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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重视自己的学科发展，巴斯大学将为
您提供良好的教学质量和体验。在我看来，巴
斯大学给予学生充分的支持和信任，让他们敢

于表达想法，而不是害怕分享意见。”

 
威塞克斯伯爵

爱德华王子，获得嘉德勋章、维多利亚大十字勋章、 
SOM、AdC (P)、LLD (Hon)，名誉校长

名誉校长爱德华王子于2013年8月1日担任该职位，主要负责主持大学的各
种仪式，同时也是学校最杰出的形象大使。2013年11月7日，爱德华王子在

巴斯修道院举行的就任仪式上正式成为巴斯大学第五任名誉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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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全球正面临重大挑战，COVID-19已在全球
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巴斯大学，我们一直给予学生
支持以度过这场危机，帮助我们的当地社区，并与
全球分享我们的专业知识，帮助增进对这一流行病
的了解，并为对抗冠状病毒作出有意义的贡献（见
第24页）。

现在，我们将会为2020年的学生提供以安全和健康
为核心的、令人鼓舞的学生体验。 

本招生简章适用于2021年9月入学的学生。我们都
希望届时 COVID-19 对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影响将大
大减轻。然而，我们的目标是创造机会，提供全新
的学习环境，以培育在当前危机后最受重视的就业
能力；即敏捷性、数字方面的精通能力、在任何平
台上的协作能力，以及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把握机
会，为公共利益作出贡献的强烈意识。 
 
选择巴斯大学并修读硕士学位课程，您将能成
为这个创新又国际多元的社群的一份子。我们
希望能启发您的潜能，鼓励您在学业上增长；
帮助您延展在学士学位或工作生活中积累的知
识，进一步达至您的目标；简单来说，我们将
会扶助您的个人发展，并超越您的期望。

欢迎来到
巴斯大学

谨代表巴斯大学，诚邀您到巴
斯大学学习。我们确信您将会
受到最热烈的欢迎。

巴斯大学一向以卓越教学和研究质量而闻名，
同时为学生带来超卓的体验，为日后的生活打
好基础。我们的教职员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国
际专家，并利用他们的研究和发现确保在教学
中融合最相关的议题，反映当前最新的知识。
在您踏出研究生学习的重要一步，无论您是希
望提升事业发展，还是获得专业领域的知识，
我们都会帮助您迈向成功。 

我们充满朝气的校园就在巴斯市的周边位置，
提供卓越的运动、社交和文化机会，包括专为
研究生而设的社群。巴斯市本身也充满了宏伟
的建筑，同时是个文化大溶炉，是英国唯一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城市。这里提供享
受丰富学生体验的优越环境。

如果您选择我们的线上或遥距学习课程，您
将可成为全球学习社群的一员，与巴斯大学
出色的学术专家保持紧密联系。您将可使用
多种创新的线上工具和支援，从课程开始的
第一天起就可以浏览大学资源丰富的线上图
书馆。

我希望这份招生简章能让您感受到我们的热
情友好，以及您可从巴斯大学收获的一切。
我们的校园随时为您开放，我深信大学为您
提供的机会定必能带来无限启发与欣喜。如
果您无法在作出决定前亲自前来大学了解情
况，我也希望您可以参与我们其中一个虚拟
开放日。如果您对正考虑中的课程、申请入
学程序或巴斯生活有任何疑问，请随时联系
我们的学术和专业服务团队。

我们热切期待您加入我们这个独特的社群。 

伊恩．H．维特教授 FREng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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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位于世界遗产城市的世界一
流大学。无论您是想提升自己的职
业前景，还是进一步提高专业知
识，我们都会帮助您在硕士学位中
取得成功。

成为优秀
的巴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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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巴斯？

 前5
的就业前景* 
 
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
2020年优秀大学指南

*基于本科数据的排名

英国政府教学卓越框架

第4名
在毕业后六个月
内就业*
2020年卫报 
大学指南
 
 
 

*基于本科数据的排名

从巴斯修道院看城市的风景

10

校园里的步行街

87%
的研究 
被评为世界 
领先或 
国际优秀

卓越研究框架 - REF 2014

2020年卫报 
大学指南

 前10
的学生总体 
满意度* 
2020年 
全国学生调查

 

*基于本科数据的排名

 前10
的英国大学*

2021年完全 
大学指南

*基于本科数据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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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评价

Martin Barnett
工程商业管理理学硕士

“我的课程培养了
快速进步并在行业中
处于领先地位所需的
所有专业和软技能。” 

Mohd Umair Khan
国际经济发展理学硕士

“我特别喜欢巴斯的教
学方式。我的私人导师
对我的指导很有帮助。”

了解更多 硕士生视频：
go.bath.ac.uk/masters-video

Becky Locke
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 
理学硕士

“我之所以选择巴斯，
是因为它拥有世界
领先的学术声誉、
紧密的行业联系和
高排名的毕业生前景。”

Lee Chen Yoong
应用临床心理学理学硕士

Katya Kowalski
健康心理学理学硕士

“在巴斯，我一下子就
感受到宾至如归的
感觉，因为大学的氛
围包含多元文化。”

了解更多学生博客：
go.bath.ac.uk/pgt-blogs

“我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都能从大学教职员那里
得到心理辅导和学术
支持，这真是太棒了。” 

http://go.bath.ac.uk/masters-video
http://go.bath.ac.uk/pgt-b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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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课程 

从本科课程到研究生课程，无论是校内教学还是课余学
习，现在，您都将获得更加严谨和专业的学习。

建筑与土木工程

商业、金融、管理

化学工程

计算机科学

药物研发

经济学

教育学

电子和电气工程

健康 
(健康与福利、运动和体育医学以及运动物理治疗)

口译和笔译

数学

机械工程

分子生物科学

政治和国际研究

心理学

社会和政策科学

研究生学位让您可专注于符合您的兴趣和职业抱
负的领域。您还可以选择与您本科所学的知识或
内容完全不同的范畴。

我们提供多类型的硕士学位，您可以选择全日
制、非全日制或在线课程。您可以选择右侧列出
的专业。

各专业学科情况列于 
第55至61页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go.bath.ac.uk/pgt-study 

本招生简章不包括研究型硕士学位的详
细信息。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
的网站  
go.bath.ac.uk/postgraduate-research

根据我们提供的不同类
型的硕士学位，选择最
适合您的学位类型。

MA�
文学硕士��������������
�
MSc�� �
�理学硕士

授课课程将：
■  以您的本科学习为基础 

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我们希望您更独立地学习并进行更具
批判性的思考。

■  提升本科学位 
以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 工具和技能来增强您的能力 - 例
如修读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学位或管理学理学硕士学位。

MBA�
工商管理硕士�

■   为已毕业并具有至少三年全职专业或管理经验的人员开设
的研究生课程。行政工商管理硕士课程需要具备5年的工
作经验。

■   工商管理硕士可以帮助您为高级管理职位做好准备，加速
您的职业生涯并帮助您成为更好的领导者。如果您想开创
自己的事业，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MRes�
�研究型硕士

■  这门教学课程将特定学科的学术研究与对研究方法的全
面探索相结合。

■  它本身就是一种资格，但也可以成为“1+3”硕博连读
（MRes+PhD）的准备。

PG Dip� �
��研究生文凭����������������������������������

PG Cert 
研究生证书

■  与硕士学位相同的学习资格，但不包括书面论文。
■  研究生文凭需要更长时间的学习，比研究生证书更具认证能力。

http://go.bath.ac.uk/pgt-study
http://go.bath.ac.uk/postgraduate-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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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职业服务团队
获得的支持非常宝贵。
研讨会、资源和来自一
对一会面的反馈对我的
简历、工作申请和面试
真的很有帮助。“ 

Mrudul Pankaj Mendke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  职业建议和工作搜索技巧

我们的就业服务团队随时为您提供职业规划和求
职技巧。您将可以访问在线资源以及参加一对一
的会面和职业研讨会。  

服务内容包括：

 ■  一对一的就业会面
 ■  关于求职、简历写作、工作申请和面试技巧

的建议
 ■  关于招聘过程等各方面的研讨会
 ■   模拟面试和评估中心活动
 ■  支持心理测试
 ■  访问MyFuture职业门户网站

您的职业生涯

完成硕士学位可以显著提升您的就业能力并改善职业
前景。我们所提供的课程以就业市场为考量，帮助您培
养正确的技能，并实现您的职业目标。��

■  职业支持与课程的联系

您将从学院的就业指导顾问获得帮助，确保您可
获得按您的兴趣领域和职业理念量身订造的支
持。我们拥有丰富的在线资源，包括行业简介和
从事相关工作的校友的意见。

■  链接雇主

就业服务中心每年安排多达400次雇主招聘活动 
- 包括招聘会。我们与大型和小型机构、商业、
公共部门、慈善机构和社会企业合作，提供更广
泛的潜在就业机会。这些活动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机会，可以帮助您与潜在雇主建立联系并探索职
业机会。

■  开拓全球可能性 

学习语言可以帮助您打开全球和国际企业大门，
并提升您的就业能力。您可以选择学习一门新语
言，提升现有技能，或通过我们的每周语言课程
或在语言交换计划中与国际学生会面来提高您的
英语语言能力。

go.bath.ac.uk/careers

http://go.bath.ac.uk/car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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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友

Daphne Hsu，市场营销理
学硕士，现任Cookpad Taiwan
的区域经理

Daphne Hsu从台湾来到巴斯，修读市场营销
理学硕士。她目前是Cookpad Taiwan的区域
经理，致力让日常烹饪变得有趣。从巴斯毕业
后，Daphne返回家乡，在那里她推出了台湾
Uber/Uber Eats并从零开始不断发展壮大。 

�“在巴斯学习期间，结识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
帮助我培养了一种全球思维模式，并志同道合
的人建立起国际网络。在整个课程项目中，我学
会了与团队合作并提高演讲技巧。我在巴斯获
得的经验和技能对我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

在巴斯大学学习意味着链接
全球网络。我们的校友为他们
的巴斯校友身份感到自豪，他
们也希望您获得成功。无论您
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校友都
希望帮助您实现目标。�

我们的研究生社区通过巴斯校友会为校友提供的
支持。您可以与世界各地的毕业生建立联系，以
获得职业支持、简历建议和面试技巧。

您将找到全球数千名毕业生的简介，包括知名高
管，创业公司创始人等。无论是查询特定机构的
工作情况，还是寻找可提供持续支持的导师，您
都可以通过愿意帮助您获得成功的前辈学习。

国际申请人：当您收到录取信时，您可以访问巴
斯校友会与毕业生联系，他们将与您分享他们在
巴斯学习的经历。 

go.bath.ac.uk/pgt-bath-connection

Daphne�Hsu

Iasonas Bakas，历史建筑保护
理学硕士，现在为Mann Williams
工作，为结构与土木工程提供咨询 

“通过在巴斯的理学硕士课程学习，我对保育
原则有了深刻的理解，并且对英国使用的保育
技术有了透彻的了解。我也被介绍给我现在工
作的公司。”

Ben Van Praag，对外英语教学
文学硕士(TESOL)，巴斯大学的
雇员和博士生

“获得对外英语教学文学硕士(TESOL)学位是我教
学职业发展的合理一步。学位大大丰富了我的简历
并补足我已经获得的教学资格。这个学位支持我成
功申请在英国和国外的工作。这个学位让我对我的
领域有了理论上的洞察力，并为我提供了作为一名
研究人员发展的机会。我能够将论文发表在高影响
力的期刊上，如果没有课程导师的指导和支持，这
是不可能的。因此，我选择在巴斯大学担任技能发
展经理的同时，以兼职博士生的身份继续学习。”

Gabriel Harry，应用
数学理学硕士毕业生， 
现就职于英国健康教育部

“在申请职务和实际工作时，我的硕士学位都让我
比其他人更有优势，所以每天我都很感激我在巴斯
的时光。没有硕士阶段的学习，我就没有这个职业。
事情就是如此。”�

“没有硕士阶段的学习，
我就没有这个职业。
事情就是如此。”
Gabriel Harry

Iasonas�Bakas

http://go.bath.ac.uk/pgt-bath-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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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学习

■  卓越的教学

我们知道，通过选择攻读硕士学位，您希望在所选
领域获得竞争优势。我们的学术课程帮助提升智力
并链接现实世界，让您有机会与在该领域处于领先
地位的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一起学习。我们的员工
均为各学科领域的专家，他们通过行业链接、研究
和发现确保您学习最新前沿内容。 

我们不断寻求改善教学质量，根据学生的反馈，确
保他们得到最好的经验。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
的学生成长和就业，并使我们获得教育卓越框架
（TEF）金奖，这证明了我们学校在英国一流的教
学质量。

■  学术研究设施 

我们不断为学生投资建设新的教学设施、非正式
的学习空间和实验室。我们正在建设一所新的管
理学院大楼，其中包括演讲厅、研讨室、学习室
和社交空间，以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
  
我们正在定期升级我们的虚拟学习环境，以确保
您的学习材料，测验和录制的讲座易于访问，并
且旨在补充您的现场教学。从2021年9月开始，校
园教学将会是全日制硕士课程的主要授课方式。 
但是由于在 COVID-19爆发期间需要进行全面在
线教学，因此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拥有更多
虚拟支持，以补充您的校园教学，并且这种情况
将会持续下去。

我们每个部门都提供适合该学科的专门设施，以
支持您的课程学习。其中包括实验室，观察室，
专业软件等。

您可以访问我们的图书馆，每周7天，每天24小
时全天候开放，方便您的工作和学习。除了图书
馆和一般学习空间外，我们还有专门的研究生非
正式学习空间。

我们将为您提供高质量的教学、优秀的学习设施和技
能发展计划，以满足您的学术和个人需求，以便您可以
从研究生课程中受益。

有关技能发展的更详细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skills-development

■  技能发展

除了课程中附带的专业技能发展，我们还提供职
业技能课程，旨在满足您的学术和个人发展需
求。这将有助于您学以致用，提高您的就业能
力，并在您未来的职业生涯或进一步的研究中取
得成功，包括博士阶段的研究。 

通过我们的MySkills中心，您将获得一系列在线
和面对面技能发展机会，涉及五个关键领域-学
术、就业能力、语言、数字和个人技能。您可以
定制自己的技能发展计划，以灵活地适应您的学
术研究和其他活动。

量身定制培养技能

■ �一对一教程
■  研讨会、讲座和演讲
■ �在线资源和自主学习

培养一系列技能

■  批判性思维，以提高你的写作能力
■  增强文笔，写出结构清晰的论文、报告和论述
■  提供精心打造且有效的学术演讲
■  管理和分析数字、数据和统计数据
■  学习新语言或提升现有语言
■  使用数字工具和资源，并管理您的数字健康
■  照顾您的健康和福利，并保持积极的心态

围绕就业主题的
研讨会

■  编写高效的工作申请和简历
■  成功�通过面试
■  管理个人时间
■     充分利用志愿服务
■  领导与管理项目

“教学水平
非常卓越。”
Connor Perrin 机器学习和
自动化系统理学硕士

http://go.bath.ac.uk/pgt-skills-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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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研究

我们的核心工作是进行有影响力的研究。我们专注于改
善人类生活、改善世界。我们在研究质量方面排名英国
大学前十位（2020年完全大学指南）。�

我们的研究生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先进研究人员一起
工作。与行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政策制定者的
紧密联系为合作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确保巴斯研究
生的研究产生远远超出学术界的影响。 

根据2014年开展的研究卓越框架（REF）活动，我
们87％的研究被评为世界领先或国际优秀。在巴
斯，您的研究成果将通过一些最令人兴奋和创新
的想法向世人公布，无论您是在开发治疗乳腺癌
的新药，还是在与福特等行业领导者合作开发节
油型发动机，还是参加儿童贫困研究获得女王周
年纪念奖。

培养新一代研究人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我们
为博士研究生和约2,000名硕士研究生提供专门的
培训中心。

应对 COVID-19
我们的物理学家正在生产专门的�
光纤，作为探索疾病期间肺部炎�
症的重大项目的一部分。

本招生简章重点介绍硕士研究生课程。了解更多
关于我们的研究学位以及成为我们博士社区成员
的体验，请访问  go.bath.ac.uk/postgraduate-
research 及 go.bath.ac.uk/doctoralcollege

go.bath.ac.uk/pgt-uob-research

解锁神经多样性
我们正在通过我们的应用自闭症研究中
心探索关于神经多样性的新领域，并利
用它们为我们的自闭症暑期学校和就业
学校等活动提供信息。

减少车辆排放
我们与汽车行业的长期研究合作伙伴关系正在帮助
我们开发未来的超低排放车辆。

打击
现代奴隶制
我们关注商业实践，以帮助打击
现代奴隶制。

应对慢性病
我们的物理学家正在成功地将
生物神经元的电特性复制到半
导体芯片上，这是一项史无前例
的成就，它将为医疗设备和治疗
诸如心力衰竭等慢性疾病提供
广阔的前景。

揭露烟草业 
我们是全球揭露烟草业活动联盟的一员，�
旨在保护和加强全球的公共卫生。

http://go.bath.ac.uk/postgraduate-research
http://go.bath.ac.uk/postgraduate-research
http://go.bath.ac.uk/doctoralcollege
http://go.bath.ac.uk/pgt-uob-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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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老师迅速转向线上授课和研讨
会；我们的学生在整个防疫隔离中将每周参与多达
10,000小时的学习！

住在城市周围大学宿舍的学生被邀请搬进校园宿
舍；校园里的所有学生都得到了一天三顿免费的
饭菜。

为了应对某些学生日益增加的经济困难，得益于我
们的校友人脉，我们得到了更多的经济援助。迄今
为止，巴斯大学已经获得近10万英镑的捐赠以应对
新冠肺炎。

为了提升福祉并保持社区意识，我们的学生服务团
队将所有服务转移到线上。其中包括日常的健康服
务、心理健康支持、咨询和其他虚拟会议。学生会
建立了一个Corona社区Facebook页面，提供每天的
活动计划，包括测验、健身课和烹饪。

COVID-19：
大学应对、
支持和
共享知识

当COVID-19席卷全球时，我们的
大学社区迅速做出了多种反应，
包括支持学生、帮助当地社区以
及分享我们的专业知识。

要了解有关禁闭期间学生生活的更多信息，
请阅读我们的研究生博客：go.bath.ac.uk/
pgt-blogs

■  帮助我们的当地社区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社区与当地合作伙伴一起工
作，使我们所在地区的人们保持身体健康、精神活
跃和社交，并帮助保护前线医护人员。

 ■    工程与设计学院的员工与巴斯皇家联合医院
（RUH）合作，制造了必要的个人防护设备
（PPE）。截至6月下旬，该团队已经生产了超
过10万件个人防护设备，包括通过BSI认证的面
罩，而与当地缝纫志愿者和其他合作伙伴合作
的一个项目生产了超过2200件医用防护服。

 ■   在我们的优秀运动员和运动训练村用户暂停竞
赛期间，Team Bath通过提供免费的在线课程
继续帮助人们锻炼身体并保持体形。作为健身
活动时间表的一部分，每周都进行几次锻炼课
程交流，以及通过健康讲座提供提示和建议。

 ■  球员教练和英格兰国际球员Shaw在网上举
办的Team Bath无挡板篮球训练班，也通过
Facebook免费提供给世界各地的球员和俱乐
部，每周吸引成千上万的参与者。

 ■   设在The Edge的大学艺术团队举办了在线创
意技能研讨会，健康课程，在线瑜伽，舞蹈健
身，合唱比赛等，所有这些工作均由当地导师
主持。该团队还在大学研究的启发下开展在线
互动故事环节，并为热衷艺术和科学的儿童开
设手工艺课程。

■  分享我们的专业知识 

我们的学者很快就与世界分享了他们的知识和资
源，有助于加深对这种流行病的了解，并为我们
对抗冠状病毒的工作带来有意义的贡献。我们的
专家-包括生物学家、数学家和心理学家-在防疫隔
离的90天里，巴斯大学在3500多篇国内和国际媒体
报道中亮相。

 ■  我们的数学家努力工作以了解流行病的数字复杂
性，并向公众清楚地解释这些发现。 

 ■  心理学家强调了长时间隔离的精神健康风险，
以及保持良好卫生以将病毒传播降至最低的重
要性。

 ■  我们的健康研究人员制定了宝贵的训练计划，以
使60岁以上的老年人保持运动。

 ■  生物学家和流行病学家向公众通报了病毒传播和
疫苗研制的各个方面。

 ■  巴斯的材料和化学表征设施的仪器专家检测用于
制造诊断冠状病毒化学物质的质量和纯度。

 ■  来自光子学和光子材料中心的一个小组设计并制
造了内窥镜设备，这是一项重大项目的一部分，
目的是测试该病的新治疗肺部方法。

 ■  我们管理学院的专家分享了他们如何应对危机的
知识，并探讨了流行病对企业的影响。 

“巴斯对 COVID-19危机做出了即刻
反应。我的学院在学业上和精神健康上
提供了必要的指导，并在整个防疫禁闭
期内监测我们的进展。我们获得了处理
这场危机所需的全球资源。巴斯真的
很关心它的社区。“

Flavia Olivieri
环境工程理学硕士

http://go.bath.ac.uk/pgt-blogs
http://go.bath.ac.uk/pgt-b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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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斯
的生活
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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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
喜欢巴斯市 

■  探索世界遗产城市

住在像巴斯这样的历史名城，你将被美丽的景点所
环绕。罗马浴场、天际线步道和巴斯修道院都值得
一游，还有遍布城市各处的公园。 

巴斯不仅以其罗马元素而闻名，而且还是
Suffragette 运动的发起人和社会正义运动人士 
（如Haile Selassie）的故乡。

罗马浴场

繁花盛放的市中心

巴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城市，因其天然温
泉、别具一格的建筑和迷人的历史而闻名。但身处其
中，您会发现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能带给您绝佳
的体验。

这个城市有很多生机勃勃的咖啡馆。

美丽的巴斯天际线

■  诱人美食

从寿司和小吃到比萨饼和馅饼，巴斯有超过百家
不同的餐厅，满足您的味蕾。巴斯拥有几家知名
连锁餐饮店，同时私人作坊林立，而且不断涌现
出新餐厅。餐厅和咖啡馆全年都有学生促销活
动，所以请注意随身携带您的NUS卡！

■  商店购物

巴斯的商店分布在迷人的街道和风景如画的小巷之
间 - 徒步可轻松到达。大多数商业街都位于南门中
心，整个城市遍布着奇特的工匠和古董店。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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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之旅

这座城市有许多博物馆和画廊供您在业余时间探
索，满足您对历史、科学或艺术的兴趣。这座城市
还有三家电影院满足电影爱好者，以及三家剧院，
其中包括皇家剧院（Theatre Royal），这些剧院经
常演出西方戏剧。

虽然是一座小城市，但巴斯全年举办大量活动。其
中包括巴斯节（为期两周的多元艺术活动）、喜剧
节和巴斯艺术节等等。其他活动包括著名的巴斯圣
诞市场。

■  夜生活

巴斯有许多舒适的酒吧，让您在静谧的夜晚小酢
几杯，享受美好的时光。巴斯拥有丰富的夜生
活，并有许多隐藏去处供您探索，您将拥有一个
精彩的夜晚。这个城市有几个音乐场所，包括每
年举办数百场活动的Komedia，以及Pavilion，
这里通常作为前往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的热身
场所。  

■  动起来吧

无论是在普尔特尼堰划桨，还是在皇家新月楼乘
坐热气球，巴斯拥有丰富的户外活动，全年都可
以参与。城市和周围的乡村非常适合散步、跑步
和骑自行车。备受喜爱的巴斯橄榄球俱乐部在整
个赛季都会举办英超橄榄球联盟比赛。

“能住在我最喜欢的
城市，我感到非常幸运。
巴斯生活轻松且环境优美。”
Piyamon Nontarakchaisorn  
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圆形广场

米尔森街

巨石阵

巴斯周边

巴斯周边遍布着美丽的乡村，如果您
想探索更大的城市，可以从巴斯温泉
站搭乘火车，12分钟即可抵达布里斯
托尔，80分钟可抵达伦敦。游客必看的
巨石阵距离巴斯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

www.visitbath.co.uk

皇家新月楼

维多利亚艺术画廊 圣诞市场(照片来源：巴斯及周边旅游官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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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的社区氛围和萨默塞特乡
村的自然宁静互相映衬。我们
是英国最安全的校园之一，也
是英国第一所获得国家警察认
证安全奖的大学。�

我们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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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般的气氛。
一流的餐厅和咖啡厅可以
放松身心。很棒的公共休息室
和图书馆可供学习。”
Seeavash Keshavarzi
汽车工程理学硕士

我们的校园是与朋友聚会的理
想场所，三三两两一起学习、聚
餐，或者闲坐湖边欣赏秀丽风
景。�我们拥有图书馆、运动训练
村、屡获殊荣的学生会、艺术中
心和多信仰牧师中心等许多场
所，这些场所的步行路程都在五
分钟之内。�

我们有超过10家餐厅、酒吧和咖啡馆，供应种
类繁多的美食，从墨西哥卷饼到意大利面和沙
拉，可满足各种口味。 

校园里有超过160个俱乐部和社团，所以您总会
找到适合自己的去处。 

超市�
医疗中心�
牙科中心
自动洗衣房�
邮局�
电脑店
银行�
餐厅和�
咖啡馆�
酒吧、小酒馆和�
俱乐部

您可以通过步行、骑自行车、乘坐汽车或公共
汽车的方式，轻松地在校园和城市之间旅行。

学期期间，公共汽车每天24小时运行。��
从校园到市区需要10到15分钟。 

与朋友拼坐出租车从校园�
到城市每人只需2英镑。

我们的图书馆每
周7天，每天24 

小时开放！

交通

24/7

校园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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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管理的
住宿

我们在全市为研究生提供住宿。主要的商店、餐
馆、酒吧和咖啡馆都位于酒店附近。 所有我们的宿
舍距离公共汽车站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因此您
可以快速轻松地到达校园。

住在大学管理的宿舍意味着一切费用已包含在您的
租金中，我们经验丰富的管家团队将为您提供服
务，让您有更多时间专注于学习。

如果您是新的海外付费研究生，并在截止日期前申
请，则您将获得一个保留住宿。但宿舍这不仅仅住
着海外研究生。虽然我们无法保证为英国或欧盟的
研究生提供一个房间，但也请您进行申请 - 我们将
尽量安排。

我们理解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所以我们提供多种
住宿选择。

住宿

在我们美丽的城市中，请不要拘
束。在巴斯市中心，我们为您提供
多种大学和私人管理的住宿选择，
并且这些地点始终靠近公交车站，
方便你轻松进入校园。

■ �自炊宿舍
■ �单人间或双人间
■ �公共卫生间或自带卫生间的客房
■ �单身和男女混住公寓
■ 家庭住宿

我们提供

安全保障

为了确保您的安全和归宿感，我们的宿舍只能
使用刷卡访问，我们有专门的宿舍保安员，每
周7天，每天24小时提供服务。我们的校园的
安全环境也经过认证，请您完全放心。

您的账单、财务保险和高速Wi-Fi都包
含在我们的租金中。�

“普尔特尼庭院不仅仅
是一个宿舍，它是一个让
人们感到安全，舒适和
受到欢迎的社区。”
Adebola Adedoyin 
国际化管理理学硕士

访问以下网址360度参观我们的宿舍，并了解更多信息：�
go.bath.ac.uk/pgt-accommodation��
+44(0)1225�383111

■    私人管理的住宿

所有付费研究生都可以申请由Hello Student管理的
私人住宿。如果您是海外付费学生，并在截止日期
前申请，您将保证可获得一个房间。

酒店位置便利，靠近市中心，距离巴斯大学仅有很
短的公共汽车车程。您的公用设施费用、财务保险
和高速Wi-Fi都包含在租金中。 

■  私人出租

学生住宿团队提供一系列服务，帮助您找到私人
住宿。如果您选择向私人租房，您应该确保被允
许使用天然气、电力、水和互联网，因为这些通
常不包括在租金中。

普尔特尼庭院的卧室

运河码头宿舍

http://go.bath.ac.uk/pgt-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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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之外

在与我们一起学习的过程中，您
有很多途径可以丰富自己的体
验-例如加入社团、团体、体验新
的经历和个人发展。�学生会
（SU）是以学生为中心，并由学
生运营的注册慈善机构，是课外
活动的核心。��

无论您是热爱骑自行车还是绘
画、或者热衷于成为代表，还是
想在忙碌的一天结束后找个地
方放松一下，学生会在这里为您
提供了比以往更多体验的巴斯
之旅。

学生会

学生会成员

■  活动

每年，学生会都会举办一系列活动供所有人参加，
还有研究生特定活动。从一日游到舞蹈课，从正
式活动到酒吧小测验，这些全年的社交活动为您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自己度过一个急需的
休息时间。 

■  社团

超过160个体育俱乐部和社团供您选择，很难不参
与其中。从登山到CoffeeSoc，还有信仰和文化社
团、志愿服务、多样性和支持社团，应有尽有。我
们的绝妙的学生会社团对每个人开放，不分能力，
所以为什么不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呢？ 

■  支持

学生会有一个独立的咨询和支持中心，有专业的顾
问，针对您在巴斯期间遇到的任何问题，学生会将
随时为您提供指导和支持。他们提供保密、独立且
不具批判性的建议和支持。为了提高认识或行动目
的，由学生管理的一些支持小组经常组织活动。学
生会还提供同伴支持，包括同伴辅导、同伴辅助学
习以及技能培训机会。

■  研究生支持官

巴斯大学学生会是全国少数几个拥有专职研究生
支持官的学生会之一，我们注重确保我们所有的
研究生都能找到组织、受到欢迎并得到支持。我
们为研究生提供广泛的服务，包括咨询和学习支
持、社交活动和体育、志愿服务和其他个人发展
机会等。

“我喜欢学生会
的氛围！我一直期待着
星期五晚上在那里
与朋友们见面。” 
Flavia Olivieri
环境工程理学硕士

访问以下网址了解更多信息： 
go.bath.ac.uk/pgt-su

“作为研究生支持官，我有
机会通过让我们的声音
在大学的各个层面被听到，
来确保巴斯的研究生生活
的方方面面都是最好的”

Fritz Ho 研究生支持官 2020/21

■  表达您的声音

学生会是为学生运营的，也是由学生运营的。代
表制是我们所做工作的核心，而学生的参与对
此至关重要。你可以提名自己成为研究生学术代
表，或者是致力于改善每个人的学习和研究体验
的研究生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您想参与研究
生社区建设，您可以成为一名总部代表，并与学
生会一起工作以确保每个人都受到欢迎。

http://go.bath.ac.uk/pgt-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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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健康和
健身

我们一流的运动设施每周七天均
对外开放，为您运动提供极佳便
利。我们的设施向所有人开放，无
论您是为了运动还是为了减压或
社交。

在开放和友好的环境中提供各种活动的培训。我
们的教练、体育科学人员和理疗团队与各种运动
人士合作，他们中既有业余运动的学生，也有奥
林匹克水平的运动员。

学生会组织的休闲运动项目Bath Active，提供
免费和低级别的运动和体育活动，包括特别为研
究生提供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瑜伽、触式橄榄
球，尊巴舞、足球等。也可通过赛事指导和志愿
者等获得个人发展机会。
 
我们的Team Bath健身房和健身中心*提供丰富的
健身服务，每周大约有100堂课和小组训练可供
选择。学生还可以使用我们的奥林匹克大小规模
的游泳池、网球场和室内外田径跑道。 

我们还拥有欧洲领先的赛事环境，能在10个体育
项目中接待约250名国际级运动员以及国家和地
区队。 

作为一名研究生，你还将有机会观看在校园里举
办的备受瞩目的活动和顶级体育赛事。

学习
之外

“学生会组织的
体育设施和活动
真的帮助我
安顿下来并
结识了许多
不同的人。” 
Tokoni Olobio
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理学硕士

go.bath.ac.uk/pgt-sport�
www.teambath.com

go.bath.ac.uk/pgt-virtual-stv

Team�Bath健身房和健身中心*，
分布在三个楼层

水上曲棍球和通用全天候球场/区域

50米奥运遗产游泳池 足球和橄榄球球场

八赛道全天候灯光田径场 300平方米的柔道道场

直径132米的室内田径运动馆 八个场地的击剑大厅

多功能体育馆，包括12个羽毛球场 壁球场

八个场地的室内网球场，还有十个室
外网球场，其中四个丙烯酸场地、四个
人造粘土场地和两个粘土场地

残障人运动

体育通行证

您的借书证中包含体育通行证，您可以通
过它使用我们的各类体育和娱乐设施。
这使您可以进入体育训练村、Founders�
Complex和Sulis体育俱乐部（校外）。�

*其中许多设施可免费使用，但某些设施和
特定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可能会收取费用，
健身房会员需要收取费用。

我们的设施和服务

http://go.bath.ac.uk/pgt-sport
http://www.teambath.com
http://go.bath.ac.uk/pgt-virtual-s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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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之外

The Edge是巴斯大学的艺术中心。它对所有
人开放，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校园创意和文化中
心。在这里，您将有机会使用一流的设施参与
艺术和创意实践。 

还提供音乐、瑜伽和舞蹈健身课程，以促进艺
术实践和健康。The Edge提供了一系列的创意
发展平台，供学生在大学学习经验中增加创意
技能，或在学习过程中发展其艺术才能。

通过学生会，您可以随时掌握所有艺术活动的
动态，也可以参与幕后活动。The Edge是学生
会的学生社团从事艺术创作活动的场地。不管
是对舞蹈、戏剧或艺术充满热情的志同道合的
学生社团，还是弘扬世界各地文化的社团，他
们都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一流的设施。

巴斯还提供奖学金，以帮助学生保持最高水平
的艺术和创意实践，并提供奖励以支持创意。 

艺术的
灵感

不论是初学者还是精湛的艺术家
或表演者，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
的渠道让您参与艺术。

创意技能研讨会
增强大学学习体验的机会

音乐指导
从当地精心挑选的专家导师�

音乐彩排
最先进的练习室

舞蹈和健康课程
芭蕾舞、瑜伽等�

演出机会
在校园和城市��

艺术和文化社团
出色的排练和舞台表演

Andrew Brownsword画廊
在校园里参加的展览�

艺术和研究
研究生可以在The�Edge展示融合艺术和科学的项目

奖学金与奖励
资助可以用来追求和激发创造性的抱负。

go.bath.ac.uk/pgt-virtual-edge
www.bath.ac.uk/arts

在最先进的The�Edge大楼，您
可以找到画廊、剧院、音乐和艺
术工作室以及热闹的咖啡馆/
酒吧，这是一个促进科学和艺
术相融合圣地。

http://go.bath.ac.uk/pgt-virtual-edge
http://www.bath.ac.uk/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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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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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 

帮助您管理资金可能是一项挑战，但我们有一个学
生资金咨询团队随时为您提供支持。他们对学生资
助信息进行严格保密，包括贫困资助、预算和实践
提示。
                                                                                      
go.bath.ac.uk/pgt-money-advice�

 studentmoneyadvice@bath.ac.uk 

■  残障支持服务   

残障人服务处为不同形式的残障学生提供建议和支
持。包括：移动和感知障碍；学习困难；自闭症谱
系障碍；心理健康障碍；和长期的健康不良状况。

go.bath.ac.uk/pgt-disability-service�
 disabilityadvice@bath.ac.uk 

■  儿童托管 

Westwood Nursery为六个月至学龄儿童提供优质
的校园护理。名额视情况而定。有关详细信息，请
联系服务经理。  

 nursery@bath.ac.uk 
 +44 (0)1225 386518 

支持和福利

我们的支持服务网络旨在随时为您提供帮助。我们
为您的大学生活各方面提供帮助和专家建议�-�福利
问题、资金、残障支持等等。

“我申请残障人士
支持的经历非常
正面。在我到达
并开始学业之前，
我已经获得巴斯
提供的很多支持，
这真的对我很有
帮助。“ 
Carys Robins
口笔译硕士专业文学硕士

■  信仰 

大学普世牧师中心欢迎所有人，包括不同宗教信仰
和尚未有宗教信仰的人，每个工作日都安排牧师接
待。我们校园内有一个穆斯林祈祷室，配有洗衣
设施。  

go.bath.ac.uk/pgt-chaplaincy

■  健康 

校园内设有大学医疗中心和牙科诊所，提供各种
国民保健服务。到达这里时需要注册。医疗中心
网址：  

www.umcbath.co.uk 

■  健康服务 

我们的福利顾问随时为您提供帮助和支持，帮助
您排除求学途中的所有障碍。您可以与健康顾问
谈论任何事情 - 他们努力创造一个安全和包容的
空间。我们的服务是保密的，由专业和高技能的
健康顾问提供服务，他们将支持、建议和倾听您
可能遇到的任何担忧或问题，为您制定支持计划
以使您继续前进。我们可以在许多问题上为您提
供支持，包括情绪困难、人际关系、个人和家庭
挑战、孤独和孤立、心理健康以及任何影响您学
习的问题。每天都会举办福利和福祉会议*。

go.bath.ac.uk/pgt-wellbeing

*周末和大学假期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我们的
网页了解更多信息。 

■  咨询和心理健康 

咨询和心理健康服务旨在帮助您了解和洞察您可
能遇到的任何困难，培养情绪适应力并实现真正
的改变，使您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学业和个人潜
力。该服务提供免费和保密的支持。除了提供一
对一支持外，我们还提供涵盖一系列问题的综合
小组。  

go.bath.ac.uk/pgt-counselling

学生会支持项目

夜线由受过训练的学生负责，为学生提供的保密
的聆听、支持和实际信息服务。您可以放心地与
他们谈论任何事情�-�无论大小�-�您的信息完全保
密。他们不会批判你或告诉你该怎么做。�他们只
会倾听。他们每个晚上8点到早上8点对外开放。
他们的电话号码在您的借书卡背面。

夜线

go.bath.ac.uk/pgt-nightline

健康团队

http://go.bath.ac.uk/pgt-money-advice
mailto:studentmoneyadvice@bath.ac.uk
http://go.bath.ac.uk/pgt-disability-service
mailto:disabilityadvice@bath.ac.uk
mailto:nursery@bath.ac.uk
http://go.bath.ac.uk/pgt-chaplaincy
http://www.umcbath.co.uk
http://go.bath.ac.uk/pgt-wellbeing
http://go.bath.ac.uk/pgt-counselling
http://go.bath.ac.uk/pgt-nigh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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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往巴斯之前  

我们会定期与您沟通，帮助您计划前往巴斯的旅
程。我们还建议您联系您所在国家的英国大使馆
或高级专员公署/领事馆，以获取作为学生进入英
国的建议。  

■  您的申请

我们有专门的团队为您解答申请研究生课程时可
能遇到的任何问题。  

■  移民

我们的许多国际学生都需要学生签证才能在英国
学习。目前，巴斯大学大约有3,000名持学生签
证的学生。我们的学生移民服务处随时为您提供
签证申请的各个方面建议，并在您来访时为您提
供支持。我们还为在英国提出的签证申请提供学
生签证延期预约，并支持其他移民类别，如访客
签证和留学后工作签证，包括2021年夏天开始的
毕业生路径。 访问以下网址了解更多信息：go.
bath.ac.uk/pgt-visas

支持
国际
学生

我们的社区由来自世界各地的
学生和员工组成。我们的3,500
名国际学生来自100多个国家，
我们欢迎国际学生为巴斯生活
带来的多样性和多元文化。�

我们认识到，在英国学习并远
离家乡对您来说是一个重大决
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供一
系列服务，以确保您尽可能顺
利地前往巴斯。我们还可以帮
助您与世界各地的校友取得联
系，了解在巴斯学习的感受。

■  住宿 

一旦您接受了录取通知书，您将需要在线提交住宿
申请表。作为一名国际学生（不包括欧盟学生），
一经申请，我们就会为您保留住宿。您将与其他研
究生一起住，包括与其他国际学生住在一起。有几
种住宿选择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和预算 - 更多信息
可以在第36到37页找到。  

■  到达时提供额外支持 

所有的国际学生都可以在抵达学校时，我们都会伸
出援助之手：我们会到伦敦希思罗机场接您并帮助
您入住新的住宿。我们为国际学生组织了一个欢迎
计划，包括信息发布会、校园和城市之旅以及社交
活动。您还可以通过学生服务中心的每日免费咨
询，亲自与顾问交谈。

■  语言支持

如果您不是英语母语人士，我们将为您提供英语
支持，以帮助您在学习期间继续提高语言能力。
您可以在夏季参加密集的学期前课程，为您在巴
斯顺利求学做好准备。顺利完成课程意味着您将
达到研究生学位课程的英语语言要求；您不需要
再参加雅思考试。

■  融入 

我们鼓励所有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加入社团、体
育俱乐部或成为社区志愿者是结识新朋友、熟
悉英国文化、发展技能和提高英语会话能力的
好方法。   

“结识了很多友好的人，
并得到了学生
服务的大力支持，
这使我迅速适应了
这里的环境。”
Stacy Lin (中国)
管理学理学硕士

go.bath.ac.uk/pgt-international

http://go.bath.ac.uk/pgt-visas
http://go.bath.ac.uk/pgt-visas
http://go.bath.ac.uk/pgt-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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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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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

学费将根据您的课程以及您是英国/欧盟还是
海外学生而有所不同。本招生简章的课程搜索
（第55页至第61页）或 go.bath.ac.uk/
pgttuition-fees 详细介绍了2021/22学年各教
学课程的费用。

费用、资助和奖学金 

攻读硕士学位是对未来的一项重大投资。我们也明白
学费不会是一笔小支出。我们提供有关费用、资助和奖
学金的所有最新信息，以便您更容易做出最适合的选
择。

在学习期间兼职工作是缓解学费压力的好办
法，同时也对能为未来的工作积累经验，因此
请考虑巴斯提供的选择。如果您已经在一个
大型组织里工作，您可以尝试转移到巴斯本
地的分支。学生会还向学生宣传校内外的兼
职工作机会。
有关国际学生就业权利的更多建议，请访问�
go.bath.ac.uk/pgt-visas

■  研究生硕士贷款

获得研究生硕士贷款可以大大减轻学费压力。
符合资格的英国硕士研究生目前最多可以借入
11222英镑（2020-21学年）。您可以自行决定
如何使用贷款-支付学费或生活费用。非全日
制学术也可以申请。在您完成硕士学位且年收
入超过21,000英镑时，您才需要开始还贷款。
来自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学生可以获
得不同的研究生学习贷款，了解更多信息请访
问  www.gov.uk/masters-loan

兼职工作

■  奖学金和助学金

我们希望您有机会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因此我
们提供大量奖学金和助学金，帮助您投资未来： 

 ■  院长学术卓越奖：这些奖学金旨在奖励学术卓
越。共有24项奖学金，每项金额为5,000英镑。

 ■      全球领导者奖学金：  
奖学金接受所有国籍的申请人，对象是具备未
来领导潜能的学生，评审标准包括学术成绩，
出色的沟通和人际技巧以及拥有未来领导潜
能。申请人应表现出出色的团队合作能力，并
对未来抱有远见。总共有45项奖学金，每项奖
学金的金额最高为5,000英镑。

院长奖学金和全球领导者奖学金向我们的工程与
设计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和自然科学学院的
课程申请人开放。 

管理学院奖学金
管理学院为理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生提供奖
学金计划。

 ■     理学硕士奖学金：目前有30多项奖学金提供给
管理学院理学硕士录取函的持有者，每项奖
学金金额为5,000英镑。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
请访问  
go.bath.ac.uk/pgt-som-msc-fees-funding

 ■  工商管理硕士奖学金：管理学院为我们的全日
制和行政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提供奖励，以支
持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佳人才。这些奖励通常从
3,000英镑到学费的30％不等。有关更多详细
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funding-mba

巴斯学生和校友助学金
巴斯大学为其研究生和校友提供助学金：

 ■  巴斯校友：如果您毕业于巴斯大学并获得荣誉学
位或同等学历并且是自筹资金的学生，那么您
有资格获得巴斯研究生课程学费10％的减免。
如您收到录取信，您的费用将自动减免。

 ■  授课型研究生硕士助学金：  我们为拥有（英
国）本国身份且拥有巴斯大学本科荣誉学位并
从2012年后入学的学生提供金额5000英镑至
10000英镑的奖学金（持有综合本科硕士学位
的学生不符合资格）。此外，您在之前必须已
获得巴斯本科奖学金或金奖学金专业奖项，并
且在就读硕士课程之前的学习间隔不得超过一
年。一旦开放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将被邀请
申请。 

有关奖学金的最新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funding

http://go.bath.ac.uk/pgttuition-fees
http://go.bath.ac.uk/pgttuition-fees
http://go.bath.ac.uk/pgt-visas
http://www.gov.uk/masters-loan
http://go.bath.ac.uk/pgt-som-msc-fees-funding
http://go.bath.ac.uk/pgt-funding-mba
http://go.bath.ac.uk/pgt-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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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一门课程

在申请之前，请访问以下网址了解更多关于 
我们研究生教学课程的信息  
go.bath.ac.uk/pgt-study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邮箱联系我们：
 pgtadmissions@bath.ac.uk 

或申请一门管理课程：
 mn-msc@bath.ac.uk

2�
查看入学要求

入学要求因课程而异，该等要求是为了确保您
具相应的技能。在评估您是否符合所选课程的
要求时，我们会考虑您的整体情况，并可在适
当时推荐替代方案。

3 
检查申请截止日期

申请截止日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请在提交
特定课程申请时进行确认。我们建议您尽早
申请；许多课程的入学申请竞争激烈，如果
需要，您需要留出足够的时间申请资助、住宿
和签证。

申请入学

4�
在线申请

在线注册并在 go.bath.ac.uk/pgt-apply 完成
在线申请。在提交申请之前，您被允许保存
和更新您的信息。您还需要提供个人陈述并
上传支持性文件，如学位证书、学术参考资
料和简历。

5
您的录取信

如果您收到录取信，请使用我们的
Application Tracker在线门户网站尽快接受或
拒绝。对于某些课程，您需要在接受录取通
知书时支付押金。您可能收到无条件或有条
件的录取信。若您收到无条件录取信，则您
已达到所有必需的学术条件，我们将为您提
供一个学位名额。如您收到的是有条件的录
取信，则您将需要努力满足您的录取条件。
这些要求可能包括英语语言成绩、学位成绩
和其他需要满足的条件。

go.bath.ac.uk/pgt-admissions

课程
搜索
在本课程目录中了解巴斯的�
研究生教学课程。

该目录包括英国和欧盟/国际学生的费用。费用仅
适用于2021/22学年。
 
所有巴斯大学学生的学费每年都有可能增加。入
学后，您应该每年增加5%的学费预算。我们确保
每年增加的费用不会超过这个百分比。如果您延
期入学，您将从开始课程的当年支付年度费用，
这些费用可能比上一年高出5％。

该目录列明您是否可以业余学习或全职学习。除
非只提供业余课程，否则这些费用指的是从2021
年开始的全日制课程费用。非全日制课程的费用
是全日制课程的一半，除了我们的行政工商管理
硕士课程之外。每个单元均显示了在线课程和远
程学习的费用。

我们的课程按主题进行分组，然后按字母顺序排
列。

*请访问 bathmba.com 了解详细信息。

有关入学要求和课程内容的更
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go.bath.ac.uk/pgt-study

扫一扫

http://go.bath.ac.uk/pgt-study
mailto:pgtadmissions@bath.ac.uk
mailto:mn-msc@bath.ac.uk
http://go.bath.ac.uk/pgt-apply
http://go.bath.ac.uk/pgt-admissions
http://bathmba.com
http://go.bath.ac.uk/pgt-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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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学费 2021/22
全日制（FT）
业余（PT）英国

欧盟/ 
国际

建筑与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理学硕士：环境设计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

土木工程理学硕士：新型结构材料  11,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历史建筑保护理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

现代建筑设计理学硕士（含实习课程） *  12,500英镑  26,875英镑  FT (15个月)

专业实践研究生证书  2,090英镑  2,090英镑 PT

商业、管理、金融
工商管理硕士  查看网站了解详情：bathmba.com FT/PT

会计和金融理学硕士  18,000英镑  26,000英镑 FT

应用经济学理学硕士（银行和金融市场）  
(网络学位: 要求180学分)**

        每10学分722英镑 PT  
(2年6个月)

应用经济学理学硕士 
（银行和金融市场）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

商业分析理学硕士  14,500英镑  22,000英镑 FT

商业分析理学硕士 
（网络学位：要求180学分)**

 每10学分833英镑 PT  
(2年3个月)

经济与金融理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

商业智能与系统经济学理学硕士  25,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工程商业管理理学硕士  14,500英镑  22,000英镑 FT

企业创业与管理理学硕士  14,500英镑  22,000英镑 FT

企业创业管理与创新理学硕士 
（网络学位：要求180学分)**

        每10学分833英镑 PT  
（2年3个月）

金融理学硕士  18,000英镑  26,000英镑 FT

银行金融理学硕士  18,000英镑  26,000英镑 FT

金融风险管理理学硕士  18,000英镑  26,000英镑 FT

人力资源管理与咨询理学硕士  14,500英镑  22,000英镑 FT

创新与技术管理理学硕士  14,500英镑  22,000英镑 FT

国际化管理理学硕士  14,500英镑  22,000英镑 FT

管理学理学硕士  14,500英镑  22,000英镑 FT

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14,500英镑  22,000英镑 FT

运营、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理学硕士  14,500英镑  22,000英镑 FT

运动管理理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

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理学硕士  14,500英镑  22,000英镑 FT

国际高等教育管理文学硕士(IHEM) †  8,000英镑  9,000英镑 PT (2年)

课程 学费 2021/22
全日制（FT）
业余（PT）英国

欧盟/ 
国际

计算机科学

人工智能理学硕士 
（网络学位：要求180学分)**

 每10学分722英镑 PT 
 (2年3个月)

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  10,500英镑 23,000英镑 FT

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 
（网络学位：要求180学分)**

 每10学分722英镑 PT 
 (2年3个月)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11,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含一年的实习课程）†† 

 11,000英镑 
 + 实习费用 

 25,000英镑 
+ 实习费用 

FT (2年)

数据科学与统计学理学硕士  11,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数据科学和统计学理学硕士  
(含一年的实习课程) †† 

 11,000英镑 
 + 实习费用 

 25,000英镑 
+ 实习费用 

FT (2年)

人机交互理学硕士  11,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人机交互理学硕士 
(含一年的实习课程) ††

 11,000英镑 
 + 实习费用 

 25,000英镑 
+实习费用 

FT (2年)

机器学习和自动化系统理学硕士  11,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机器学习和自动化系统理学硕士 
(含一年的实习课程)  ††

 11,000英镑 
 + 实习费用 

 25,000英镑 
+实习费用 

FT (2年)

软件系统理学硕士  11,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软件系统理学硕士 
(含一年的实习课程) †† 

 11,000英镑 
 + 实习费用 

 25,000英镑 
+ 实习费用 

FT (2年)

化学工程
环境工程理学硕士  11,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  已包含实习费用。  

**  费用有效期至2021年9月（含）。您应该每年增加5%
的学费预算。按照每学分支付费用。 您需要获得180学
分，以获得在线理学硕士学位。学费有可能在每年一月
份上涨。 

†  显示的费用是第一年的学习费用。 

††   2021-22的实习费用为英国学生3,055英镑，欧盟/国际学
生6,945英镑。

费用每年都有可能增加。入
学后，您应该每年增加5%
的学费预算。 

http://bathmb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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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理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

应用经济学理学硕士（银行和金融市场） 
 (网络学位: 要求180学分）*

 每10学分722英镑 PT 
(2年6个月)

应用经济学理学硕士（银行和 
金融市场）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

应用心理学与经济行为理学硕士  10,500英镑  23,000英镑 FT

经济学理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

经济与金融理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

商业智能与系统经济学理学硕士  25,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国际经济发展理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PT

经济学研究型硕士  4,500英镑  19,100英镑 FT/PT

教育学
教育学文学硕士（远程学习）**  每12学分单位1,325英镑  

+ 书面论文费用 
PT (3-5年)

全英文授课文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

国际教育与全球化文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

国际高等教育管理文学硕士(IHEM) †  8,000英镑  9,000英镑 PT (2年)

对外英语教学文学硕士(TESOL)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

社会科学高等定量法研究型硕士 4,500英镑 19,100英镑 FT/PT

教育学研究型硕士  4,500英镑  19,100英镑 FT/PT

国际教育研究生证书 
(PGCiE) ††

 每12个学分单位1,325英镑和
每6学分单位660英镑 

PT (2年)

电子和电气工程
机电一体化理学硕士  11,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理学硕士  11,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理学硕士 
（含实习）‡

 13,750英镑  31,250英镑 FT (15个月)

课程 学费 2021/22
全日制（FT）
业余（PT）英国

欧盟/ 
国际

药物研发
药物研发理学硕士  11,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健康
运动和训练医学理学硕士（远程学习）    请参阅网站了解完整的费用结构 PT  (2-5年)

运动管理理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

运动物理治疗理学硕士（远程学习） 请参阅网站了解完整的费用结构 PT  (3-5年)

健康和福利研究型硕士  4,500英镑  19,100英镑 FT/PT

数学
工业数据科学与数学理学硕士  11,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机械工业
电动推进汽车工程理学硕士  11,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工程商业管理理学硕士  14,500英镑  22,000英镑 FT

工程设计理学硕士  11,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创新与技术管理理学硕士  14,500英镑  22,000英镑 FT

分子生物科学
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理学硕士  11,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理学硕士  11,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分子生物学（医学生物科学）理学硕士  11,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分子生物学（微生物）理学硕士  11,000英镑  25,000英镑 FT

*  费用有效期至2021年9月（含）。您应该每年增加5%
的学费预算。按照每学分支付费用。 您需要获得180学
分，以获得在线理学硕士学位。学费有可能在每年一月
份上涨。

**  按照每学分单位支付费用。要获得远程学习硕士学位，
您将需要90学分（包括学位论文的30学分）。学位论文
费是 3,330英镑。请参阅网站了解完整的费用结构。

† 显示的费用是第一年的学习费用。
 
††   按照每学分单位支付费用。要获得PGCiE，您将需要30

学分。请参阅网站了解完整的费用结构。

‡   已包含实习费用。

费用每年都有可能增加。入
学后，您应该每年增加5%
的学费预算。 

课程 学费 2021/22
全日制（FT）
业余（PT）英国

欧盟/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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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语言和国际研究
当代欧洲研究文学硕士 - 欧洲研究硕士  查看网站了解详情 FT (2年)

当代欧洲研究文学硕士 - 跨大西洋轨道的欧洲研究硕士  查看网站了解详情 FT (2年)

性别与政治文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PT

国际关系文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PT

国际关系与欧洲政治文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PT

国际安全文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PT

口笔译硕士专业（中文）文学硕士  10,500英镑  23,000英镑 FT

口笔译硕士专业（法语、德语、 
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俄罗斯语）文学硕士

 10,500英镑  23,000英镑 FT

翻译和专业语言技能文学硕士 
（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俄罗斯语）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

商务口译与笔译硕士专业（中文）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

政治和国际研究研究型硕士  4,500英镑  19,100英镑 FT/PT

心理学
应用临床心理学理学硕士  10,500英镑  23,000英镑 FT/PT

应用法医心理学辅导理学硕士 
（含12个月的实习课程） *

 10,500英镑 
 + 实习费用 

 23,000英镑 
 + 实习费用 

FT (2年)

应用心理学与经济行为理学硕士  10,500英镑  23,000英镑 FT

健康心理学理学硕士  10,500英镑  23,000英镑 FT/PT

心理学研究型硕士  4,500英镑  19,100英镑 FT/PT

可持续发展研究型硕士  4,500英镑  19,100英镑 FT/PT

课程 学费 2021/22
全日制（FT）
业余（PT）英国

欧盟/ 
国际

社会和政策科学
人道主义、冲突与发展理学硕士（远程学习）**  5,835英镑  5,835英镑 PT (2年)

国际发展理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PT

国际发展与冲突和 
人道主义行动理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PT

国际经济发展理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PT

国际发展、社会正义和 
可持续发展理学硕士 

 10,000英镑  21,500英镑 FT/PT

公共政策理学硕士（远程学习）**  5,565英镑  5,565英镑 PT (2年)

社会科学高等定量法研究型硕士  4,500英镑  19,100英镑 FT/PT

欧洲社会政策研究型硕士  4,500英镑  19,100英镑 FT/PT

全球政治经济学研究型硕士  4,500英镑  19,100英镑 FT/PT

国际发展研究型硕士  4,500英镑  19,100英镑 FT/PT

安全、冲突和人权研究型硕士  4,500英镑  19,100英镑 FT/PT

社会政策研究型硕士  4,500英镑  19,100英镑 FT/PT

社会工作研究型硕士  4,500英镑  19,100英镑 FT/PT

社会学研究型硕士  4,500英镑  19,100英镑 FT/PT

*  2021-22的实习费用为英国学生2,915 英镑，国际学生
6,390英镑。

**  显示的费用是第一年的学习费用。
费用每年都有可能增加。入
学后，您应该每年增加5%
的学费预算。 

课程 学费 2021/22
全日制（FT）
业余（PT）英国

欧盟/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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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招生简章旨在为2021-22学年入学 
的学生提供的指导。该招生简章于2020年8月
新冠肺炎流行病期间发布。因此，本招生简
章中包含的某些信息可能会发生变化。本招
生简章所载信息在出版时均准确属实。有关
巴斯大学及其课程的最新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study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由于不可预见或不可避
免的 情况 对课程进行 重大更改或撤回课程
或部分课程，例如特定单元/模块。如果发生
以下情况，则可能需要采取此类行动：

 ■  某位工作人员离开大学，我们无法找到合
适的替代人员（例如具备必要的学术知
识/经验）

 ■   某专业机构或监管机构/认证机构要求对
课程进行修改或撤销其课程认证

 ■  根据立法变化/要求必须做出改变

 ■   相关监管机构制定的标准发生变化，和/或
为了与特定学科/学科领域相关的最佳实践
或发展保持一致而必须做出改变

 ■   根据学生反馈必须对该课程或单元做出
改变

 ■   某课程或单元/模块的录取人数过低导致
不能开课。

运动训练村

重要
信息

The Edge

我们正在这里建
立新的管理学院

城市住宿
■	运河码头 
■	木匠之屋
■	克利夫兰大厦
■	普尔特尼庭院
■	索恩班克花园

学生会

图书馆

医疗/ 
牙科中心

位于Claverton Down的校园

http://go.bath.ac.uk/pgt-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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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网络理学硕士

走得
更远
得益于世界领先的研究环境，我们的100％网络课程基
于工作现实，旨在帮助您提升工作技能并为未来职业生
涯做好必要准备。

课程开始日期：每年1月，5月和9月

应用经济学（银行和金融市场）网络理学硕士
为自己准备好将现实世界的经济学付诸实践的工具。

人工智能网络理学硕士
从技术到伦理，探索人工智能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和影响。

计算机科学网络理学硕士
培养成为软件开发人员所需的编码技能。

企业创业管理与创新网络理学硕士
磨练您的企业家精神，引领自己的业务计划。

商业分析网络理学硕士
培养您的数据知识，以解决当今最大的业务挑战。

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并了解更多信息： 
+44�(0)1225�738�000     go.bath.ac.uk/pgt-online-courses�

我们支持的许多学生在巴斯开启了他们
的研究生学习之旅并最终决定留下来。 

如果您有兴趣开启硕士研究生学习，请
联系并了解更多关于加入我们充满活力
和多元化的社区的信息。

提前思考博士阶段
的学习?

go.bath.ac.uk/postgraduate-research 

doctoraladmissions@bath.ac.uk

@DoctoralBath

“当我来开启理学硕士课程时， 
我并没有想过离开巴斯。

当我攻读博士学位时，我仍然
还没有准备好，我的院系在不
断成长、发展和创新。”
Tamsyn Hawken 心理学系博士生

我们的研究被评为世界领先 
 或国际优秀
卓越研究框架 - REF 20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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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bath.ac.uk/pgt-online-courses
http://go.bath.ac.uk/postgraduate-research
mailto:doctoraladmissions@bath.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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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

纽卡斯尔

利兹

谢菲尔德

诺丁汉

利物浦

卡迪夫

南安普顿
巴斯

埃克塞特

普利茅斯

伯明翰

伦敦

格拉斯哥

贝尔法斯特

布里斯托

曼切斯特

访问我们

火车行程时间：

伦敦：1小时20分钟

伯明翰：1小时40分钟

卡迪夫：1小时10分钟

曼切斯特：3小时20分钟

南安普顿：1小时30分钟

埃克塞特：1小时20分钟

乘坐火车

巴斯温泉站位于布里斯托尔和伦敦
帕丁顿之间的主干线上。可经布里
斯托米兹寺从北部和南部抵达。  

自驾

M4前往连接点，A46前往巴斯。跟
随美国博物馆和大学的标志。校园
位于巴斯东侧的Claverton Down。

在校园停车

可以通过Claverton Down Road的
主要出入口进入East Extension、A
和G停车场的游客停车收费和展示
空间。东停车场提供轮椅和通往
Parade步行街的通道，1WN的落客
点也提供轮椅通往Parade步行街。

乘坐长途汽车

国家快运的客运服务在伦敦维多利
亚到巴斯和伦敦希思罗机场到巴斯
两条线路上频繁来往。

乘坐公共汽车

有很多条的公共汽车线路。U1公共
汽车路线的起始点在校园内，并穿
过市中心。

乘坐飞机

距离学校最近的机场是布里斯托尔
国际机场。也有定期的火车或长途
汽车往返于伦敦希思罗机场。

/uniofbath @uniofbath @uniofbath

/uobath UniofBathUK

uniofbath

联系我们

www.universityofbath.cn

Pete Nuttall博士 
巴斯大学 
国际管理学院 
副院长

希望之星 
英语风采 
大赛 2019！

详情可参考节目：

了解更多

http://www.weibo.com/uobath
https://www.facebook.com/uniofbath
https://twitter.com/uniofbath
https://www.instagram.com/uniofbath/
https://www.youtube.com/UniofBath
http://www.universityofbath.cn


2020 
11月4日，星期三 

2021
2月3日，星期三 
3月24日，星期三
6月9日，星期三

研究生
虚拟开放日活动

现在注册
go.bath.ac.uk/pgt-open-day

无论您身在何处，都可
以直接体验在巴斯学习
的真实感受

实时聊天
与我们的员工和在校研究
生实时聊天

直接提问
于在线网络研讨会中向学
生和员工直接提问

了解更多 
关于我们的课程、学生生
活、录取过程、住宿和就业
的信息

“参加去年的虚拟开放日
活动帮助我选择了巴斯。
现在我成为在虚拟活动中
提供帮助的学生
大使之一。” 
Medha Arora，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http://go.bath.ac.uk/pgt-open-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