2020年在UOW申请就读澳大利亚本地和国际学生，–
学习课程为在UOW的伍伦贡校区或澳大利亚UOW学院开设的–
学术课程。

国际学生

步骤 1-确保您满足UOW对国际学生的入学要求，包括英语语言和
签证要求。 
访问：uow.edu.au/future/international/requirements

步骤 2-申请您的首选课程。

申请就读UOW：uow.edu.au/future/international

如需就读有助于满足UOW入学要求的衔接课程，请向澳大利亚
UOW学院申请学习：  
uowcollege.edu.au/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

步骤 3-完成在线UOW 托特纳姆热刺全球足球项目申请表：–
uowaustralia.com/global-football-program

–– 作为申请表的一部分，请提供一份关于您的足球运动生涯的
摘要，包括相关教练/协会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 附上一份简历、文件或视频链接，展示您的足球经历

伍伦贡大学努力确保本出版物中包含的信息在印刷时是正确的（2019年6月）；但是，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或任何其他原因，学校可能会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请在申请/注册时与学校核实是否存在任何信息更新。伍伦贡大学 CRICOS：00102E。UOW学院是UOWC Ltd.的注册商业名称。ABN：14 105 312 329。CRICOS：02723D。

了解更多
uowaustralia.com/global-football-program

电子邮件: futurestudents@uow.edu.au
电话：1300 367 869
国际长途：+61 2 4221 3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