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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巴斯大家庭

2023 年 
硕士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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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仪式，同时也是巴斯大学最著名的大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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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巴斯大学
我代表巴斯大学，诚邀您考虑来巴斯大学攻读硕士
学位。当您阅读这份招生简章时，希望您能看到蕴
藏在这次学习之旅中的机遇，无论是申请第一份工
作、在职业道路上迈出下一步，还是攻读研究型学
位，在这里接受到的优质教育都将让您具备所需的
学识、专业知识和技能，助您实现职业生涯的蓬勃
发展。 

巴斯的硕士计划不仅能帮助您增长对所选领域的
知识和理解，还能培养出备受青睐的技能：敏捷
性、数字熟练程度、协作能力，以及在不断变化的
世界中抓住机会为共同利益而工作的强烈意识。 
 
我们很荣幸地被《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
报优秀大学指南》评为”2023年度最佳大学”。 我
们以卓越的教学质量、绝佳的学生体验以及结
合所有这些有利因素的方式来支持并完善我们
学生各方面的能力，让他们在未来拥有丰富而
又充实的职业生涯。 当您进入到研究生的学习
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助力您的个人成长与发展，
并让您取得超出预期的成就。正如我们一贯优
异的排名所体现的那样，巴斯大学的学生无论
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被公认为非常优秀。
 
我们的教职人员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国际专家，
他们在教学中融入最具相关性的议题和最新的
知识，确保学生能从中受益。今年，研究卓越框
架评估将本校 92% 的研究评为“世界领先”或“
国际卓越” — 这是对我们研究质量的高度认可，
作为巴斯的硕士生，您也可以在学习中受益。 
 
我们拥有充满活力的校园，可以为学生提供一系
列体育、艺术、社交和文化机会，帮助您进一步发
展技能，为未来建立持久的人际关系。在这里，您会
发现一个非常独特的社群；一个培养雄心壮志、鼓
励多样性，同时促进所有成员健康与福利的社群。 

巴斯市拥有引人注目的建筑和文化荟萃，既有着欧
洲最伟大的温泉之一，也珍藏着古罗马时期遗迹和
乔治王朝时期的建筑，是英国唯一一个以整体城
市的名义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
城市。《完全大学指南》将巴斯评为英格兰和威尔士
最安全的大学和城市，该市有通往伦敦和布里斯托
的便利交通。这里为生活和学习提供了一个绝佳的
环境。近年来，该市在数字领域蓬勃发展，形成了
一个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社群。完成学业后，如果您
有计划留在此地，这里也可以为您提供就业机会。 

如果选择我们的线上或远程学习课程，您可以成为
全球学习者社区的一员，并与巴斯杰出的学术专家
建立密切的联系。您可以使用多种创新的线上工具
并获得相关支持，自入学第一天起，就可以浏览资
源丰富的线上图书馆。 
 
我希望这份招生简章能让您对未来的巴斯生
活有所了解。了解更多关于本校的信息，如情
况允许，请您来巴斯市和校园参观。您也可以
参加本校的虚拟开放日或您附近的研究生招
生会。学校网站上也有大量信息，包括如果您
对正在考虑申请的课程、招生流程或学校本身
有任何疑问，如何与校方联系的相关信息。 

我们期待为您未来的学习提供帮助。 

伊恩·怀特教授	DL	FREng	
校长	

巴斯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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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	1《泰晤士报》
及

《英国卫报大学指南》所
列机构之 2022 全国学生
调查中排名英格兰第一

《星期日泰晤士报优
秀大学指南2023》

“年度最佳大学”

排名第	5
《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
士报优秀大学指南》2023 

年毕业生就业前景

5
排名第5

5

《卫报大学指南2023》 
毕业生就业情况

(毕业后15个月内)

排名第	8
《完全大学指南》2023 年

最佳英国大学 

8
排名第	7

《卫报大学指南2023》 
最佳英国大学 

7 排名 

前 100 

2022 年 QS 世界大学雇主
声誉指数

 92% 

的研究被 2021 卓越研究
框架评为世界领先或国际

优秀 

一些排名涵盖基于本科生的数据。



基于世界	
领先研究的教育		

由领域引领者提供专家教学

由国际杰出研究启发的课程¹

参见第	16	页	
¹ 2021 卓越研究框架 (REF) 将本校 92% 的研究评定为“世界领先和国

际卓越” 

自入学第	1	天起	
延续终生的职业支持	

学业期间及以后的职业建议	

行业相关的指导

辅助就业的资源和研讨会		
参见第	22	页

技能发展提升就业能力	

技能中心的就业指导	

提高数字能力的相关资源

语言学习课程	
和资料	
参见第	15	页

让您真实受益的	
校企合作

招聘活动	
和招聘会

协作型研究项目

与校方的企业	
合作伙伴互动
参见第	23、28	和	29	页

社交机会和终生联系	

多元化	
学生社群

超过	125,000	名校友的	
全球人际网
参见第	28	和	44	页

赋能、支持性和	
安全的社区	

经过专门培训的教职员和学生

提供身心健康、福利和金钱	
方面的帮助

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安全的大学城²	 
参见第	54	页

² 巴斯被《完全大学指南》评为 2022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安全的大学城 

一流设施和
灵活教学方式	

过去十年，投入了4.5	亿英镑用于	
校园投资	

24	小时图书馆	

研究生的专属	
学习空间	
参见第	14	和	42	页

燃烧激情的	
机会	

投入	3500	万英镑的	
运动训练村		

设施完备的艺术中心

180	多个学生活动和兴趣团体
参见第	44-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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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来，我的教授很
喜欢教学，我们能在课堂上
感受到这种力量。	
课堂互动是教学中的	

一大亮点。”

Upasruti
应用心理学与经济行为学理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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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是 
收获硕士文凭

请您怀揣更多的期待。我们的研究生课程融
入最新的研究内容，在优良的学习设施中，
为学生提供最高品质的教育。但这只是您求
学经历的一部分。无论您的目标如何，我们
都将为您提供培养可转移技能的机会，助您

在顶级雇主面前脱颖而出。

了解更多，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study

http://go.bath.ac.uk/pgt23-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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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讲师们乐于提供
大量的支持，他们总是非
常灵活地安排方便的会面时

间。”

Eleonora 
经济与金融理学硕士

进阶	 	 	 	
学习
选择巴斯大学，意味着您将从各领域的引领者那里获得优
质的教育。我们的教学方式灵活，可满足您的个体化学习
需求。一流的教学设施和技能发展机会，将进一步提升您
的硕士学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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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教育
巴斯大学会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改进课程。 
为您授课的教学人员、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是各
自领域的引领者。 将他们的研究内容和行业联系
融入到课程中，并学生传授最新的教学课题。 
 

完成硕士学位并进入职场时，您掌握的技能将让
您具有竞争优势。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teaching

灵活式教学	
校内课程主要是通过校园内的线下活动提供，以
网络教学和结构化的独自学习为辅助。
 
这种教学方式让我们能够响应学生的个体化学习
需求，并在必要时保持课程教学的灵活性。
 
每周都会在校园内进行线下教学和参与活动，确
保您的学习在实践中完成，这是本校教学的一个
关键特征。此外，我们的线上教学包括直播互动式
教学课程（让学生可在小组内分享和探讨想法）和
结构化的独立式自学。
 
我们也提供线下和线上教学的学生支持服务，包
括高质量的职业咨询、健康与福利支持、个人辅
导，以及对所有在校内或世界各地学习或工作的
学生的支持。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learning

http://go.bath.ac.uk/pgt23-teaching
http://go.bath.ac.uk/pgt23-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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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设施	
为了帮助学生充分利用在本校学习的时间，学校
在教学楼、非正式的学习空间、实验室以及线上学
习材料方面不断投入。  

根据您的课程，您也可以在学习期间使用我们的
专门设施，包括我们的：

• 备有声压级测量仪的声学实验室 
• 备有光线测量仪的人造天空 
• 自动动态捕捉系统 
• 心理学观察设施 
• 焕然一新的工程学实验室 
• 3D 打印机 
 
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虚拟学习环境（VLE），取得您
所读科目的课程材料、测验和课程回放。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learning-facilities

学习空间	
作为一名硕士生，无论在校园或是巴斯市，您总能
找到一处独立学习的地方。 

在校园里，您可以使用图书馆的学习资源、电脑、
打印机和无线网络，图书馆 24 小时开放。您也可
以使用校内的研究生休息室和其他学习区。 

如果您想在校外学习，则可以使用市中心的设施，
这些设施配备了与大学联网的计算机和打印机，
让学生可以随时与学校连接。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study-spaces

技能发展	
作为巴斯大学的学生，通过围绕课程学习制定自
己的发展计划，您将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学术、个人
和就业技能。 

您可以访问“MySkills”，注册全年的线上和线下技
能培养课程，包括个性化写作支持，并探索其他能
够促进学习、健康和福利的资源。 

您可以培养： 

•  学术技能 — 撰写合格的论文，运用批判性思
维，正确引用以避免剽窃，有效管理时间，磨练
考试技巧，以及提高对数学和统计学的认识 

•  数字技能 — 提高对一系列数字工具的认识，
以辅助您的学术学习和未来的职业发展，具创
意地利用这些工具来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管
理信息、数据和媒体，以及实现有效的线上参
与和协作

•  就业能力 — 培养面试技巧，展示影响力，让简
历和求职申请脱颖而出，以及培养一系列软技
能，如团队合作、解决问题和有效的人际关系

•  语言技能 — 学习或提高一门外语能力（本校
提供八种语言不同等级的课程），培养跨文化
的沟通技能，以提高就业能力

•   健康与福祉 — 探寻保持心理健康的方式，学
习如何管理财务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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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赋能型教育
作为巴斯大学的学生，您将在一所“以研究影响世界”
的大学学习。本校在英国研究质量1方面排在前	25	
位，92%	的研究被	2021	研究卓越框架	(REF)	评定为“
世界领先和国际卓越”。

专家授课	
本校开展的研究将直接影响和改进您的硕士课程。
为您授课的教学人员和研究人员均为各自领域的
引领者，他们会利用自身的研究成果和与行业联系
来开发课程内容，为您传授最新的教学课题。

参与研究	
在巴斯大学攻读硕士期间，您将有机会参与当前的
研究型课程。 

如果您想参与研究项目，则可以申请参加垂直整
合项目 (VIP)，与其他学生、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
一起合作。我们的垂直整合项目侧重于解决地方
层面的全球性问题，也是学生将研究技术应用于
现实世界问题，以及培养自身协作、沟通和适应能
力的绝佳途径。 

您也可以自愿加入我们众多研究的主题，让您了
解研究是如何进行的，同时为潜在的突破性研究
做出贡献。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vip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research

博士研究计划		
如果您打算攻读博士学位，硕士期间参与研究，将 
有助于您做足准备及申请。 

在硕士学习期间，无论在研究生专用的学习空间，
还是部分课程内容中，您也可以与当前的博士研
究生交流，因为博士研究生们会经常参与教学。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doctoral-research

1《完全大学指南》将巴斯大学评选为 2023 年英国并列 2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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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旨在改善生活和改变世界。以下是给
社会带来影响的一些研究实例：	

开发棕榈油的可持续替代品
以废物为食的酵母如何在餐桌上占据一席之地， 
并遏制森林砍伐。

培养肉类，以获得可持续营养
培养肉类以供食用，而非饲养动物，这可以从根本
上改变我们的饮食。在巴斯，我们在该研究的大规
模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保护我们免受网络威胁
随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数字技术，我们成为
网络犯罪的受害者只是时间问题。巴斯大学的研
究人员正在应对这种威胁。

创造一种无需冷藏即可储存和运输疫苗的新方法
我们的化学家们正在开发一种技术，通过将疫苗
包裹在硅元素中，使其在所有温度下都保持稳定。

在世界各地宣传卫生政策，以减少吸烟和挽救生
命
我们的研究有助于减少吸烟和挽救生命，从宣传
公共政策到引入标准化的香烟包装。

阻止毒品流入监狱
我们正在开发世界上第一个检测合成药物的便携
式设备。

了解更多有影响力的研究，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research-impact

http://go.bath.ac.uk/pgt23-vip
http://go.bath.ac.uk/pgt23-research
http://go.bath.ac.uk/pgt23-doctoral-research
http://go.bath.ac.uk/pgt23-research-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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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arati
计算机科学系

“我的课程真的很有趣，兼具娱乐性和互动性。我们
会在课堂上做很多活动。我们的学生群体很小，所以
师生比例较高。	我和我的研究室主任建立了很好的
关系。她很了解每一位学生，也知道我们各自的优
势。她也是我的论文导师，因此，让我的研究项目与
她的研究领域保持一致是很有帮助的。

这里的学习小组非常注重团队合作，可以帮助学生
在课程结束后进入该行业工作。这对我们很有用，
因为雇主会从简历中查找团队合作经验。学校也会
教授我们一些可转移技能，比如演讲技巧和时间管
理能力，这些是我们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需要具备
的技能。	

在小组中工作和学习，小组成员可以互相帮助，并分
享课程计划。如果您对课程内容有任何疑问，当然也
可以随时联系授课老师。这里的所有人都很平易近
人。课堂上，在我寻求帮助时，我不记得有任何人表
现出不愿意，所以在别人有需要时，我也一定会做到
乐于助人。”

2023 年硕士招生简章 | 巴斯大学 18 192023 年硕士招生简章 | 巴斯大学 

“我和研究室主任建立
了很好的关系。她很了解
每一位学生，也知道我们

各自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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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我的学生博客，网址为：go.bath.ac.uk/pgt23-diparati-blog

http://go.bath.ac.uk/pgt23-diparati-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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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论文，当我想和
该行业的合作伙伴合作时，我
的指导老师积极地与行业合作伙
伴进行联系，为我寻找匹配	

的企业。”

Jolie
建筑工程理学硕士：环境设计

打造竞争优势

利用学校提供的绝佳的职业发展机
会。学习一门与行业相关的课程，帮
助您与世界各地的雇主和校友建立
联系。再通过职业服务中心提供的
实用、专业的支持，掌控您的未来。
此外，您也可以培养可转移的技能，
这些技能将让您终身受益。

了解更多，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study

http://go.bath.ac.uk/pgt23-study


232023 年硕士招生简章 | 巴斯大学 2023 年硕士招生简章 | 巴斯大学 22

在职业上更进一步
就读于巴斯大学意味着您可以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毕业生	
之一。1	我们93%居住在英国的毕业生在离开大学的	15	个
月后会从事高技能型的工作。2因此，借助于学校职业服务
中心的支持和旨在让您具备职场技能的针对性课程，您也
可以离自己的梦想职业更近一步。	

有关职业服务中心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careers-service	

¹ 根据英国籍全日制第一学位学生的统计数据，本校在《完全
大学指南》2023 年毕业生前景排名中名列第 6 位。

专家的职业建议
在学习期间和工作期间，您可以通过学校的职业
服务中心获得建议与指导。通过定制化的线上资
源、研讨会、小组会议和一对一会面，团队可以帮
助您： 

•  决定并规划未来的职业目标 
•  了解如何更有效地寻找工作 
•  准备求职申请，包括准备简历和求职信 
• 打造专业的线上形象 
•  通过模拟面试和评估中心的活动，做好面试和

其他招聘活动的准备 

专题指导	
您也可以针对您的研究领域，从您老师的职业顾 
问那里得到支持和建议。通过职业顾问的引荐，您
可以获取广泛的线上资源，包括行业简报和相关
行业巴斯校友的指导。

与广泛的雇主会面	
职业服务中心也会常年组织雇主活动和职业招聘
会，帮助您与招聘人员见面并探索您的职业选择。 

我们的活动和资源分为三类： 

•  职业要领：帮助您在求职申请和选拔过程的各
个环节取得成功 

•  职业探索：助您找到理想工作或进一步学习
的机会 

•  职业成就：提供实用的工具和建议，帮助您在
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和成就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careers-events

与本校合作的公司：
银行与咨询类
• Deloitte
• JP Morgan
• 汇丰银行
• PWC

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NGO)
• Cancer Research UK
• 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
• International Citizen Service (ICS)
• Unicef UK

快速消费品 (FMCG) 和零售类
• Hello Fresh
• Innocent Drinks
• Superdrug
• Unilever

制药与科研类
• 非洲狮与环境研究基金会 (ALERT)
• ASL 实验室
• Cern
• GlaxoSmithKline

公共部门
• 欧洲议会
• 下议院
• 大都会警察厅
• 国民保健服务（NHS）

技术与设计类
• Arup
• Apple
• Dyson
• Monodraught

² 相比之下，全国就业毕业生的比例为 73% — 来自 2019-2020 年毕业 15 个月后在英国就业的全日制英国籍第一学位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数据。

http://go.bath.ac.uk/pgt23-student-blogs
http://go.bath.ac.uk/pg-study-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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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一门新语言	
提升就业能力	
学习一门语言可以培养您的跨文化意识，提升您
在世界各地和跨国企业中的就业机会。 

您可以通过学校的技能中心，选择学习一门新的
语言或提升现有的语言技能。我们提供八种语言
不同级别的课程，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
也可以参加我们每周的英语课程。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虚拟交流和同伴互助学习 
(PAL) 计划，充分利用本校的国际社群。 让您有机
会以友好、非正式的方式与其他学生一起提升语
言技能。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foreign-languages

留英工作	
如果您是一名国际学生，并且想要在完成学业后
留在英国，您可以申请毕业生签证。 

如果您取得了硕士学位，则可以在毕业后的两年
内在英国工作或求职。如果您取得了博士学位或
其他博士资格证，则可以在毕业后的三年内留在
英国工作或求职。

如果您之后找到了一份符合技术人员标准的工
作，则可以更换为这种工作签证。这类签证的有效
期长达 5 年。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graduate-route

“我的老师与该行
业的校友关系密切，巴斯
校友有一个巨大的联络网，
能够帮助您成功就业。”

Rosario  
口笔译  

文学硕士

课外研究项目
作为巴斯的学生，您可以参加垂直整合项目 (VIP)， 
与其他学生、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起合作。我们
的垂直整合项目侧重于解决地方层面的全球性问
题，也是学生将研究技术应用于现实世界问题，以
及培养自身协作、沟通和适应能力的绝佳途径。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vip

博士研究	
如果您打算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巴斯攻读研究型
学位，您将会加入一个大型的研究社群，并得到博
士学院的支持和建议。通过学校的博士技能课程，
您可以获得可转移的技能，并将其应用到您的职
业生涯中。这些课程能帮助您提升思维能力，涵盖
个人效能、研究管理和公众参与等领域。作为博士
生，您也将有机会在学习期间授课。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doctoral-research

http://go.bath.ac.uk/pgt23-foreign-languages
http://go.bath.ac.uk/pgt23-graduate-route
http://go.bath.ac.uk/pgt23-vip
http://go.bath.ac.uk/pgt23-doctoral-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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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校友的故事
Jacklyne	Betty	Njeri	曾攻读商业分析理学硕士，2017	年
毕业。她现在是肯尼亚内罗毕一家移动商务公司	-	Copia	
Global	的商业策划师。
我的讲师真正地帮助我提升了自信心，无论是专业方面，还是个人
的自信度。那是一次充满好奇心的求学经历。与我互动的那些人，有
很多东西值得我学习，我很喜欢这些交流过程。课程本身让我接触
到解决复杂优化问题的新方法。我明白到遇上问题而没有解决方案
并不丢脸，我发现这有时正是最好的起点。

阅读更多有关 Jacklyne 的故事，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jacklyne-betty-njeri

Kirsty	Matthews	曾攻读MBA士，1996	年毕业。	她目前是	
Hft	的首席执行官，Hft	是一家国家级慈善机构，为有学习障
碍的成年人提供帮助。
巴斯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是通往众多不同可能性的踏脚石。对于这
门课程，我真的很喜欢把理论与实际的商业经验相结合的教学方
式。通过实践项目，我们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这种方
式很具有启发性，并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在培养良好商业技能方面，
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运用常识和魄力。 

阅读更多有关 Kirsty 的故事，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kirsty-matthews

Nav	Sawhney	2020	年攻读人道主义、冲突与发展理学硕士。
他创立了	The	Washing	Machine	Project，这是一家致力于减
轻流离失所者手洗衣物负担的公益企业。
我想把自己对人道主义的热情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我具备制造手
动洗衣机的工程技能，但我不知道哪些人会使用这类东西。这门课真
的让我对现实状况有所了解。90 后和 00 后们对他们所继承的世界
感到愤怒，他们想要改变一些东西，但却不知道如何去做。这类课程
能让您具备这些技能。

阅读更多有关 Nav 的故事，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nav-sawh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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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han	Zhou	在	2021	年获得全球领导者奖学金后，攻读了药
物研发理学硕士，目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巴斯大学丰富的教学资源和科研背景，让我很想来这里读硕士。学
校会为海外学生提供一系列奖学金，包括全球领导者奖学金和英国
非凡奖学金 (GREAT)。提交奖学金申请后，巴斯大学通知我，我被选
为奖学金候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感到很激动，这也让我对出国
留学有了更多的信心。我也看到了获得奖学金给我的父母、老师和
同学带来的自豪感。

阅读更多有关 Zihan 的故事，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zihan-zhou

Toby	Thwaites	曾攻读工程和商业管理理学硕士，2019	年毕
业。他现在是英国豪华游艇制造商	Princess	Yachts	的业务
开发主管。
在校园和同学之间，真的感觉像是一个社区。研究生们有很多社交
活动，能帮助您快速适应校园生活。此外，我们的课程领导也会组织
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营造一个开放、积极的学习和享受生
活的环境。我加入了瑜伽协会，也会打羽毛球。探索这座美丽的城市
和周围的乡村，填满了我的课外时间。

阅读更多有关 Toby 的故事，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toby-thwaites

Jay	Didcott	在	2020	年攻读了数据科学理学硕士，目前是一
家国际科技公司的数据科学顾问。
数据科学是一门广泛的新学科，巴斯大学会同时教授基础和前沿研
究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内容。评估所测试的不仅是您的技术能力，也
会测试您如何回答行业中面临的模糊问题的能力。课程结束时，我
感觉自己已经做好了步入职场、成为数据科学家的准备。2020 年， 

《福布斯》甚至将该课程列为全球排名前十的数据科学课程之一。¹

阅读更多有关 Jay 的故事，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jay-didcott

¹ 福布斯 2021 年十佳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理学硕士课程。

2023 年硕士招生简章 | 巴斯大学 27

http://go.bath.ac.uk/pgt23-jacklyne-betty-njeri
http://go.bath.ac.uk/pgt23-kirsty-matthews%20
http://go.bath.ac.uk/pgt23-nav-sawhney
http://go.bath.ac.uk/pgt23-zihan-zhou%20
http://go.bath.ac.uk/pgt23-toby-thwaites
http://go.bath.ac.uk/pgt23-jay-didcott%20


292023 年硕士招生简章 | 巴斯大学 2023 年硕士招生简章 | 巴斯大学 28

校友的支持
作为巴斯大学的毕业生，您将加入一个由来自 
170 多个国家的 125,000 多名校友和大约 500 名
杰出的荣誉毕业生组成的全球性社区。 

校友关系团队会帮助我们的毕业生保持相互联
系，同时也与学校保持联系。世界各地很多非常棒
的地方都有巴斯大学的校友在那里工作，您可以
通过学校的“联络”活动或通过辅导途径，从校友
们的丰富经验中受益。

投资未来	
校友们也会通过捐款的形式，为我们的学生提供
支持。这些款项可用于支付一些能够提升巴斯大
学独特性的活动，也可用于资助奖学金和奖项，以
帮助优秀的学生和毕业生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  

保持联系
巴斯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有访问学校联络网站 - 
Bath Connection 的专属途径，从而与世界各地
的毕业生取得联系。您可以询问在特定行业工作
的相关问题，或是找一位辅导员，向曾在巴斯大学
就读并希望帮助您取得成功的人学习。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2-bath-connection

支持有抱负的创业者	
如果您有创业的想法，则可以加入 
Enterprise Bath 的创业计划。您可以得
到指导并发现社交机会，帮助您将想法
转化为完整的商业计划。您可以报名参
加研讨会、演讲会、大师班和竞赛，所有
这些活动都旨在为您提供未来所需的行
业知识。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bath-setsquared.co.uk/ented



Xintong
管理学理学硕士

“我给新生的建议是尽可能多地利用就业服务资
源。我知道很多学生可能正忙于专业讲座和课程，但
我认为花些时间进行自我反思，明确自己想找哪类
工作，这是很有用处的。

我与管理学院的职业咨询人员约定过一次会面。他
们针对每个人的发展情况，给出了不同的建议。他们
对我进行过一些模拟面试，因为我发现自己之前难
以在面试中展示出自己的能力。对我来说，模拟面试
是很好的实践活动。咨询官让我反思之前的面试经
验，找到与岗位之间的联系，并以一种有逻辑性的方
式介绍自己的履历。

对于面试中可能会涉及的问题，学生体验官也给我
提出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他们提到，面试官可
能会要求我展示团队合作能力、数据分析技能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这能帮助我在下次面试中表现得更
有条理。

硕士期间，我变得更有韧性。现在我认为自己也能适
应未来的各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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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期间，	
我变得更有韧性。	
现在我认为	
自己也能适应	

未来的各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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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求学期间和大学里
遇到的人，	他们对我的影响

会伴随我多年。”

Ehtesham
国际管理 

硕士

332023 年硕士招生简章 | 巴斯大学 

各种 
归属感

无论社区对您意味着什么，我们相信您一定
会在巴斯大学找到朋友、队友和未来行业人
脉的理想组合，为您的巴斯生活带来活力与
灵感。校内有很多俱乐部和社团可供您尝
试，还有一个设备齐全的艺术中心。	与此同
时，世界一流的运动训练村也会为您提供无
限的放松、恢复精力和人际交往的途径。

了解更多，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study

http://go.bath.ac.uk/pgt23-study


生活在巴斯的	
学生
巴斯是一座充满活力、友好且历史悠久的城
市，周围环绕着美丽的乡村。这座城市是全
球性企业和初创公司的家园。求学期间和毕
业时，您都可以在当地找到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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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非常适合
步行。我会和朋友们一
起散步，不断探索新的地
方。这是我最喜欢这座城市的	

一点。”

Diparati
计算机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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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城
 
巴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地，既
被誉为欧洲最伟大的温泉之一，也有着古罗
马时期遗迹和乔治王朝时期的建筑。 

作为这里的学生，您可以参观著名的罗马浴
场，欣赏 18 世纪的宏伟建筑，沉浸在巴斯的
历史和美景之中。

充满活力的学生社区
作为巴斯的硕士生，您全年都有机会参与学
生主导的活动和巴斯当地的活动。

巴斯大学会与当地议会合作，让巴斯成为特
别宜居的地方，我们的许多学生毕业后都留
在了巴斯。1

安全城市
巴斯有着友好的社区氛围，被评为英格兰和威
尔士最安全的大学城，在英国最安全的城市中
排名第 6 位。2 我们的安全团队会与当地的应急
服务部门合作，保障学生和当地社区的安全。 

巴斯市生活着来自多种文化背景的群体。 
2020/21 学年，有 5,500 多名海外学生在巴斯
学习。3

社交生活
当您想和朋友出去吃饭时，当地有很多餐厅和
咖啡馆可供选择，其中很多场所都提供学生折
扣。您会在城市里发现很多有名的连锁店，以及
提供各种美食（包括欧洲、中国、印度、泰国和清
真菜肴）的独立餐馆。

如果您想了解酒吧、酒馆和俱乐部的情况，
这里有很多不错的选择，从舒适安静到深夜
喧闹，各种风格都有。

巴斯有三家电影院和三家剧院，包括皇家剧
院 (Theatre Royal)，您可以在那里观看西
区的戏剧。 

全年都会举办文化活动，包括： 

• 巴斯节（多种艺术活动） 
• 巴斯电影节 
• 巴斯喜剧节 
• 巴斯艺穗节 

1 目前约有 1,050 名巴斯大学的毕业生在巴斯居住。   
2 根据《完全大学指南》（2022 年 3 月 23 日），巴斯市被评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安全的大学城或城市，在英国最安全的城市中排名第六。
3 基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关于巴斯和东北萨默塞特郡从英国境外入学的高等教育学生人数（2020/21 学年）的数据。

罗马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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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购物目的地	
 
巴斯汇聚了奢侈品、商业街和独立商店，您总能在
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您可以浏览知名品牌，
或探索风景如画的小巷和小街，寻找工匠珍品。这
里也有当地商贩经营的定期集市和快闪店，可以让
您获得独一无二的购物体验。 

市中心有三家大型超市，当地也有很多国际食品
店，出售非洲、亚洲、加勒比、印度、地中海、中东 
和波兰商品。

享受户外活动	
城市里有很多放松休闲的户外空间，包括带路边咖
啡馆的广场、绿树成荫的公园和花园。 

如果您喜欢户外活动，巴斯市及其周围的乡村非常
适合步行、跑步和骑自行车，您可以进入国家骑行
网络路线，与朋友一起探索这片区域。

这里也有室内和野外游泳的地方，以及克利夫兰
游泳池，这是英国最古老的浴场，该浴场将于 2022 
年重新开放。如果您更喜欢干爽地享受水上活动，
则可以租一艘划艇、桨板、独木舟或是在 Avon 河
上划船畅游。 

艺术与文化
求学期间，您和朋友可以沉浸在这座城市的艺术和
文化之中。这里有很多可供探索的博物馆、画廊和
历史遗迹，包括古罗马浴场和乔治王朝时期的街
道，其中遍布令人惊叹的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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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创新	
巴斯当地的经济蓬勃发展，是很多不同行业企业
翘楚的所在地，可以为您提供广泛就业机会。 

在巴斯生活，您也有机会参加一些行业活动，如巴
斯数字节，您可以在活动中与潜在的雇主会面，为
未来的职业发展建立人际关系。 

巴斯的创新型雇主有： 

•  工程师，Buro Happold，设计了 Tottenham 
Hotspur F.C. 新建的一个可容纳62000人的新
体育馆 

•  景观设计师，Grant Associates，设计了新加坡
环保可持续建筑 — “擎天大树” 

•  制造商，Avon Rubber，为军事潜水员生产了全
球最先进的水下生命支持设备  

了解更多有关巴斯创新型企业的信息，请访
问：bathunlimited.org 

巴斯之外	
巴斯是通往美丽的西南部和更远地区的门户。市
中心的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可以为您提供出行和
到外面探索的便捷方式。 

您可以去多塞特和德文郡的侏罗纪海岸，到康沃
尔冲浪，或参观附近的城镇。乘坐火车： 

• 15 分钟可到达布里斯托 
• 1 小时 10 分钟可到达卡迪夫 
• 1 小时 20 分钟可到达伦敦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living-in-bath

巴斯市中心

http://bathunlimited.org
http://go.bath.ac.uk/pgt23-living-in-b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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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您可以申请适合的研究生宿舍。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创建一个社区，提供满足学生
个体化需求的住宿，让学生有一种家的感觉。这能促进您与室友留下终身难忘的
回忆并建立起持久的联系。

了解有关住宿的各类信息（包括当前学年的住宿价格），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accommodation

大学运营的宿舍
我们遵循化繁为简的原则。无论您选择住在校园还
是城市里，租金都是全包的，这意味着您的住宿套
餐中包括燃气、电、水和快速无线网络的费用，以及
为保护您的财物所提供的保险。 

我们在市区的研究生宿舍，附近有商店、餐馆和酒
吧。宿舍离公共汽车站也很近，提供定时的校园交
通服务。您也可以选择步行或骑自行车。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go.bath.ac.uk/
pgt23-accommodation-packages	

满足您需求的住宿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和生活方式申请适当的
宿舍，包括：

• 不包餐住宿 
• 单人间或双人间 
• 公用卫浴间或套间 
• 单性和男女混合公寓 
• 家庭住宿 

不止是一个房间
大学住宿为您提供的 
不止是一个房间。

根据需要，随时为您提供支持 
我们的学生生活团队会为学生提供住宿方面的
支持，包括营造社区氛围，为您提供关键服务，
以及帮助您解决任何问题。 

乐于助人的友好面孔 
作为我们为所有研究生提供的研究生配套服务
的一部分，学校的学生生活助理可以帮助您解
决任何问题。他们会举办社交活动，让您了解最
新事件。 

研究生配套服务的诸多好处还包括：为您提供
长途汽车接送服务（从抵达机场到住宿地）、一
个迎宾礼包和一次城市游览的机会，帮助您安
顿下来。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go.bath.ac.uk/
pgt23-accommodation-pack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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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的	Polden	宿舍

Canal	Wharf宿舍

http://go.bath.ac.uk/pgt23-accommodation%20
http://go.bath.ac.uk/pgt23-accommodation-packages
http://go.bath.ac.uk/pgt23-accommodation-packages
http://go.bath.ac.uk/pgt23-accommodation-packages%20
http://go.bath.ac.uk/pgt23-accommodation-package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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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环境
巴斯市被评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安全的大学
城，1在这里学习和生活，您可以感到很安全。我
们有专门的住宿安全团队，可全天 24 小时为您
提供帮助。您可以通过电话或到图书馆的安全
服务台与我们友好、平易近人的服务人员联系。

其他要求
无论您选择哪种住宿方式，我们都致力于为您
提供安全、愉快的居住环境。例如，如果您是一
名跨性别者或多样性别，我们可能会为您提供
一个套间或工作室。

我们的保证
如果您是一名符合条件的海外研究生，并在截
止日期前申请住宿，我们将确保为您提供住宿。 

如果您是一名英国本地的研究生，您可以申请
大学管理的宿舍，但我们无法保证一定可以分
到房间。 

40

了解学校管理的宿舍如何分配，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room-allocation。

私人运营的宿舍
如果您更愿意住在私人管理的宿舍，我们的学
生生活团队也可以为您提供相关帮助。 

在私人所有的宿舍中，您通常需要在租金之外
单独支付煤气、电、水和无线网络的费用。 

1巴斯市被《完全大学指南》评为 2022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安全的
大学城或城市。

“我住在校外的	Aquila	
Court。我真的很喜欢这里，这
处宿舍是全新的，从这里可以步
行到达城镇的任何地方。外面就是
公共汽车站，往来校园非常方便。”

Milty
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http://go.bath.ac.uk/pgt23-room-allocation


校园草地	

社区中心
校园中央是一条步行街道。这条宽阔的走道可以通
往图书馆和学生会大楼。从这里步行到达任何场所
都不远，包括： 
 
• 教学区
• 商店和邮局
• 咖啡厅、餐馆和酒吧
• IT 商店
• 运动训练村
• The Edge — 艺术与创意中心
• 医疗和牙科中心

线上虚拟游览我们的校园：
go.bath.ac.uk/pgt23-virtual-tour

“我真的很喜欢西区	
10	号	(10	West)	的研究生
区。拥有这样的专属空间真是
太好了，	您可以在这里	
安静地处理自己的事情。”

Alex
性别与政治文学硕士

我们的校园
我们的校园汇集着各类社群。校园内有很多可供学习、与朋
友见面、放松压力、购买食物和饮料的地方。多元化且热情
的氛围中，您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归属地。

学习空间
无论您想独自学习还是与朋友一起学习，校园
的各个地方都能为您提供这样的空间。作为一
名硕士生，您可以使用我们的研究生休息室
和 24 小时图书馆，那里可以全天提供电脑和 
Wi-Fi。

绿地空间
无论您在校园的哪个地方，身边总能看到一片
绿地。 
 
您可以坐在圆形剧场里，俯瞰校园中心的湖泊
和喷泉，或是找一块空地，和朋友一起玩游戏。 
如果想要边欣赏景色边步行或跑步，那么校园
里有林地步道 (Woodland Walk)，城市里也有
英国国家名胜古迹信托旗下的巴斯天际线步道 
(Bath Skyline Walk)，可以从那里俯瞰巴斯市和
科茨沃尔德乡村。

校园社交
您会发现，校园里有很多可以与朋友见面或结交新
朋友的地方。 我们的校园能反映出学生群体的多
样性。无论是吃饭还是喝点东西，想要一处安静的
户外场所还是舒适的聊天场所，您都可以在校园里
找到合适的地方。

安全与保障
无论您在校园还是在城市的学校建筑内，无论白天
还是夜晚，您都会得到安保团队的支持。 
 
所有安保人员都接受过急救和心理健康急救培
训。安保人员可以提供相关援助，起到预防犯罪的
作用。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security		 

往来校园
从巴斯市中心到校园有快捷且方便的交通方式。 

开课期间，您可以乘坐市区的巴士。从市区到校园
大约需要 20 分钟。城镇到处都有巴士站点，很多站
点都在研究生宿舍附近。作为学生，您还可以享受
车票折扣。 

如果您更愿意步行或骑自行车，则有多种路线可供
选择，可以同时领略到城市的秀丽景色。您也可以
和朋友们一起搭乘从市区到校园的出租车。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travel-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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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我们的社群
硕士求学期间，在学校里结识的人会给您的这段经历带
来很大的影响。各种感兴趣的活动、课程、社团和体育活
动，能让您参与其中，结交到一生的好友，并在巴斯找到
一处有归属感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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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步道和图书馆	

45

您的学术社群
作为一名研究生，所在的学术院系是您率先
可以加入的众多社群之一。我们将鼓励您参
与讲座和研讨会中的讨论，并从教职人员那
里获得一对一的支持，帮助您在教学时间内
对所涵盖的议题形成自己的观点。 

学习之外，您也可以参加所在院系的系列研
讨会、公开讲座和课程社交活动，您可以在那
里遇到志同道合的同学，也有机会结识所学
领域的学者。 

学生会
加入巴斯后，您将自动成为学生会 (SU) 的成员。
学生会的目标是为您赋能、帮助您做好准备，以
及获得难忘的大学体验。 

加入社团	
您可以通过学生会加入 180 多个学生社团。您
会自动成为学生会研究生社群的一员，该社群会
举办活动，传递重点信息，并让你沉浸在大学生
活中。 

您可以根据自身的学术、体育、文化和社交兴趣，
加入其他社团。学生会的社团是一个很好的交友
途径，也是让您在非正式的环境中找到自身位置
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获得支持	
学生会有一个独立的咨询与支持中心， 由训练有
素的顾问为您在求学期间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
提供保密、不带批判性的支持。

此外，也有一些由学生领导的支持小组，这些小
组会围绕多样性、包容性以及心理健康和福利等
问题，开展宣传和提高认识活动。 

参见第 54-63 页，了解更多关于在巴斯获得支持
的信息。 

为您发声	
作为研究生社群的一员，研究生干事将作为您在
学生会和整个大学的代表。 研究生干事旨在确保
所有研究生的声音都能被听到。您可以联系研究
生干事，提出涉及巴斯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包
括学生福利和教育方面的支持。 

了解更多有关学生会的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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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体育	
社群
运动和健身活动是结交朋友、	
用有活力的方式平衡学习压力的
好方法。	在巴斯大学，无论您的
能力和经验水平如何，都可以参
与运动。

参与运动	
作为巴斯大学的学生，您可以从学生会运营的 
49 个体育俱乐部中择一加入。每个俱乐部都
欢迎新会员的加入，无论您是新手还是专业
运动员。 

学生会也在运营 Bath Active，为学生提供免
费、低投入的运动和体育活动课程，包括专门
为研究生提供的培训机会。这些活动包括瑜
伽、触式橄榄球、舞蹈健身和足球。 

您还可以通过训练和自愿服务，获得个人发
展机会。如果您想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则可以
尝试代表巴斯大学参加英国大学与学院体育 
(BUCS) 比赛，亦或在朋友与其他大学比赛时
在场下给予支持。 

了解更多有关巴斯大学队 (Team Bath) 及其
活动和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teambath.com

了解更多有关学生俱乐部及其活动的更多信
息，请访问：thesubath.com

“运动训练
村太棒了；见到如此
大规模的训练村，	
简直太酷了。”

Sophie   
营销管理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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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设施与服务
进入巴斯大学后，无论您自身的水平如何，都可
以利用巴斯大学队的运动训练村 (STV) 来保持健
康、做运动、社交，以及从专业职员那里获得训练
和健身方面的支持。您可以使用专业运动员们用
过的设施，这些运动员曾在 2020 年的东京奥运会
上夺得九枚金牌。您可以通过学生借书卡激活运

动通行证，免费使用这些设施。您也可以享受巴斯
大学队健身中心的特殊学生会员优惠。

巴斯大学队	
健身中心	

三个区域的 200 个训练站，附带
训练室空间。 

多功能	
体育馆	

配有弹簧木地板，可容纳 2,000 
个座位的竞技场。用于羽毛球、排
球、飞盘、网球以及其他运动。

橄榄球、足球、	
曲棍球和板球场	

草地比赛场地和 3G 训练区。

奥运标准	
的游泳池	

专业标准的 50 米伦敦 2012 年奥
运会比赛泳池，可供所有学生进
行常规泳道游泳。

400	米户外田径跑道	

泛光照明跑道和多用途内场，可
从观景台俯瞰。 

室内田径	
跑道和田径馆	

130 米短跑跑道，配备有投掷
和跳跃设施以及运动队的负重
训练区。

网球场	

18 个室内外网球场，设有不同地
面状况。

柔道馆	

300m2 传统日式柔道馆。 

室内和室外的射击和激光
靶场	

室内和室外的
射击和激光靶场

曲棍球场	

两个全天候泛光照明球场，也用
于五人制足球场。 

击剑馆	

8 个室内的击剑场地。 

理疗和运动	
科学中心	

由该中心内的专家提供理疗、水
疗、运动按摩等专业服务。

http://www.teambath.com
http://www.teambath.com
https://www.thesuba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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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艺术	
社群
我们的校园创意和福利中心	—	
The	Edge，由学生会负责管理，
为学生提供表演、排练和研讨会
空间，您可以参与并享受艺术、文
化和福利活动。

您可以参加一些能帮助您找到解
决问题和创新的新方法，同时结
交不同专业的学生和拓展视野的
活动。学生会的艺术团队可以帮
助您发展技能，以促进您的学习、
职业和心理健康。

了解更多有关巴斯大学艺术和 The Edge 相关
的信息，请访问：thesubath.com/arts	 
。

“The	Edge	
内的很多音乐室都配
备了扩音器。	学生可以直
接预定一间音乐室	—	这真令

人不可思议。”

Upasruti    
应用心理学 

与经济行为学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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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文化社团	

通过学生会来加入社团。 

主题研讨会	

参与有关福利、学习技术 
和可持续性的研讨会。

课程	

芭蕾舞、正念练习等。 

演出	

在剧院观看戏剧、 
音乐会和其他表演。 

Andrew	Brownsword		
画廊	

参观校园里的艺术展览。

音乐指导		

从学校资助的专业音乐导师那里
获得指导。

音乐排练室	

利用排练室进行独唱或团体演
唱练习。 

奖学金与奖项	

申请艺术奖项，支持您的艺术抱负。

http://thesubath.com/arts


512023 年硕士招生简章 | 巴斯大学 2023 年硕士招生简章 | 巴斯大学 50

保护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社群致力于研究减少气候变化影响的方法。我们也在提高环境的可持
续性，减少学校系统、教职员和学生对环境的影响。

我们的气候行动框架
2005-2020 年间，我们开发了校园设施和基础设
施，降低了 45% 的碳排放量。2020 年，我们制定
了 11 项气候行动框架原则。这些是我们进一步应
对气候紧急情况的承诺。这些目标包括： 

•  截至 2030 年，实现大学车辆排放、制冷剂损
耗、供暖和电力净零排放 

•  截至 2030 年，将购买商品、服务、废物以及全
部通行方面的排放量减半，到 2040 年实现完
全零排放 

•  在未来几年进行课程开发，为所有学生创造学
习和研究气候相关问题的机会

以教育促进变革
我们是第一所将碳素养纳入所有新生入学培训的
大学。这意味着，您可以通过做出气候行动承诺，
获得碳素养项目的认证，从而实现有意义的改变。 

您可以参与垂直整合项目，与当地和全球的地方
委员会和组织合作，应对现实世界中的可持续
性挑战。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气候行动工作。例
如，2021 年和 2022 年，学生们帮助学校制定了与
气候相关的研究和教育原则。 

以研究促进变革	
我们的很多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气候变化的影响，
并探究减少排放和保护环境的方法。我们有多家
致力于环保减排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中心，包括：  

•  气候变化与社会变革中心 
• 可持续和循环技术中心 
• 先进汽车推进系统研究所 
•  可持续能源与环境研究所

我们的环境相关研究包括：	
•  为气候变化相关的全球政策和决策提供信

息 go.bath.ac.uk/pgt23-climate-policy

•  促进对环境损害的经济评估 go.bath.
ac.uk/pgt23-environmental-damage	

•  加强国家车辆污染政策与标准 go.bath.
ac.uk/pgt23-pollution-standards	

•  与福特合作，开发全球独一无二的实验
和模拟技术，并减少此过程的二氧化碳
排放go.bath.ac.uk/pgt23-simulation-
techniques 

•  设计更高效的燃气动力涡轮机 go.bath.
ac.uk/pgt23-gas-turbines

与其他大学	
合作
我们是 COP26 大学联盟的成员，该联盟由 40 多
所英国大学组成并在不断壮大。联盟成员共同为
政府提供气候问题方面的专业学术知识。自 2019 
年以来，该联盟一直在召开会议，讨论并商定我们
为低碳世界做出贡献的相关计划。 

我们是教育可持续发展领导联盟 (EAUC) 的成员。
我们会与英国和爱尔兰的学院和大学合作，努力
提高高等教育的可持续性。

我们也是 GW4 气候联盟的成员，通过与布里斯
托、卡迪夫和埃克塞特的大学合作开展研究、教育
和专业服务，减少对气候的影响。

自行发电
校内热电厂的能效是标准电站的两倍多。正常年
份，该热电厂产生的电力足以为 540 所房屋供电。 

这些小型“发电站”也会在现场回收废热，保证校
内奥运会标准泳池的水温，并为淋浴提供热水。 

学校建筑的顶部有五套大型的太阳能电池板，未
来还会增设更多，其余的电力也都来自零碳源。

减少废物	
我们的学生和教职员都在积极帮助减少校园内的
废物。 作为巴斯大学的学生，您可以：  

•  用可重复使用的自用杯子在校园里买饮料。
对于所有外卖饮料，自带杯子都可以为您节
省 20 便士

•  在咖啡厅借用并归还可重复使用的杯子，减少
使用一次性杯子 

•  通过我们的 Munch Box 计划，购买折扣食品，
避免剩余的食品被扔掉

每学期末，您都可以参加“Pack for Good”活动，
并在搬出住所时，将不需要的东西捐给慈善机构。

2021 年，我们通过这项活动向英国心脏疾病基
金会捐赠了近 19 吨二手衣服、器皿、电子设备
和书籍，为巴斯市筹集了大约 32,000 英镑的善
款。自 2012 年开展该活动以来，我们总共筹集了 
554,000 英镑的慈善捐款。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climate-change

http://go.bath.ac.uk/pgt23-climate-policy
http://go.bath.ac.uk/pg-study-23
http://go.bath.ac.uk/pg-study-23
http://go.bath.ac.uk/pgt23-learning
http://go.bath.ac.uk/pgt23-learning
http://go.bath.ac.uk/pgt23-learning-facilities
http://go.bath.ac.uk/pgt23-learning-facilities
http://go.bath.ac.uk/pgt23-study-spaces


Will
药物研发理学硕士

“在这里结识到的人和收获的机遇，是我来巴斯大
学读书最大的收获。与我一起上课的同学，他们非常
出色。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一共只有	18	个人，就
像一个小家庭。

当我遇到问题时，我知道该向谁寻求帮助。只需要
给讲师发一封电子邮件，就能安排一次	Microsoft	
Team电话或会议。他们其实是特意为我们留出的
时间	—	这让我们受益良多，不止是学术方面，情感
和个人方面也得到很大帮助。	

我真的很喜欢巴斯大学。进入校园后，您就会发现这
里一应俱全。校园内也很适合步行。所有场所都围绕
着图书馆，您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很棒的惊喜，那就是每位巴斯大学的学
生都可以预订免费的网球场、免费的泳道、足球场、
曲棍球场等。我会经常使用田径跑道和游泳池，也会
有机会就去网球场练习。		您在大学是为了学习，同
时也是为了获得个人成长，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
多尝试新鲜事物是有好处的。

与刚开始硕士学习时相比，我已经改变了很多。我感
觉自己更自信了，如果没来巴斯大学，我就不会有这
么多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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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刚开始硕士学习时相
比，	我改变了很多。我感觉自
己更自信了，如果没来巴斯大
学，	我就不会有这么多的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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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学周期间，学
校会安排很多研究生活动，
这真是特别好。不仅为学生提供
取得优秀学术成绩方面的支持，	
也提供社交方面的支持，	
这点真的非常棒。”

Eleonora 
经济与财务专业 

硕士

55

学业支持

我们会在整个求学期间为您提供支持。
我们有经过专门培训的教职员和学生，
他们有帮您解决任何问题的方法，包括
福利、资金、信仰、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
的问题。我们也坚持为有需要的学生提
供学费方面的帮助，仅在	2021	年就为	
200	名研究生提供了奖学金。

了解更多，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study

http://go.bath.ac.uk/pgt23-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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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	 	 	 	
福利支持
巴斯大学的归属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
自学生在整个求学期间得到的支持。加
入巴斯大学后，您将成为社群的一员，
社群成员会互相照顾。您也将获得任何所
需的支持服务，帮助您充分利用在这里的	
时光。	

来自教职员的支持
我们深知，不同人需要不同方式的支持。如果您想
就某个问题与教职人员进行交流，这里有很多人
员可供您选择，包括医生、顾问和牧师。 

学生支持团队会提供大量的支持与指导，包括咨
询和心理健康、残障支持、资金管理和国际学生
咨询。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student-support

福利团队

“课程开始时，我曾
受到焦虑症的困扰。通过
心理健康支持团队，我很快就
得到了这方面的支持，重新恢复

了正常状态。”

Beth 
分子生物学理学硕士

健康	
和福利服务	
作为巴斯大学的学生，您可以在校园里获得健康
和福利服务。无论您需要哪方面的帮助，我们都在
您身边，随时为您提供支持。 

医疗中心可以提供 NHS 服务，包括医生约诊和处
方。牙科中心可以提供 NHS 和私人治疗服务。 

如果您感到有压力或心情抑郁，您可以通过治疗
服务和心理健康团队，获得免费且保密的帮助与
支持。您也可以联系学校的健康顾问，他们会尽力
帮您解决任何给您带来困扰的问题。 

我们提供的保密服务“Be-Well-Talk Now” 全年且 
24 小时开放，您可以获得即时的建议和支持，以
及英语和其他语言的咨询服务。假期和实习期间，
您也可以从世界各地通过语音电话、视频通话或
在线聊天的方式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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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咨询	
如果您在财务方面需要帮助，可以联系学生资金
咨询团队。他们会在申请资金和贷款以及资金管
理方面，为您提供保密的指导与支持。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money-advice	

参见第	62	和	63	页，了解助学金方面的
更多信息。

残障支持
如果您有以下情况，本校的残障服务部将根据您
的申请和求学时间，为您提供支持： 

• 运动与感观障碍 
• 特定的学习障碍 
• 自闭症谱系状况 
• 心理健康状况 
• 长期医疗疾病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disability-service

对弱势学生群体的支持	
如果您是难民或年轻成人的护理者，在您开始课
程时，我们将让您与我们的学生保留和成功毕业
团队的成员取得联系。您可以定期与他们见面，他
们会帮助您获得所需的任何支持和建议，包括额
外的经济支持（如有）。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go.bath.ac.uk/
pgt23-student-carer-support
	
go.bath.ac.uk/pgt23-student-refugee-
support

信仰支持
校园的特遣牧师在我们的社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向各种信仰和无信仰者表示欢迎。每个工作日
都有一名当值的牧师为学生服务。我们的校园里
也有一间穆斯林的祈祷室，并配有冲洗设施。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chaplaincy

儿童保育
我们的校内托儿所可以为 6 个月至入学年龄的儿
童提供保育服务。当您获得入学资格后，可以申请
幼儿保育服务。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nursery

对于有抚育子女需求的学生，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student-parents，
以获得相关指导

http://go.bath.ac.uk/pgt23-student-carer-support%20
http://go.bath.ac.uk/pgt23-student-carer-support%20
http://go.bath.ac.uk/pgt23-student-refugee-support
http://go.bath.ac.uk/pgt23-student-refugee-support
http://go.bath.ac.uk/pgt23-learning
http://go.bath.ac.uk/pgt23-su
http://go.bath.ac.uk/pgt23-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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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导师
根据您的专业院系，学校可能会为您分
配一位同伴导师，以帮助您适应研究生
生活。大多数同伴导师都是学校的博士
生。他们的硕士专业应该与您所学的专
业相近，以便指导您解决求学中遇到的
问题，或是在您需要特殊支持时，推荐您
与其他人进行沟通。 

了解学生会为学生提供的各类支持，
请访问：go.bath.ac.uk/pgt23-su

来自学生的支持	
相比于教职人员，如果您更愿意与同学交流，那么
我们学生会(SU)运营的一些计划能够帮助你获得
相应的支持。

倾听服务	
学生会有一个独立的咨询服务部，可以为您在求
学期间遇到的任何问题提供指导与支持。学生会
还运营着一条“晚间热线”，提供保密的倾听、支持
和实用信息服务。由经过培训的学生为有需求的
学生提供服务。电话是完全匿名的，您可以与对方
谈论任何大小事情。他们不会评判，也不会告诉您
该怎么做。他们只是您的倾听者。 

对国际学生的支持	
远赴英国攻读硕士学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决定。我们会为您提
供一系列服务，尽量为这趟异国之旅扫清障碍。我们的国际学生
是给校园生活注入活力和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
目标是帮助每位学生找到归属感，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大学社群
的一员。

“如果您遇到了困
难，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不
仅学校的福利服务部会为您
提供帮助，这里的每个人基本上
都会向您伸出援手。	这对我的帮

助很大。”

Shavrani 
工程商业管理理学硕士

http://go.bath.ac.uk/pgt23-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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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际社群	
进入巴斯大学学习，您将成为学校 5600 多名国际
学生社群的其中一员。
 
加入巴斯大学后，您将自动成为学生会的成员。  
学生会将定期组织活动，帮助您结识其他国际学
生，并适应在英国的生活。 

您还可以加入 180 多个学生社团，或成为社群志
愿者，继而帮助您结交新朋友，了解英国文化，以
及提高您的英语交流能力。 

申请支持
如果您正在考虑申请来巴斯大学学习，我们的研
究生录取团队可以为您提供以下方面的建议与
指导：

• 资费 
• 入学要求 
• 申请流程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顾虑，请发送邮件至： 
pgtadmissions@bath.ac.uk。 
请参阅第 72 页，了解申请流程的相关信息。

签证与	
移民支持	
作为一名国际学生，您需要有英国的留
学签证。 

当您申请到巴斯大学学习时，您可以与
我们的学生移民服务部联系，获得有关
签证和前往英国的建议。 

整个求学期间，您也可以与他们联系，询
问有关签证和移民的任何问题。学生移
民服务部可以为您提供以下建议： 

• 所需的签证类型 
• 签证申请 
• 带同家人到英国 
• 学业参与度监控
• 为签证持有人提供的实习 
• 留英工作 
• 留英期间遗失证件的处理办法 
• 延长学生签证 
• 英国的毕业生工作签证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visas， 
或发送电子邮件： 
studentimmigrationservice@
bath.ac.uk。 

住宿支持
在巴斯大学，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生活方式，
申请不同类型的住宿。作为国际学生，如果您在截
止日期前提出申请，我们将确保为您提供住宿。 

您可以在申请期间以及在整个求学期间，就任何
相关问题与我们的住宿团队联系。他们可以帮助
您解决与大学管理住宿有关的任何问题，包括： 

• 费用和付费方式
• 维护 
• 住宿纠纷

请参阅第 38 页，了解住宿的相关信息。

到达巴斯大学		
当您到达巴斯大学开始学习后，我们将在各个环
节为您提供支持。我们可以从伦敦希思罗机场接
机，通过大巴将您直接送达巴斯大学。我们也可以
帮助您入住新的住所。 

我们会为国际学生组织欢迎活动，包括宣讲会、校
园和城市游览以及社交活动。如有任何疑问，您
都可以在每天的咨询会上向我们的学生支持顾
问咨询。 

英语语言	
与技能支持
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我们将在求学期间
为您提供英语语言和技能发展支持。这是为了帮
助您建立对英语阅读、写作和口语的信心，从而发
展更广泛的必要技能，继而成功完成学业并保证
未来的就业。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skills 

您也可以在课程开始前参加夏季的语言班课程。
完成语言班课程的学习后，您就具备开始您的硕
士学习所需的英语语言技能，而不必再次参加雅
思考试。 

我们的语言班课程还会为您提供与其他国际学生 
见面的机会，并帮助您顺利完成到英国留学的过
渡。您能获得对巴斯大学、巴斯市以及当地的各种 
发展机会和休闲活动的更多了解。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pre-sessional

http://bathunlimited.org
http://go.bath.ac.uk/pgt23-visas
mailto:studentimmigrationservice%40bath.ac.uk?subject=
mailto:studentimmigrationservice%40bath.ac.uk?subject=
http://go.bath.ac.uk/pgt23-skills
http://go.bath.ac.uk/pgt23-pre-s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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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持		
攻读硕士学位是对未来的一项投
资。在巴斯大学，我们的财务支持
能帮助您消除资金方面的压力，
使您能够专注于取得学业成功和
改善职业前景。		

学者们参加在罗马浴场举办的晚间招待会	

奖学金
巴斯大学的奖学金是对学术成绩的奖励，也是帮助您
实现目标的一项荣誉。无论您来自世界的哪个地方，
都将有资格申请我们的奖学金。  

院长学术卓越奖		
授予条件为：良好的学术资历和可证明的成绩与成
果。总共有 24 项奖学金，每项金额为 5,000 英镑。

全球领导者奖学金		
授予具有领导潜能的学生。评审标准是基于学术成
绩、出色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总共有 45 项奖学
金，每项金额为 5,000 英镑。  

管理学院	
理学硕士奖学金		
总共有 30 多项奖学金，每项金额从 5,000 到 10,000 
英镑不等。

工商管理硕士奖学金		
涉及一系列奖学金，可授予出色的申请者。  
 
这类奖学金的申请对象是全日制校内面授课程的申
请者，包括英国本国学生和国际学生。  

探索各种资助机会和有关资金支持的
最新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
pgt23-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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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	
贷款
如果您是一名符合条件的英国硕士研究生，则可
以申请助学贷款，用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masters-loans

巴斯大学毕业生的	
助学金	
英国学生的助学金
如果您符合以下条件，则可以获得金额为 5,000 
英镑或 10,000 英镑的硕士研究生奖学金：  

• 英国籍学生  
•  毕业于巴斯大学并取得学士学位（理学、文

学、工科），且就读硕士课程之前的学习间隔
不超过 1 年  

•  曾获得过巴斯本科助学金或金奖学金专业
奖项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go.bath.ac.uk/
pgt23-bursaries	  

校友助学金
如果您从巴斯大学毕业并获得荣誉学位，或具
有同等学历并且是自筹资金的学生，那么您可
能有资格获得研究生课程学费 10% 的减免。如
您收到本校全日制硕士课程的录取通知，您的
学费将自动减免。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go.bath.ac.uk/
pgt23-alumni-discount	 

其他支持	
整个求学期间，您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学
生资金咨询团队，获得资金管理、资助和
获得收入方面的建议。  

了解学生资金咨询团队的帮助途
径，请访问：go.bath.ac.uk/pgt23-
money-advice  

兼职工作
巴斯市当地的经济非常繁荣，可为学生提供广泛
的就业机会。大学也雇佣着 2000 多名学生，担任
酒保、咖啡师、零售助理和学生大使等角色。  

了解当前的空缺岗位，请访问： 
thesubath.com/jobs 

http://go.bath.ac.uk/pgt23-funding
http://go.bath.ac.uk/pgt23-funding
http://go.bath.ac.uk/pgt23-masters-loans
http://go.bath.ac.uk/pgt23-bursaries
http://go.bath.ac.uk/pgt23-bursaries
http://go.bath.ac.uk/pgt23-alumni-discount
http://go.bath.ac.uk/pgt23-alumni-discount


Alex
性别与政治文学硕士

“我取得了数学专业的学士学位，并准备攻读医疗
保健和变性问题统计学的研究型硕士。新冠疫情爆
发后，我改变了之前的计划，并决定申请到巴斯大学
攻读性别和政治学的文学硕士。	

当时经过无数次的全国封城后，我发现自己的心理
健康状况变得不太好。我的学生财务在前一年出现
了问题，残障学生津贴也存在一些问题。与巴斯大学
的一些工作人员交流后，他们帮助我做了一次小型
的评估并做出判定，认为我能够获得津贴。通过他们
的帮助，我的这些问题迎刃而解。整个求学期间，我
都感觉自己得到了很大的支持。从来没有觉得自己
是在独自应对这些财务问题。

开始学习课程前，我感到有点焦虑，尽管我之前有很
多为	NHS	撰写政策文件的经验，但由于我本科学习
的是其他专业，所以我在撰写研究生专业学术论文
方面的经验并不多。学校的教职人员安抚了我的焦
躁，他们告诉我，学校会为学生提供论文写作的相关
课程，以及技能研讨会和福利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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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求学过程中，	
我都感觉自己	

得到了很大的支持。	
从来没有觉得	
自己是在独自应对	
这些财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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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担心自己的
经验不足以申请这样的技术
学位。研究室主任非常贴心的解
答了我的困扰，并让我放心，告诉
我这些专业经验已经足够了。”

Jolie
建筑工程理学硕士：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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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申请 

希望我们已经向您展现了进入巴斯
大学后充实的学习生活。如果您准
备采取下一步，那么您将通过本章
节了解课程、入学要求、学费和申请
流程的相关内容。如果您有任何疑
问，请联系我们的招生团队。		
他们可以解答您的任何疑问。

了解更多，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study

http://go.bath.ac.uk/pgt23-study


选择课程
对于巴斯大学的课程申请，您可以在面授或网络教学中进行选
择，同时专注于您感兴趣和符合您职业发展的学科。

课程
• 建筑与土木工程 
• 商业、金融、管理与营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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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运动、训练与健康（健康与福利、运动与训练医学、
足球医学、运动理疗、运动管理和全球公共卫生）   

• 口译与笔译 
• 数学 
• 机械工程 
• 分子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
• 政治与国际研究 
• 心理学 
• 社会与政策科学 

参见第 77-83 页，查看课程列表。

课程形式
根据您想学习的科目，您可以选择申请校内面授、远程学习或网络课程。无论您选择哪种形式，我们的所
有课程都将保证相同的专业水准，同时纳入世界领先的研究课题。作为求学经历的一部分，您将有很多
与同学互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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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面授 远程学习 网络课程

学习形式	

授课方式

全日制或非全日制 非全日制 非全日制

灵活融合面授和网络教学 网络教学，偶尔提供可选
或强制性的住校学习（取
决于具体课程）  

专门用于网络教学  

实习

设施

部分课程 无 无

可使用校园设施 可选择使用校园设施或英
国境外主办方学校的设施  

可选择使用校园设施 

学术支持 指导教师和院系支持 指导教师和院系支持 指导教师和院系支持

获得职业服务的	
权限	

完全访问权限 完全访问权限 完全访问权限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go.bath.ac.uk/pgt23-study	

课程资格

MA	文学硕士	

MSc	理学硕士

您可以： 
•  通过更深入地探索所学专业，在本科学习的基础上

深造 — 您将对所学专业进行更独立的探究和更具批
判性的思考

•  通过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工具和技能，补充您的本
科学位 — 例如，获得计算机科学或管理学的理学硕
士学位

MBA	工商管理硕士
•  这是一门研究生教学课程，可以帮助您提升职业生涯并

成为更好的领导者 — 如果您想申请高级管理职位或自
主创业，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  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需要一年时间完成，而高层管理
人员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可在两年内以非全日制的形
式完成。

您必须具备：
•  毕业后不少于三年的全职工作经验， 才有资格申请全

日制工商管理硕士
•  毕业后的五年全职工作经验， 才有资格申请高层管理

人员的工商管理硕士

MRes	研究型硕士 •  该教学课程结合了特定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对研究方法的
全面探索

•  课程本身就是一种学位资格证书，但可以通过 1+3 (研究
型硕士 + 博士) 途径为博士学位做准备

PG	Dip	研究生文凭	

PG	Cert	研究生证书

• 学历与硕士学位相同，但不包括书面论文
•  修读 PG Dip 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但换算的学分要比

PG Cert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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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
我们想要确保，您可以获取到与学费有关的所有必
要信息，提前了解需要支付哪些费用，也知道所支
付的费用能为您带来哪些服务。

最新的学费标准	
您可以在第 74-79 页上找到各个课程的
学费。您可以参考这些费用，每年的收费
标准可能会有所上浮。 

您可以在学校网站上找到最新的学费标
准。我们会在前一年的 10 月份之前，公
布各学年的学费。 

入学后，您应该在每年的学费预算中考
虑 5% 的涨幅。我们每年的学费涨幅不会
超过这一比例。 

如果您延迟报名，则需要按开课当年的
标准来支付学费。具体学费可能会超过
前一年的 5%。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tuition-fees	

您的学费状态
您需要支付的金额取决于您的学费状
态。我们会根据您在申请中提供的信息，
包括您的国籍、居住地点和居住时间来
确定您的学费状态。 

您的学费状态分为两种：本地学生或国
际学生。我们通常会在您的录取通知中
确认您的学费状态，但我们可能需要先
问您一些其他问题。 

查看您可能的学费状态，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fee-status

实习费用
如果您选择在课程中包含实习，则通常
需要在实习期间支付比学费低的实习
费。您支付的费用将取决于所选的课
程，因此请查看课程列表或学校网站，
以了解更多信息。 

支付定金，以保留录取资格
学校为您提供录取资格时，您可能需要支付定
金，以保留资格。您必须在收到录取通知之日起
的四周内完成定金的支付。 
 
当您在大学登记时，我们将从您的学费中扣掉
定金部分。 

定金的金额为： 

•  工程与设计、人文与社会科学、以及理学院
开设的课程：1,000 英镑  

• 管理学院开设的课程：1,500 英镑 

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deposits，了解
工程与设计、人文与社会科学、以及理学
院开设课程的定金信息

go.bath.ac.uk/pgt23-management-
deposits，了解管理学院开设课程的定
金信息

学费的支付方式
您可以通过学生贷款、直接借记、借记卡、信用卡
或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学费。当您在线登记为本
校学生时，我们会向您询问学费的支付方式。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paying-fees 

您可以通过申请贷款来支付学费。参见第 62 
和 63 页，查找获得学业资助的途径。 

其他费用	

根据所学课程，您可能需要在学习期间负担额外
的费用，比如：

• 笔记本或台式电脑 
• 课本费 
• 打印费 
• 实地考察费用 
• 工作实习的差旅费 

您可能还需要支付其他费用，如重考费和延期归
还图书的滞纳金。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extra-costs

http://go.bath.ac.uk/pgt23-living-in-bath%20
http://go.bath.ac.uk/pgt23-skills
http://go.bath.ac.uk/pgt23-deposits
http://go.bath.ac.uk/pgt23-management-deposits
http://go.bath.ac.uk/pgt23-management-deposits
http://go.bath.ac.uk/pgt23-paying-fees
http://go.bath.ac.uk/pgt23-extra-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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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1				选择课程	
	 查找您的理想硕士课程，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study

	2			查看入学要求	
在已选课程的页面，查看入学要求，确保您具备申
请所需的学历资格和相关经验。

	3			查看申请截止时间	
您应该尽早完成申请。 我们的课程名额有可能很
快就会达到上限，您也需要留出足够的时间用于
资金、住宿以及签证（如需）申请。
 
您可以在各门课程的页面上找到申请的截止时
间。 

4			线上申请		
 登记与申请，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apply	
您可以在提交申请前，保存和更新信息。开始申请
时，您需要提供：
 
• 自我陈述 
• 学位成绩单和证书的扫描件（如有）
• 老师推荐信  
• 个人简历 

如果您是一名国际学生，则还需提供： 

• 护照的详细信息（如需申请学生签证） 
• 非英文学位证书和成绩单的授权翻译件  
• 英语语言评估证书（如有）

  了解有关签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visas。  

	5			跟踪申请状态
完成申请后，我们将向您发送线上申请跟踪系统
的登录信息，您可以在该系统上查看申请的进展
情况，查看是否已收到录取通知。  

6			接受录取	
如果学校向您发出录取通知，您需要尽快在申请
跟踪系统上选择“接受”或“拒绝”。 对于某些课
程，在您接受录取时，可能需要支付定金。定金的
金额为： 

•  工程与设计、人文与社会科学、以及理学院开
设的课程：1,000 英镑  

• 管理学院开设的课程：1,500 英镑

有条件和无条件录取	
您可能会收到一份无条件或有条件的录取通知。
如果您收到的是无条件的录取通知， 说明您已满
足录取要求的 所有条件。如果您收到的是有条件
的录取通知，您将还需达到通知书上所列出的尚
未满足的条件。这些条件可能包括：英语成绩、学
位成绩以及令人满意的推荐信。 

问询
如果您对以下学院的课程申请存在任何疑问，请
发送电子邮件至： 
pgtadmissions@bath.ac.uk

• 工程与设计学院 
• 人文与社科学院 
• 理学院 

如果您对以下专业申请存在任何疑问，请发送电
子邮件至：msc-mn@bath.ac.uk 

• 商业  
• 营销
• 管理  
• 金融  

如果您对网络硕士学位的申请存在任何疑问，请
发送电子邮件至：Email online-admissions@
bath.ac.uk

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applying，了
解校内面授或远程学习课程申请的相关信息。 
go.bath.ac.uk/pgt23-online-msc，了解网络
硕士学位申请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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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课程

借助课程列表，找到巴斯大学最适合您的课程。	
课程按科目领域分类，再按字母顺序列出。

	
课程列表仅包括	2023/2024	学年	
英国本国学生和国际学生的学费。

列表中会显示各个课程的上课形式：全日制	(FT)	或非全
日制	(PT)。表格列出的是全日制课程的学费，除非该课程
仅以非全日制的形式授课。非全日制课程的学费按全日制
课程学费的一半收取。*对于网络课程和远程学习，列表中

显示的是每单元的学费。	

了解有关学费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tuition-fees  

*除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外，请访问：visit bathmba.com，以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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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学费 2023/2024 
全日制	(FT)
非全日制	(PT)本地学生 国际学生

建筑与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理学硕士：环境设计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
土木工程理学硕士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土木工程理学硕士：创新型结构材料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历史建筑保护理学硕士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
现代建筑设计理学硕士（含实习）	*  14,375 英镑  30,875 英镑  FT （15 个月）

PG	Cert	专业实践  2,400 英镑  2,400 英镑 PT

商业、管理、金融与营销

工商管理硕士  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网站： bathmba.
com 

FT/PT

会计与金融理学硕士	  18,000 英镑    2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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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短 2 年 6 
个月） 

应用经济学理学硕士	
（银行和金融市场）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

商业分析理学硕士	  15,500 英镑  2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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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短 2 年  
3 个月）

经济与金融理学硕士  11,500 英镑  2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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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0 英镑  26,500 英镑 FT
工程商业管理理学硕士	
（网络学位：要求	180	学分）**

每 10 学分 833 英镑 PT （最短 2 年  
3 个月）

企业创业与管理理学硕士	  15,500 英镑  2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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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短 2 年  
3 个月）

金融理学硕士	  18,000 英镑  29,500 英镑 FT
银行金融理学硕士	  18,000 英镑  29,500 英镑 FT
金融风险管理理学硕士	  18,000 英镑   29,500 英镑 FT
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15,500 英镑  26,500 英镑 FT
创新与技术管理理学硕士  15,500 英镑  26,500 英镑 FT
国际化管理理学硕士	  15,500 英镑 26,500 英镑 FT
管理学理学硕士	  15,500 英镑  28,000 英镑 FT
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15,500 英镑  28,000 英镑 FT
运营、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理学硕士  15,500 英镑  26,500 英镑 FT
运动管理理学硕士  12,000 英镑  26,400 英镑 FT
战略零售理学硕士  15,500 英镑  26,500 英镑 FT
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理学硕士	  15,500 英镑  26,500 英镑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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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学费 2023/2024 
全日制	(FT)
非全日制	(PT)本地学生 国际学生

化学工程

环境工程理学硕士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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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短 2 年  
3 个月）

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	  12,000 英镑 2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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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短 2 年  
3 个月）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含一年的实习期）†	

 12,500 英镑 
+ 实习费用 

 28,700 英镑 
+ 实习费用 

FT （2 年）

数据科学与统计学理学硕士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数据科学与统计学理学硕士	
（含一年的实习期）	†	

 12,500 英镑 
+ 实习费用 

 28,700 英镑 
+ 实习费用 

FT （2 年）

数字和技术解决方案专业学位学徒制（远程学习）理学硕士
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网站： 

PT （30 个月）

机器学习和自动化系统理学硕士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机器学习和自动化系统理学硕士（含一年实习期）† 12,500 英镑 

+ 实习费用 
 28,700 英镑 

+ 实习费用 
FT （2 年）

药物研发

药物研发理学硕士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	 	已包含实习费用。		

**	 	费用有效期至 2023 年 9 月（含）。您应该每年增加 5% 的
学费预算。按照每课程学分分期支付费用。您需要获得 
180 学分，才有资格获得网络理学硕士学位。学费可能在
每年的一月份上涨。	

†		  2023-2024 学年的实习费用为本地学生 3,475 英镑，国际
学生 7,975 英镑。

费用每年都会上涨。入学后，
您应该每年增加 5% 的学费
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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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理学硕士	  11,500 英镑  2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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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短 2 年 
6 个月）

应用经济学理学硕士（银行和	
金融市场）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

应用心理学与经济行为学理学硕士	  12,000 英镑  26,400 英镑 FT
经济学理学硕士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
经济与金融理学硕士  11,500 英镑  2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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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PT
经济学研究型硕士  4,700 英镑  21,400 英镑 FT

教育学

教育学文学硕士（远程学习）**  每 12 学分单位 1,460 英镑 
+ 书面论文费用 

PT （3-5 年）

国际教育与全球化文学硕士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
对外英语教学文学硕士	(TESOL)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
社会科学高等定量法研究型硕士  4,700 英镑  21,400 英镑 FT/PT
教育学研究型硕士  4,700 英镑  21,400 英镑 FT
国际教育研究生证书		
(PGCiE)	†

 每 12 学分单位 1,460 英镑和
每 6 学分单位 720 英镑 

PT（2 年）

电子和电气工程

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理学硕士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理学硕士	
（含实习）††

 15,625 英镑  35,875 英镑 FT （15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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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足球医学硕士与国际足联	
（远程学习）

 了解完整的费用构成，请参阅网站 PT （3-5 年）

全球公共卫生与政策理学硕士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
运动和训练医学理学硕士（远程学习）	    了解完整的费用构成，请参阅网站 PT （2-5 年）

运动管理理学硕士  12,000 英镑  26,400 英镑 FT
运动物理治疗理学硕士（远程学习）	 了解完整的费用构成，请参阅网站 PT （3-5 年）

健康和福利研究型硕士  4,700 英镑  21,400 英镑 FT

数学
工业数据科学与数学理学硕士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工业数据科学与数学理学硕士	
（包含一年的实习期）‡ 

 12,500 英镑 
+ 实习费用 

 28,700 英镑 
+ 实习费用 

FT

机械工程

电动推进汽车工程理学硕士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汽车工程与商业管理理学硕士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汽车技术理学硕士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汽车技术与商业管理理学硕士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工程商业管理理学硕士 15,500 英镑  26,500 英镑 FT
工程商业管理理学硕士	
（网络学位：要求	180	学分）*

每 10 学分 833 英镑 PT （最短 2 年  
3 个月）

创新与技术管理理学硕士	  15,500 英镑  26,500 英镑 FT
零碳发展理学硕士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PT

*	 	费用有效期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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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资格获得网
络理学硕士学位。学费可能在每年的一月份上涨。

**	 	按照每学单位分支付费用。您需要获得 90 学分，才有资格获得远
程学习的文学硕士学位（包括学位论文的 30 学分）。论文费用为 
3,670 英镑。了解完整的费用构成，请参阅网站。

†	 	按照每学单位分支付费用。您需要获得 30 学分，才有资格获得 
PGCiE。了解完整的费用构成，请参阅网站。

 
††		 已包含实习费用。

‡		 	2023-2024	学年的实习费用为本地学生	3,475	英镑，	国际学生	
7,975	英镑。费用每年都会上涨。入学后，您应该每年增加	5%	的学
费预算。

课程 学费 2023/2024 
全日制	(FT)
非全日制	(PT)本地学生 国际学生

课程 学费 2023/2024 
全日制	(FT)
非全日制	(PT)本地学生 国际学生

费用每年都会上涨。入学后，
您应该每年增加 5% 的学费
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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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学费 2023/2024 
全日制	(FT)
非全日制	(PT)本地学生 国际学生

分子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

分子生物科学（生物信息）理学硕士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分子生物科学（医学生物科学）理学硕士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分子生物科学（微生物）理学硕士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生物技术	(医疗保健技术)	理学硕士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生物技术（可持续性生物技术）理学硕士	  12,500 英镑  28,700 英镑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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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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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网站： FT （2 年）

性别与政治文学硕士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
国际关系文学硕士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
国际安全文学硕士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
口笔译（中文）文学硕士  12,000 英镑  26,400 英镑 FT
口笔译（法语、德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和俄罗斯语）文学硕士

 12,000 英镑  2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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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

笔译与商务口译（中文）文学硕士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
政治和国际研究研究型硕士  4,700 英镑  21,400 英镑 FT

心理学

应用临床心理学理学硕士  12,000 英镑  26,400 英镑 FT
应用法医心理学辅导理学硕士（含	12	个月的实习期） *  12,000 英镑 

+ 实习费用 
 26,400 英镑 

+ 实习费用 
FT （2 年）

应用心理学与经济行为学理学硕士	   12,000 英镑  26,400 英镑 FT
健康心理学理学硕士	   12,000 英镑  26,400 英镑 FT
心理学研究型硕士  4,700 英镑  21,400 英镑 FT
可持续发展研究型硕士	  4,700 英镑  21,400 英镑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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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学费 2023/2024 
全日制	(FT)
非全日制	(PT)本地学生 国际学生

社会与政策科学

人道主义、冲突与发展理学硕士	
（远程学习）**

 6,710 英镑   6,710 英镑 PT（2 年）

国际发展理学硕士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
国际发展与	
冲突和人道主义行动理学硕士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

国际经济发展理学硕士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
国际发展、社会正义和	
可持续发展理学硕士	

 11,500 英镑  24,700 英镑 FT

公共政策理学硕士（远程学习）**  6,400 英镑   6,400 英镑 PT（2 年）

社会科学高等定量法研究型硕士  4,700 英镑  21,400 英镑 FT
欧洲社会政策研究型硕士  4,700 英镑  21,400 英镑 FT
全球政治经济学研究型硕士  4,700 英镑  21,400 英镑 FT
国际发展研究型硕士  4,700 英镑  21,400 英镑 FT
安全、冲突和人权研究型硕士  4,700 英镑  21,400 英镑 FT
社会政策研究型硕士  4,700 英镑  21,400 英镑 FT
社会工作研究型硕士  4,700 英镑  21,400 英镑 FT
社会学研究型硕士  4,700 英镑  21,400 英镑 FT

*	 	2023-2024 学年的实习费用为本地学生 3,335 英镑，国际
学生 7,335 英镑。费用每年都会上涨。入学后，  您应该每
年增加 5% 的学费预算。

**	 	显示的是第一年的学习费用。 费用每年都会上涨。入学后，
您应该每年增加 5% 的学费
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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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信息	
我们的招生简章面向 2023 年 9 月开学的授课
型研究生课程的学生，为其提供课程和设施的指
南*。  

本招生简章是提前很长时间编制的，因此学校可
能会出于以下原因，对课程做出更改：  

• 学生反馈 
• 研究领域的发展 
• 认证机构的要求 
• 任何不可预见或不可避免的情况 
 
在申请之前，请您务必查看学校网站，确保获取到
最新信息。   

关于我们课程的最新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study	

条款和条件中有我们可能对课程做出更改的更多
详细信息，以及如有更改，我们将以哪种方式向
您告知。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t-and-c

英国专业资格认证	
除了获得高等学历认证外，我们的许多学位也会
得到英国专业机构的认证。有了认证学位，您便有
资格在英国国内和国外（与其他国家的专业机构
有互认协议）从事特定专业领域的工作。专业领域
的执业要求因国而异。如果您希望在英国境外的
相关专业领域执业，我们建议您进行确认，核实英
国的专业资格在您拟工作国家的有效性。 

*本招生简章所载信息在出版时均准确属实（2022 年 8 月）。

Claverton	Down	校区

巴斯大学医学中心	
和牙科中心

巴斯市内住宿：	
Aquila	Court	•
Canal	Wharf•	

Clevelands	Building	•	
Pulteney	Court	•

Thornbank	Gardens	•

校内住宿：
Polden	Court

学生会

图书馆

The	Edge

湖泊

运动训练村	
(STV)

新建的管理学院
大楼	

http://go.bath.ac.uk/pgt23-study
http://go.bath.ac.uk/pgt23-t-and-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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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	
巴斯大学	
您可以通过很多途径，了解在巴斯的学习体
验。您可以制定校园参观计划，也可以远程与
我们联系。		

研究生的	
虚拟开放日
您可以参加我们的虚拟开放日活动，观看现场交
流，并与学生和教职员一起聊天。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virtual-open-day	 

在线了解更多
访问我们的研究生虚拟体验，其中包括 

• 校园和城市的视频 
• 在读研究生的博客 
•  虚拟参观我们的学习设施和住宿，以

及运动训练村和 The Edge 艺术中心
• 与在读学生实时聊天 
• 特定课程的视频和资源 

请访问：go.bath.ac.uk/pgt23-
virtual-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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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校园游览
如果您无法亲自前往巴斯，则可以利用学校提供
的虚拟校园游览，了解巴斯校园和研究生的城市
住宿情况。 

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virtual-tour 

http://go.bath.ac.uk/pgt23-virtual-open-day
http://bathunlimited.org
http://bathunlimited.org
http://go.bath.ac.uk/pgt23-living-in-bat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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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	
巴斯市
乘坐火车	
地处市中心的巴斯火车站 (Bath Spa) 介于布里斯
托 Temple Meads 火车站与伦敦 Paddington 火
车站的主干线之间。		乘坐火车前往巴斯： 
• 从布里斯托出发大约需要 15 分钟 
• 从卡迪夫出发大约需要 1 小时 10 分钟 
• 从伦敦出发大约需要 1 小时 20 分钟  
• 从南安普敦出发大约需要 1 小时 25分钟 
• 从埃克塞特出发大约需要 1 小时 20 分钟 
• 从伯明翰出发大约需要 2 小时   
• 从曼彻斯特出发大约需要 4 小时 10分钟  

乘坐大巴	
国家快运服务有频繁往返于伦敦维多利亚和巴斯
市区、伦敦希思罗机场和巴斯市区大巴。

乘坐飞机	
最近的机场是布里斯托国际机场，您可以从机场
乘坐 A4 空港巴士直达巴斯。伦敦希思罗机场和伦
敦盖特威克机场也有定期去往巴斯的火车和长途
汽车服务。 

前往	
巴斯大学
乘坐公共汽	
您可乘坐以下公共汽车从巴斯市中心到学校：
• U1 
• U2 
• Service 20 
• Service 22 

自驾	
如果您使用卫星导航，请使用邮政编码 BA2 7AY。
校园位于巴斯东侧的 Claverton Down。如果走高
速公路，乘坐 M4 到 18 号交叉口，再乘坐 A46 到
巴斯大学。跟随美国博物馆和巴斯大学的标志。 

校内访客停车场
东侧和南侧的停车场设有付费停车设施。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parking  

我们的所有停车场均提供无障碍停车位。如果您
有蓝色徽章，则可免费使用这些停车位。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go.bath.ac.uk/
pgt23-campus-accessibility 

了解最新的旅行建议和信息，请访问： 
go.bath.ac.uk/pgt23-travel-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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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彻斯特

参加	
研究生 
虚拟开放日活动 

通过参加我们的研究生虚拟开放日活动，	
了解在巴斯大学攻读硕士的学习体验。	

 

实时聊天 与我们的教职员和在读研究生实时聊天 
直接提问 在网络研讨会中向学生和教职员直接提问 

了解更多 有关我们课程、学生生活、录取、住宿和职业支持 
 

2022	年	9	月	9	日	
2023	年	2	月	8	日	·	2023	年	6	月	7	日

登记您的兴趣
搜索“巴斯大学研究生虚拟开放日”或访问  
go.bath.ac.uk/pgt23-virtual-open-day

http://go.bath.ac.uk/pgt23-travel-advice
http://go.bath.ac.uk/pgt23-deposits


联系我们

UniofBath UniofBath UniofBath

UniofBath UniofBath 英国巴斯大学

与我们的学生和教职员交流
go.bath.ac.uk/pgt23-chat

University	of	Bath	 英国巴斯大学教育 英国巴斯大学

www.universityofbath.cn
P-MC-A-0396-1022

https://www.facebook.com/uniofbath/
https://twitter.com/UniofBath
https://www.instagram.com/uniofbath
https://www.youtube.com/user/UniofBath
http://go.bath.ac.uk/pgt23-zihan-zhou%20
http://go.bath.ac.uk/pgt23-jay-didcott%20
http://go.bath.ac.uk/pgt23-accommodation%20
https://www.linkedin.com/school/university-of-bath/
http://go.bath.ac.uk/pgt23-toby-thwa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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