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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对我们伯明翰城市大学有兴趣，我深知要在一个合适的地方为
自己选择一所合适的大学会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我希望这本手册可以
回答你所有的疑问，并让你了解伯明翰城市大学将如何帮助你实现
梦想。

伯明翰城市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其拥有先进教学设备，一流的教
学与研究水平，并与产业界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们大学有来自80多个不同国家的学生，大学课程涵盖传媒、商
科、艺术与设计、教育、工程、法律、健康与计算机等多个学科领
域。大学90%以上的学生能够在毕业六个月内找到理想职业或选择继
续深造学习（英国高等教育调查 2011/12），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大学
着力于培养毕业生那些雇主们所看重的技能和经验。

我校价值2.6亿英镑的投资计划正在实施过程中，其中包括拓展市中
心校区。设计与传媒专业学生已于2013年9月正式搬进他们的新家。
第二阶段的投资开发计划于2015年完工，包括修建商学院与社会科
学学院的全新教学楼及采购教学设备。如果你选择我们大学，你将加
入一个充满活力、热情与坚定自信的学生团队，为成为校区的活跃成
员而自豪。我也真诚希望能邀请你加入我们，让伯明翰城市大学有机
会塑造你的美好未来。

伯明翰是一座拥有优越生活和学习环境以及丰富都市文化的现代城
市。在伯明翰，你将会体验到美味的美食与精彩的娱乐活动，并享受
便利购物的乐趣。伯明翰位于英格兰正中心，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优
势。我相信充满活力的伯明翰与伯明翰城市大学将是你追求高品质生
活与学习的理想选择。

我期待着你选择我们伯明翰城市大学，并衷心欢迎你到我们学校来
学习！

欢迎
校长致辞:

Cliff Allan 教授,
伯明翰城市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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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学生办公室致力于推广和发展与各
海外高校、公共服务组织、地方社团、国外政府以及国
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我们与资助基金机构合作密切，提
供可观的奖学金项目来维持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学生办公室协调和支持学生的录取与入学，为有意
向的国际学生提供包括前期咨询、课程申请以及如何到
达学校等方面的建议和指导。多年来，我们多次参加英
国文化委员会和重要的教育会展举办的海外推广活动，
与有意向的学生和家长面对面沟通交流。这些活动为你
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让你能更深入地了解伯明翰城市大
学所能提供的能提升你教育与职业理想的课程。

我们发展并促进同包括当地社区、海外企业、公共服务
机构、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联系和伙伴关系。我们与
资助基金机构合作密切，提供可观的奖学金项目来维持
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办公室是所有国际咨询的主要联络联络对象，它能
提供最大范围的包括大学服务、设施以及成为合作伙伴
机会的信息，其中包括：

• 课程开发、合作研究和合作伙伴模式包括课程对
接、学分认可等安排

• 交换生、实习生合作项目
• 通过咨询、短期课程和定制课程提供一系列学习和

专业发展机会。

伯明翰城市大学提供和开发的培训课程、教学产品和服
务，包括以下领域：

• 教师培训
• 卫生服务和辅助医疗训练
• 安全研究 
• 健康和安全 
• 领导力和管理培训 
• 人力资源管理 
• 企业及高管培训 
• 培训和指导 
• 数字教学和学习工具
• 在线学习资源，包括电子学习解决方案 
• 专业开发系统/软件。

如需进一步了解我们有关国际活动的信息，
请访问：
www.bcu.ac.uk/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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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3年始，伯明翰城市大学就一直在培养符合雇主要求的高技能专业人才，超
过90%的毕业生都能在毕业后的6个月内找到自己理想的职业或是满意的高校进一
步学习深造。

我们的国际学生能够紧握自己的未来并使之与众不同。请看以下的故事，了解我

们的国际毕业生是如何塑造这个世界。

改善健康和幸福

改变我们的环境

Bethann Siviter
护理学文凭毕业生

Francis Lee
建筑学文凭毕业生

她来自美国，是一名学生利益的诉求者，健康护理
助理、护士；同时也是两本护士培训热销书作者，
即，《护士学生手册》和《合格护士新手册》。她
成功克服自身残疾障碍，用自己的经历去帮助和鼓
舞残障护理工作者。

“我不得不积极去寻找残疾后如何让生活变得更有
意义，因为这曾对我打击很大；后来我意识到这是
一个机会，可以帮助护士真正理解残疾意味着什
么；我发现在护理领域对残障人士的研究十分缺
乏，并且总有一些固执的观念认为你一旦残疾了就
不可能从事这份工作了。”

“展望未来，我希望能获得博士学位而使一些观点
变得更具说服力。在护理领域有关残障问题的研究
很少，我想努力改变这个现状；我还想继续我的工
作，这样能让人们看到像我这样的人也是可以做很
多挑战性的事情的。”

“我有许多关于这所大学的回忆——我学到了一切
皆有可能，如果一件事情是正确的，那么总有实现
的办法。我曾拥有很多优秀的老师，在课堂上，他
们从不把我们当作学生而是当作同事看待，我也一
直用这样的态度看待自己。”

一家环球建筑事务所的首席执行官，自他在伯明翰
城市大学学习时起，就为自己的祖国——新加坡留
下许多不朽的建筑。

“1978年建筑学专业毕业后，我回到新加坡，入
职DP Architects建筑事务所，从一名建筑师助理
开始，后来是董事会成员。成为副总建筑师后，在
1983年有幸成为Rahardja Centre的一员，负责
一个估价8亿美元的综合开发项目。同年我还担任
威士马广场（Wisma Atria）项目的建筑师，以及

设计了1986年在新加坡果园街开业的大型购物中
心。”

“在1990年晋升为副主管之后，我接手了新加坡当
时最大的私人项目Suntec City。十年之后，我成
为了DP Architects的副总裁，2004年，我成为了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在伯明翰的时光让我收获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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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创意天才

丰满我们的羽翼

建设更美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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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le Pinnock
表演学硕士毕业

Lykos Stavrouloupoulos
会计学学士

Asma Qureshi
法学硕士  国际商法方向

美国演员兼导演，从伯明翰城市大学表演学院毕业
后，因其优秀的表现一直深受好评。

“我认为英格兰的表演教学真的很棒，因为你可以
向来自整个欧洲的导师们学到很多。我当时真想挑
战下我的表演技能，在这里我可以实现愿望，甚至
能做的更多。刚开始我很紧张，作为一名非洲裔美
国学生，我不知道在海外的我能收获什么，我看到
这多姿多彩的大学十分喜欢。

“从伯明翰城市大学表演专业毕业后，我基于我的
毕业作品创作了一部剧本，叫肢体之美。该剧在草
莓独幕话剧节出演，并为我赢得了‘最佳女演员’
奖。同时也获得了‘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本’的
提名。

“即使是一名美国人，学校也把我培养成业内所需
的人才。如今，我具备了娴熟的职业技能和高尚的
职业道德，这些将一直陪伴在我的职业生涯里

在回到家乡希腊后，Lykos Stavrouloupoulos在许
多行业中施展着自己在学校掌握的金融才华，并且
已经有所建树。

“我是希腊西部地区的财务顾问，职责主要包括欧
盟资金资助的中小企业的现状研究、总结，也包括
为企业做宣传和与当地的审计部门沟通”

“大学毕业后，我任职于希腊议会的财政部和国防
部。我也是希腊西部最大报纸的经济学专栏作家，

我还在帕特雷高级技术研究所担任供应链管理的
授课教师。此外，我还拥有我自己的财务咨询公
司。”

“大学的专业学习为我今天的职业生涯提供了扎实
的基础，我在财务和金融上的成就让我很有竞争
力。”

阿斯玛·库雷希，在自己的祖国——巴基斯坦取得
法学学士学位后，选择BCU作为自己进一步深造的
高校。

“我来自巴基斯坦拉合尔，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
念，在英国完成我的法学硕士；因为英国法律是由
许多英联邦国家，包括巴基斯坦的母法。我也遇到
很多我感兴趣的选择，例如国际法和刑法。但因为
在巴基斯坦，女性在刑法这一领域仍没有地位，最
后我决定攻读国际商法法学硕士学位。”

“我在择校的过程中发现，提供此课程的学校不
多，伯明翰城市大学刚好是其中之一，且BCU是这
方面的鼻祖，就毅然选择了BCU。到校学习后，
我发现我的选择是正确的：BCU的老师精心准备课
程，分析最新案例；引导我们如何准备任务、评价
我们的演讲，改进我们的风格；引导我们憧憬美好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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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丰富我们的生活 

Moabi Nyanga
工料测量 荣誉理学学士

Ihotu Joy Amuta 
媒体与创意企业硕士

莫阿比·尼扬加从博茨瓦纳前往BCU学习，期间，
他在伯明翰一个大型道路开发项目堪当重任。

“在求学的过程中，我很享受能在项目中获得实际
的工作经验，这些项目比如说在伯明翰Selly Oak的
新道路建设工程。”

“在BCU，我能自由地与大一新生畅谈，表达我对
学校的理解及如何改善现状。通过BCU的校友会，
在博茨瓦纳我遇到了超过80%的执业工料测量师，

他们都曾是伯明翰城市大学的学生，又成为后来的
雇主们。”

“在BCU的经历增长了我的知识、技能和信心，这
些让我在毕业前的三个月就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在BCU求学期间的宝贵经历让来自尼日利亚的她最
终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我决定学习传媒和创意产业是因为当时我在一家
有媒体背景的公司做商务发展顾问，这样能得到一
个能贯穿这两个专业的学位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我们学校在重视实践可方面有良好的声誉，在很
多地方我能得到与课程相关的实习或工作经验。我
选择了Design Thinkers 咨询公司，因为他们专注于

企业的咨询原则和服务发展，这也正是我想充实自
己的方面。”

“毕业后，直到2013年2月，我继续在Design 
Thinkers实习，办公室也搬到了阿姆斯特丹，但是
工作几乎都来自于尼日利亚。我担任创业公司的咨
询三个多月，也兼职做部分组织和创业公司的顾问
工作。现在我有自己的公司，专注于企业教育、媒
体开发和项目管理方面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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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来英国学习

英国的教育质量是世界公认的，它拥有出色的教学设施，多元的城市文化
和巨大的学术遗产。

英国高等教育科研评估2008年的排名显示，“世界领先”和“国际优秀”
是对国际生最具吸引力的两项因素。  
(www.ucas.com/how-it-all-works/international/benefitsstudying-uk)

高质量的教育
为了招收学生，英国政府和教育组织要求英国的教
育中心必须达到质量标准，这意味着你将得到世界
级的教育。教育机构的定期审查可以确保这些高标
准时刻能够得到保持。

极高的毕业生就业率
你可以得到一个被世界卓越雇主们认可的证书，
这将帮助你在所选择的领域中顺利找到工作。如
果你对音乐感兴趣，你将会很感兴趣知道为什么
在英国艺术学校培训成为的一名职业音乐家，几
乎可以在世界各地工作(www.conservatoiresuk.
ac.uk)。另外，在英国有一个价值约为150亿英镑
的设计产业链，雇佣了约232,000名设计师(www.
designcouncil.org.uk)。

与五湖四海的学生并肩同行
英国高校对来自任何国家、文化、信仰的申请者都
敞开怀抱。

个性化的学习
许多课程都提供模块结构，你可以通过选择单元
（课程）来完成你的学位(www.educationuk.org)，
其中包括小组学习和个人学习的机会。

一次宝贵的文化体验
探索令人激动的乡间和繁荣的城市，沐浴在音乐节
的氛围中，体验激动人心的足球赛或是参观这个国
家古老的城堡。作为学生，你还可以享受许多餐馆
的折扣，以及学生会提供的众多超值美食和娱乐活
动。

为未来的自己投资
据英国情报服务社（BIS）跟踪国际毕业生的调查
结果显示，在英国留学的国际生比在国内毕业的
学生平均收入更高。目前毕业后回中国工作的平
均起薪是￡9,675，而相比之下国内毕业生的起
薪是￡4,152；印度的留学生回国后平均起薪是
￡13,214，而国内毕业生的平均起薪是￡4,394；
美国学生从英国毕业后回国的平均起薪是￡28,055
，相比之下国内毕业生平均起薪是￡24,514。英国
高等教育国际部门的国际价格调查报告显示，英国
的课程费用和生活成本相较其它顶级、广受好评的
教育城市的花费相比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更多信息可浏览：

www.ucas.com
www.britishcouncil.org
www.educationuk.org
www.bis.gov.uk
www.conservatoiresuk.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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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魅力的伯明翰
在纽约时报的评选中，伯明翰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游胜地之一。

在纽约时报‘2012年最值得游玩的45个城市’中，伯明翰排名第19。她
是英国第二大城市，拥有80平方英里的土地和超过一百多万的人口。她也
是一座年轻人的都市，30岁以下的市民数量相当可观，远超过其他英国城
市。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在这里居住、工作、娱乐，使其成为西米德兰兹郡
（West Midlands）地区多元文化的汇聚地。

伯明翰的年产值为200亿英镑，它地处英国中心的
优越地理位置为投资者提供超过200万的强大劳动
力(www.birmingham.gov.uk/economy)。新修建
的伯明翰新街火车站和其它两个市中心的火车站
使其能在4小时内到达英国的绝大多数地区。结合
发达的公路和航空运输，每年中转4亿多人次。

它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如今依托众多的
旅游景点，每年吸引约3.3亿人来伯明翰观光旅
游，旅游收入49亿英镑。从Bullring的大众消费
到Mailbox的高端消费满足不同人的需求。还有
很多昔日辉煌的地方，比如历史悠远的珠宝角
（Jewellery Quarter）——今天依然有将近40%
的英国珠宝出自这里。

拥有超过8000英亩的公园和公共空间使其成为英
国绿化最好的城市之一。最新的市中心公园，最
近开放的城东区公园，紧挨着千禧点和Parkside
大楼，为伯明翰城市大学的师生提供了课间休息
放松的好去处。广阔的运河网络不仅仅是这座城
市工业遗迹的回忆，同时也是一条可通往伯明翰
许多地方的人行道路，为远离喧闹带来了一片惊
喜。你可以选择在离市中心很近的Brindley place
稍作停留，品尝一些饮品或美食放松心情。

如果想体验更动人心弦的东西，可以在城里的俱
乐部热舞到深夜，或是在众多顶级汇演场所中的
一家欣赏现场音乐，比如O2 Academy、国家会
展中心和国家室内舞台，又或是遍布大街小巷的
酒吧，那里充满了本土达人。城市节日中充满了
音乐元素，同时也有很多其它的庆祝活动，从美
食、文化到艺术，应有尽有。

这里也是体验文化的好去处。伯明翰博物馆和艺
术画廊收藏了世界级珍品拉斐尔前派艺术系列和
超过500,000件20万年前以来的古珍，同时还展示
了当代艺术的杰作。崭新的世界级伯明翰市图书
馆也为这座城市增光添彩，馆藏包括重要档案和
稀有藏书及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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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及周边的著名景点包括：
• 在千禧点的伯明翰科学博物馆、Thinktank、天

文馆，收获知识，体验精彩
• 在英国最古老的且仍在使用的电影院，如Giant 

Screen 、The Electric，欣赏动人影片
• 在Gas街和Brindleyplace来一次运河小船之

旅，探索水道的奇妙
• 在巧克力工厂吉百利世界感受沉溺在糖果世界的

甜蜜
• 在Alton Towers和Drayton Manor 主体公园体

验刺激和惊险
• 在布莱克地区生活博物馆体验西米德兰兹的过去

风情
• 在德国和奥地利外的最大德国集市——法兰克福

圣诞集市和手工市场上感受节日氛围
• 在国家海洋生物中心一窥水生动物的世界
• 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

（Stratford-upon-Avon）参观莎士比亚故居或
是欣赏戏剧

• 观看足球比赛——伯明翰城市、阿斯顿维拉和西
布罗姆维奇是其中三支当地的球队

• 享受室外活动——乘坐短途火车到达马尔文
（Malvern）山，你也可自驾来游览英国第一个
国家公园——皮克山区（Peak District），路程
不超两小时

• 去伯明翰市交响乐音乐厅听一次交响乐演奏会
• 品尝一次世界著名的巴尔蒂锅菜（balti） 
• 参观中世纪的华威城堡
• 在埃格卑斯顿（Edgbaston）板球场看一次比

赛

更多关于伯明翰的信息
请访问下面的网站：
参观伯明翰
www.visitbirmingham.com
伯明翰市议会
www.birmingham.gov.uk
伯明翰图书馆
www.libraryofbirmingham.com
伯明翰市场
www.marketingbirmingham.com
伯明翰BBC广播电视公司
www.bbc.co.uk/birmingham
斗牛场购物中心——欧洲最大最新的购物中心
www.bullring.co.uk
伯明翰国家展览中心 
www.necgroup.co.uk
伯明翰企业
www.businessbirmingh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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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新的概念工厂甚至允许你建立网
络，和其他学生或毕业生分享观点、建
立合作；你还能勤工助学，通过我们的
学生职业介绍所—OpportUNIty，你可
以申请成为临时雇员或大学短期雇员。

在你的学习过程中，你能收获到最好的教育。你的
老师将是最优秀的。我们的教师来自产业一线，并
与一线产业保持着密切联系，这能确保你从他们的
知识和见解中获益匪浅。

我们的教学质量因我们对创新教学设施的投资而提
升，比如独创的手机教学研究将我们的课程带入生
活。我们的在线学习网站，Moodle，学生可以24小
时获取学习资源，更加灵活地学习。

在英国，我们是设施花费排名前十的大学之一（完
全大学指南2012和2013)。目前我们市中心校区开
发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其中即将建成占地24300
平方米的建筑可以容纳我们的商学院、法学院、社
会科学学院、英语课程以及新的图书馆、IT和学生
的辅助设施。 

我们很自豪得到了一系列专业组织的认证，比如特
许注册会计师协会，英国心理学会，人事发展特许
协会，健康和保健专业委员会和英国皇家建筑师学
会。

我们的研究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研究评估
测试(RAE)2008年的数据显示，相比于英国其它的
现代大学，在我们提交的研究工作中得到“世界领
先”的评价拥有最高的百分比，并且我们是音乐研
究领域中最佳的三所音乐学院之一。

我们十分自豪得到了学生如此出色的反馈。全国学
生调查组织(The National Student Survey)2013的
数据显示，学生总体满意度为82%，其中88%的学
生认为我们的教员在答疑解惑方面表现很好，86%
的学生认为我们的教员对他们的教学充满热情。在
2011年我们赢得了时代高等教育学术奖中的“最佳
国际战略”奖，在2010年我们荣获“杰出学生支持
奖”。

我们与主要的知名企业，如苹果（Apple）、思科（Cisco）、
卡地亚（Cartier）等合作紧密，开发先进课程与开展项目合
作；我们的工作实习、指导计划、国际交流和三明治课程，
让你在进入国际知名公司中颇具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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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品质和声誉

商学院
伯明翰商学院的学生有机会向作为客座教授的产业
领军人物学习。我们采取了创新的教学方式，我们
很自豪可以为你提供能参与一系列活动的机会，如
领导力挑战(the Leadership Challenge)活动，它能
让你获得成为一名有竞争力的毕业生而应具备的知
识、技能和见解。

我们的人才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自从2006年
起，伯明翰城市大学每年总有学生赢得公关特许协
会认证(CIPR)的米德兰学生年奖。CIPR是英国公共
关系(PR)从业者的专业组织，而这个奖项是对在公共
关系和交流领域中表现杰出者的肯定与认可。

很多我们的课程被一系列专业组织所认可。

艺术设计学院
我们是伦敦以外地区最大的创意职业者培养地，
并 且 我 们 与 产 业 界 有 着 广 泛 的 联 系 ， 如 卡 地 亚
(Cartier) ,巴宝莉(Burberry),夏菲尼高(Harvey 
Nichols), 玛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和上奇广
告 (Saatchi and Saatchi.)有着紧密联系。

时装、纺织和三维设计学院是全球时装、纺织、室
内和产品设计教育中最大最成功的学院之一，同
时，视觉传达学院更是世界领头人。学院拥有国家
最先进的数字技术，产业专家使用的一流设备，比
如电影和动画制作者们获取精致视觉效果的一流运
动控制平台。

位于伯明翰珠宝广场的伯明翰珠宝学院建于1890
年，是欧洲最大的珠宝学院，这里也是许多英国首
饰的发源地。这里拥有一流的中庭画廊空间和众多
的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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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我们的建筑学院获得了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
（RIBA）认证，并与诸如伯明翰市议会等专业机构
和组织拥有良好的联系，这让我们的学生能对地区
当代文化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

法律
我们在国际和地区的模拟法庭比赛中均取得突出的
成绩，拥有如模拟法庭和虚拟律师办公室的设施，
法学专业的学生可以体验真实的庭审情形。法律建
议和咨询单元是法学本科毕业班的一个选修模块，
让学生有机会在真实的法律环境下工作，在监督下
接手实际案件。并且，我们在国内是与美国合作实
习项目最多的大学，因此学生有很多海外学习的机
会。

社会科学
我们是英国唯一能与HMP Grendon进行年度辩论会
的大学，HMP Grendon是位于英格兰东南地区有高
级安全系统的监狱。我们有很多启迪智慧的专家访
问，学生可以得到第一手的信息。访问专家包括电
视主持人和犯罪前科。

我们提供的心理学课程质量得到英国心理学协会——
英国心理学家代表机构的认可。 

教育
我们的教师培训被官方评估组织Ofsted评为优秀。
我们在整个英格兰中西部地区与超过1000所学校、
学院和培训中心保持着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且
我们是西米德兰兹郡提供慈善教育培训的首要提供
方，这些培训在低收入社区学校中培养出了未来的
领导者。

健康保健
我们的保健学院位于耗资3000万英镑建造的
Seacole大楼，为国民健康服务（NHS）输送了大量
合格的健康和社会保健专业人才。学生在国际前沿
的环境下学习，我们的技能与仿真部获得2011年的
英国高等教育学院学习和教学团队奖。

我们是这一地区为国家健康服务(NHS)输送保健和社
会关爱认证职业人的最大机构。学生们在拥有尖端
设备的环境中学习，并且我们的技术仿真部门荣获
2011年高等教育学会教学团队奖。高等教育学会是
一个全国性组织，成员都是高等教育中优秀的教育
学习能手。

我们的学生教学时间在130所院校中排名第6（每日电讯报课程查
询），我们的学院和课程在全国名列前茅——我们的戏剧和舞蹈专
业全英排第8，传媒专业全英第11（卫报，2014年排名）

艺术学院历史悠久，位于伯明翰市中心，拥有众多的木材、金属、
石膏、玻璃纤维、陶瓷、电子媒体、印刷和摄影工作室，展厅以及
美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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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传媒和英语
在2014年的《卫报》排行榜中，我们的戏剧类排全
英第8，媒体类排全英第11。我们的授课教师都是各
自领域的最高端人才，包括演员，音乐家，作家和
记者。

表演系的学生在许多重要场所都有大量专业作品展
出，这让他们有机会向经纪人和导演们展示他们的
才智。同时，音乐系的学生们可以在学校著名的
Adrian Boult大厅演出，这是一个520座的出色音效
的礼堂。伯明翰音乐学院为欧洲音乐学院协会所认
可，所有导师均为用毕生音乐经验和素养奉献于教
学的专业音乐家。

媒体专业的学生们可以充分使用我们最先进的设备，
包括用于创造特效的全英最大的立式绿屏工作室。
我们还有5间电视工作室和6间广播工作室。

计算机与工程
伯明翰城市大学拥有苹果和微软的研究院，同时也
是思科（Cisco）核心国际培训中心之一，我们的培
训质量得到公司认可。

在《卫报》2014年的排名中，我们计算机课程上升
至41，其中很多课程获得了英国计算机协会认证，
该协会是信息技术界的专业组织。所有的工程课程
都得到了世界最大的工程行业机构(工程与技术学会)
或是英国成长最快的工程行业机构（机械工程师协
会）的认证。我们的建筑环境课程全部得到了英国
房地产和建筑行业内四大专业组织之一的认证。

建筑环境
我们的建筑环境课程均被英国四大专业财产与建筑
机构之一所认可。

我们的教学获得国家级的认可，马修·史密斯，
房地产的讲师和研究员，教学中注重使用数字技
术，2012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奖中，被提名为“年度
最具创新性的教师”，其旨在鼓励优秀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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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学院简介(BCUIC)

对不满足直入要求的国际生，我们致力于为他们提
供高质量的课程，通过与伯明翰城市大学合作，你
可以在BCUIC学习期间享受BCU的设施与服务，也可
以为你在BCU完成本科和硕士文凭无缝衔接。

BCUIC提供大学预科、大一学位课程、硕士预科课程
以衔接一系列伯明翰城市大学的学位课程。BCUIC以
定制化的经验确保你能顺利的适应英国的教育环境，
以便你能继续成功地完成在BCUIC部分的学习。

我们独有的教育方法将国际学生培养为伯明翰城市
大学的毕业生，甚至是一生的学习者。高级教师们
在一个现代、活泼的环境中开展创新课程，辅以我
们友好的支持团队。教学上的长期互动，老师和同
学的帮助，以及十分广阔的人际网络将充实你的学
习经历并为你的成功助一臂之力。

• BCUIC灵活的入学制度每学年有三次入学机会，
你能选择最佳的时间开始你的学习。该学制度也
让你能比其他选择传统学习制度的同学提前毕
业。 

• BCUIC坚持个性化和协助性的教育理念，鼓励学
生发挥各自最大的学术潜力。 

• BCUIC的专用服务支持团队可以提供全天候的建
议和帮助，全年无休。该团队提供机场接机、住
宿分配和推荐服务。也为各高校和伯明翰城市提
供全面的迎新服务。

更多关于BCUIC入学方式、录取标准及申请程序，请
访问：www.bcu.ac.uk/BCUIC 或联络BCUIC团队工
作人员 +44（0）121 331 5791

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学院(BCUIC)，是纳维全球教育集团的一部分，
该集团得到国际认可， BCUIC为国际学生提供现代化的、充满活力
的教学体验，我们提供学术与支持服务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让你
在学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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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UIC入学途径可适用于以
下学科领域：
本科 
• 会计与金融
• 建筑学
• 艺术与设计
• 建筑环境
• 商业
• 经济与金融
• 工程学
• 市场、广告与公共关系
• 法律
• 技术 

 
研究生
• 艺术与设计
• 商业
• 法律
• 管理
• 媒体

伯
明

翰
城

市
大

学
国

际
学

院
简

介
(BC

UIC
)

w
w

w
.bcu.ac.uk/international



16
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生指南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GUIDE

学费及奖学金介绍

学费和奖学金

2015/2016年 国际学生学费: 

专业 费用(英镑)

预科(学术英语预科证书) ￡8,500

所有授课型本科&研究生 ￡11,500

跨学科研究生专业（A类） ￡12,000

跨学科研究生专业，包括MBA（B类） ￡14,000

特殊专业

伯明翰表演学院（本科） ￡12,600

伯明翰表演学院（研究生） ￡14,900

伯明翰音乐学院（本科） ￡14,900

伯明翰音乐学院（研究生） ￡17,000

MSc 数据网络与安全 + CCNP专业
MSc 企业系统管理专业

￡14,900

Msc 会计与金融专业 （6个月） ￡5,700

Msc 会计与金融 （CIMA 方向，文凭项目） ￡8,200

ACCA 全日制 总费用范围￡3,600-￡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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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学费情况。

如果大学提供给你的位置或课程是基于你是海外学
生，那么你需支付相对稍贵一些的“海外”学费。

然而，如果你是英属或是欧盟成员国学生，你将被
视为国内学生而免交国际费用。你的费用包括正常
的学费、考试费用、学联的会员费。学费可以进行
分期付款，但必须是以英镑形式支付。

生活费用
在英国学习中仔细考虑经济因素的影响是非常重要
的，除了支付学费，你还需要足够的生活费用（九
个月超过￡7,200或每月￡800 ），其中包括你的
住宿、食物、取暖、交通、书本和文具的费用。

为使你能顺利办理学生签证(Tier 4) ，前往英国学
习。英国边境署（UKVI）要求在你的个人账户（或
你的法定家长的个人银行账户）中有大于等于学费
（最少为你主课押金）加上￡7,200生活费用的存
款。这笔资金必须在银行账户中存满至少28天（在
你递交签证申请之前，需要提交银行存款证明）。
并且，保险的做法是至少超过最低存款要求的10%
，以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如果你的存款因贬
值而低于要求，UKVI在你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将拒绝
给你办理学生签证。请注意你不能享受英国福利，
但是你可以申请打工（在你的学生签证中有显示申
请的权限）

另外，也请注意在第20页上有关于你学习期间兼职
机会的信息。

住宿
伯明翰城市大学保证为所有的国际学生提供住宿，
在开学注册前的三个月开始接受申请。如果我们在
开学前收到了住宿申请，我们将尽可能安排你住在
上课的校区附近。我们提供不同条件的住宿并且我
们的住宿服务团队也提供寻找校外住宿的帮助和咨
询。有关住宿费用的信息，请参阅本指南的第22
页。

奖学金介绍
每年，伯明翰城市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一系列的奖
学金和助学金，以减轻他们第一学年的学费压力。
金额每年有不同，我们有比较大的自主权。部分助
学金本着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取决于主课押金的
缴费顺序，另外的名额会在海外展会和面试环节挑
选分配。

鼓励一次性付款助学金
如果你在到英国之前就付清学费或者在你办理学籍
注册期间付清学费，你将得到￡300的学费减免，
直接从你减掉奖学金、助学金的余额中扣除。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bcu.ac.uk/international/discover-bcu/
fees-finance-scholarships/financial-preparation

www.bcu.ac.uk/international/discover-bcu/
your-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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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园

学校成功实施了一亿八千万投资的校园改造计划，
这将显著提升学生体验。

最大的变化是在伯明翰东区的市中心校区扩建
了一24,300平米的建筑，其将容纳我们的商
学院、法学院、社科院、新图书馆，英语课
程、IT和一些学生辅助设施也在这里。

这座新的教学楼坐落在新的东区街心公园的东
尽头，与被遗弃多年的Eagle and Ball二级公
共房屋合并。第一批学生将于2015年九月进入
新教学楼，有助于进一步繁荣我们市中心校区
的学生社区，并创造浓厚的校园气氛。

坐落在市中心校区的标志性建筑千禧点
（Millennium Point）大楼，是技术、工程和
环境学院（CEBE）与价值四百万英镑的表演
学院的教学楼。另外，许多艺术、设计和传媒
专业的课程在东区的另一个地标建筑Parkside
大楼授课。学生受益于这些最先进的设施，其
中包括电影和动画制作者们获取精致视觉效果
的一流运动控制平台，电视、电台演播室，英
国最大立式绿屏和设施先进的工作室与实验
室。

向南穿过市区就是我们的城南校区，这里有我
们的健康学院，有我们引以为傲的学习设施，
价值三千万英镑的Seacole大楼。拥有尖端设
施的模拟手术室和病房、产房、仿真家居环境
和一间专业演讲和语言治疗资源室。最近一次
扩建是2011年开放的一间装备齐全的放射显影
室和三维成像诊断设备，这是英国少有的几套
设备之一。

距我们市中心校区往北几英里就是我们的城北
校区，教育、法律和社会科学学院设置在这。
这里拥有两间审判室和虚拟律师办公室，这些
设施帮助学生们体验真实的审判情形，这也是
学生学习的一部分；同时，还有教育专业的学
生使用的多间仿真模拟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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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和学习资源

每个校区都有图书馆，拥有大量藏书，有各式的
期刊和专业书籍。学习资源包括报告写作指导、
参考书和其它实用技能指导。每个学院都有自己
专业的图书馆管理员，他们可以更好地帮助你，
并针对你的功课给你推荐合适的学习材料。关于
开放时间和电子图书馆服务请访问 
www.library.bcu.ac.uk.

大学拥有充分的IT资源，在学院和图书馆都配有
计算机，在场的专业技术人员可帮助你解决任
何问题。你还可以享受我们的虚拟学习环境——
Moodle带来的便利，你的课堂讲义和作业都能
在Moodle上显示，你还可以下载课堂笔记和课
程信息。

数码打印服务（DPS），大学内提供广泛的打印
服务，比如毕业论文装订和彩色影印。

体育设施

伯明翰城市大学欢迎大家参加体育竞技。学联也
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你可以加入很多
俱乐部，例如拳击、网球、足球、冰球、橄榄球
和板球。运动设施就在城北校区附近，包括价值
四百五十万磅的12个草坪球场和价值八百五十
万英镑室内照明球场——Doug Ellis体育中心，
其已在2010年正式开放。我们引以为傲的运动
大厅足以容纳八个羽毛球场，一套80个站位的
健身房和舞蹈及有氧运动厅。

儿童护理

在城北校区，大学运营着一家屡获殊荣、英国教
育局认可的托儿所，可护理12个月大到学龄前
的孩童。家长可以选择全日托管或者半天托管 
（上午托管或者下午托管）。

餐饮

我们几个主要的校区都有咖啡厅，餐厅为员工和
学生供应各式早餐和午餐，包括三明治、热饮、
蛋糕、通心粉和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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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国际生量身定制的学生服务

学生服务部可提供以下领域
的帮助：

• 就业前景
• 签证和移民入境
• 资金事务
• 健康和心理咨询
• 儿童护理
• 平等与多样性

事业和就业前景

根据你的学生签证情况，在学期内你每周可工
作不超过20小时，假期中可全职。我们可以帮
你寻找一份兼职工作，帮你申请国家保险；同
时，当你完成学业并想在英国工作，我们可以
帮你修改简历。

我们的学生就业代理机构——OpportUNIty 
—— 学生工作校内服务机构，允许你申请临
时或非正式的大学员工职位，这将在职业申请
时从一个重要的角度增加工作经验，同时充实
你的职业技能。

我们大学的研究创新和企业服务部将倾力帮助
那些希望在学业结束时申请Tier 1 毕业生企业
家项目的国际学生。

学生服务部门能给你提供一系列渠道去接触专业的
工作人员，以确保你能够从合适的人员那里得到专
家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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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心理咨询

你的身体安康对我们极其重要，我们大学提供全方
位的医疗服务，护士、处方医生和主治医师覆盖我
们三个校区的医务室。如果你在求学中想家或是有
个人问题，可与学生服务部的专业员工交流。如果
你有任何形式的残疾我们也会支持你，并提供建议
和相关信息。我们也关注你精神、心理上的健康，
我们团队的专职教员为你排忧解难。

签证与移民入境

我们优秀的国际生顾问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可为你提
供建议和指导，包括移民、在英国工作、学术问
题、个人事务和其它福利问题。

学生辅导

我们集社会之力来向你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你可
以与曾经在这里学习过的人们交流，你能从他们的
经历汲取养分。我们现有三项成功的辅导项目：

• 在线同辈辅导，为向往届学生学习如何适应大
学生活提供了机会。

• 在线雇主辅导，使学生们能直接接触到行家校
友和全球雇主们。

• 振奋人心的未来辅导计划，将毕业季的学生与
西米德兰地区的行业专家们联系到一起。

接机服务

我们在伯明翰国际机场欢迎你的到来并提供接机服
务，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机场为你提供交通信息。接
机服务在九月初进行，你需要在网上注册来预约此
服务。

迎新周

迎新周帮助国际学生顺利地安顿下来。
具体的活动包括：

• 学籍注册
• 获取有关大学的信息
• 与学校教师会面
• 银行开户，警察局注册和校医院注册
• 参加社交活动来熟悉伯明翰
• 结识新同学新朋友

如需更多信息：

更多有关学生服务请访问网站 
www.bcu.ac.uk/student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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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我们保证为所有国际学生提供住宿，只是我们可能
无法完全按照你的第一意愿分配宿舍。

如果可行，我们会尽量为你安排最近的住宿，假如
在开学前我们收到你的申请，同时我们还有充足的
住宿，我们的住宿服务团队会为你找到合适的住所
提供一系列的帮助和建议。
更多关于住宿的信息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bcu.ac.uk/accommodation.

所有超过18岁并在截止日期前提出住宿申请的无伴
侣的国际生，都有机会申请到带自助厨房的房间。
更多关于不满18岁学生的安排信息可以查询我们的
网站。

住宿费用包括燃气账单、网络和物品保险。大部分
宿舍是男女混住的，但我们也提供少量的女生公寓
和男生公寓。

申请住宿

当你得到主课无条件录取offer后，你就可以申请
校内住宿或是校外合作住宿了，申请请访问我们
的申请网页：http://www.bcu.ac.uk/international/
newstudents/organising-your-accommodation.
我们的住宿服务部将通过电子邮件与你确认住宿申
请的细节信息。

在正式开学前，大家会普遍关心住宿问题。伯明翰
城市大学为大家提供校内住宿（大学住房）和校外
合作住宿（私有住房）

校内宿舍

当你收到电子邮件的通知后，请按照邮件的说明在
线确认。这需要你支付一笔押金，注意这笔押金是
不可退的。余款会再每学期开学时缴纳，你将签署
一份41周的住宿合同，这包括圣诞假期和复活节假
期。如果你第一年的课程超过41周，我们会按实际
情况延长你的合同；如果你不得不延长住宿，请在
春季学期时告知我们。如果你的课程是一月开始，
那么你将签署一份23周的住宿合同。

私人公寓宿舍

你将收到学校的住宿邮件通知，其中包括如何接受
私人公寓住宿的说明，因为我们与私人公寓产权人
仅是合作关系，所以签订的住宿合同与校内宿舍是
不同的。

私人住宅

你也可以很方便地选择个人房东或是组织提供的私
人住宿。伯明翰城市学联是非盈利的房屋租赁中
介——伯明翰城市学生之家。我们只与信誉良好的
认证房主合作，帮助学生找到满意的住宿。一般私
人住宿的租金是每周80英镑到100英镑，不包括燃气
账单、网络和物品保险。所有私人住宿的房屋合同
是学生与房东直接签订的，任何有关财产的问题需与
房东一同协商。如需更多关于私人住宿的信息请访问
http://homes.birminghamcitysu.com.

如需更多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或是联系住宿服务部：
电话: +44 (0) 121 331 5191/5192
邮箱: accommodation@bcu.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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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名称 房间类型 地理位置 优先安排 2013/14*年每周价格

Oscott Gardens 5-8 间卧室的公
寓, 公用厨房，卧
室自带卫生间

Perry Barr,

靠近城北校区

城北校区的学生 标准 - ￡116.00

大房 - ￡127.00

加大房 -￡132.00
The Coppice 6间卧室的公寓 Perry Barr,

靠近城北校区

城北校区的学生 ￡100.00

Oakmount Hall 4-10 间卧室的
公寓

距市中心2公里 城南校区(健康专业的学生) ￡99.00

Westmount Hall 4-10 间卧室的
公寓

距市中心2公里 城南校区(健康专业的学生) ￡98.00

Private Halls 公寓，公用厨
房，卧室自带卫
生间

市中心 技术工程学院、音乐学院、
媒体学院和艺术设计学院的
学生

￡105.52 - ￡114.50

*至发布时间，2014/15年住宿费还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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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要求

伯明翰城市大学的所有教学都是英语授课，这要求
你必须具备相应的英语能力。

来自非英语使用国家的国际生（非欧盟），要求
通过可靠的英语语言测试（SELT）或者持有大学
认可的资格证书。

如果你的第一语言不是英语，那么大多数课程都要求你取得雅思6分（单项不低于5.5）。
一些课程要求更高的雅思成绩。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bcu.ac.uk/international/discover-bcu/programs-of-study/englishlanguage.

以下是常见同级别证书。

托福（TOEFL）分数表 
   

B1级证书 
(最低分数要求)

B2级证书  
(最低分数要求)

最低分数
要求

最低分数
要求

CEFT level C1  
(最低分数要求)

雅思 4.0 4.5 5.0 5.5 6.0 6.5 7.0
阅读 4 9 14 18 18 18 24
听力 9 12 14 17 17 17 22
口语 16 17 19 20 20 20 25
写作 13 14 16 17 17 17 24
总分数要求 42 52 62 72 80 88 95

培生（Pearsons）分数表  

B1 级证书 
(最少分数要求)

B2级证书  
(最少分数要求)

最少分数
要求

最少分数
要求

C1级证书  
(最少分数要求)

雅思 4.0 4.5 5.0 5.5 6.0 6.5 7.0
阅读 36 41 46 51 51 51 67
听力 36 41 46 51 51 51 67
口语 36 41 46 51 51 51 67
写作 36 41 46 51 51 51 67
总分数要求 36 41 46 51 56 61 67

对于需要提高英语语言技能的学生，大学提供一系列的学期前语言课程和学期内的语言课程。
同时，全年还有定期的国内英语测试。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bcu.ac.uk/international/discoverbcu/programs-of-study/english-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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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前英语语言课程  
Pre-sessional Course

对于收到了伯明翰城市大学的offer，而英语没有达到
要求的学生，可以选择在专业课程开始前参加6周或
者10周的英语语言班课程。此课程重点培训通用英语
和学术英语，并在写作、阅读、语法、听力、正式与
非正式口语这几个方面进行训练。同时，你需要完成
一个小型项目，这让你有机会了解英国文化和英国社
会。如果你达到了主课要求的英语水平将无需再重新
参加雅思或托福考试。

学术英语基础认证(FCEAP)

该全日制课程是专门为那些已达到学术资格，但是没
达到英语语言要求，并希望花更多时间来学习英语的
学生设计的。此课程在每年九月和一月开学，这提供
了另一条升入BCU主课的途径，学生根据自己的英语
成绩可以选择第一或是第二学期开始。本课程的主要
目标是提高学生在学术和社会中运用英语的能力，采
用小班授课，学生可以得到更多关注。课程模块包括
授课环节、演讲、独立学习、研究和一对一辅导。除
非你的课程低于学位级别，则成功完成FCEAP课程
后，无需再参加雅思或托福考试。

学期内辅导

学校每学期也提供关于专业英语的免费课程，旨在提
高学生的学术英语能力，进一步提高和维持学生们的
英语语言能力。欢迎所有的国际学生参加我们伴随整
学年的免费英语语言课程。
 

课程 你已取得的雅思成绩 你需要达到的雅思成绩
6周学前语言课 5.5 6.0

6.0 6.5
6.5 7.0

10周学前语言课 5.0 6.0
5.5 6.5
6.0 7.0

FCEAP – 全年 4.5 6.0
FCEAP – 第二学期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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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学校认可种类广泛的海外资格证书。

本科课程：

• 你需要获得相当于英国普通教育证书(GCE) A级
标准的毕业证书。

• 一些资格证书让你能直接进入下一个学习阶
段，比如直接进入2年级或3年级。

• 想了解现在已有的资格证书能否满足英国标
准，请联系全国学术认证信息中心(NARIC)。

• 学校与海外多所院校和高等教育机构保持密切
的联系。来自合作院校的学生可衔接他们已学
课程继续深造。

授课式研究生课程:

通常你需要获得相当于英国本科学位的资格证书。

研究型课程：

• 如果你想申请研究型硕士，你需要获得相当于
一等或二等学位的学位证书或同等学历。

• 如果你刚开始注册是研究型硕士，经过一阶段
的学习后可以申请转为攻读博士学位。

• 如果你想直接申请博士课程，通常需要你获得
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包含研究培训，并完成
一个研究项目。

专业免试认证

持有专业认证证书的学生在他们专业领域内某些课
程可以免试，招生团队基于个人情况会对其进行评
估。

伯明翰表演学院课程：

即将入学的非英国/欧盟学生需要通过试镜考核，
试镜可通过多分区格式的DVD进行。一月份在北美
的芝加哥和纽约也有试镜。

伯明翰音学院课程：

如果你是海外申请者，但在申请期间已经在英国学
习或居住，你最好能预约在伯明翰试音而不是寄一
份录音资料。如果你是海外申请者且不能来参加伯
明翰或是我们国际面试中心的面试，请你务必寄
一份高质量的DVD（推荐）或是CD资料来代替面
试。

伯明翰艺术设计学院课程：

大部分伯明翰艺术设计学院的课程都要求一份能展
现你的视觉、艺术和设计技能水平的作品集。电子
作品集/CD应该是在苹果机和个人电脑都可兼容的
格式，比如PowerPoint。每页需含有标题和文字说
明。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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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学院
(BCUIC)
大学预科

大学预科课程是本科入学的第一阶段。从高中到大
学的转变是人生中的一大步，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
部分。BCUIC的工作人员十分理解这一点，时刻为
你提供指导和支持，以及你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你
与BCUIC老师之间的合作将使你能更顺利地融入后
续课程的学习中。

第一年学士学位

第一年学位课是本科的第二阶段。你将在伯明翰城
市大学体验第一年的课程，享受小班授课和额外的
学术交流时间。在这里的教与学的经历将充分拓展
你的知识体系，对每个模块有深入的理解，并为后
续课程做好准备，例如第三阶段（你所选专业的大
二课程）和第四阶段（你所选方向的最后一年）。

硕士预科

硕士预科课程是研究生方向的第一阶段，根据你所
选的方向，通常是一到两学期。此课程是为没有达
到BCU硕士直入条件的国际生设计的。

攻读硕预课程将使你适应严谨的研究环境，具备独
立的学习能力，帮助你在伯明翰城市大学更有效地
学习。硕士学位课程是研究生方向的第二阶段，在
伯明翰城市大学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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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我们BCU

一旦你决定想申请的主课，请确保你已满足或即将
满足入学条件。具体的申请过程取决于你申请的课
程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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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课程

大部分本科课程都可通过大学入学申请办事处
(UCAS)申请，伯明翰城市大学UCAS的代码是B25 
BCITY；取得音乐和表演课程一等学位的国际生可
直接申请。

音乐课程的申请者请通过英国音乐学院招生服务
(CUKAS)提交申请，网址www.cukas.ac.uk。我
们CUKAS的代码是B34。你可通过访问我们的网
站 www.bcu.ac.uk/pme/conservatoire 获得面试指
导。

请通过我们的网站申请表演专业本科课程和预科课
程。更多关于申请的指导和信息，请访问  
www.bcu.ac.uk/pme/school-of-acting。

硕士课程

你可以直接向我们申请研究生课程。虽然在开课前
提交申请的学生都会予以考虑，但还是建议你能提
前申请，以便你有足够的时间来安排你的签证、住
宿和其他事务。

申请材料清单

在你提交申请前，请确保你已准备好以下材料：

• 填写完整的伯明翰城市大学申请表并署名
• 所有课程成绩单和证书复印件 

（包含他们的盖章翻译件或者公证书）
• 两封推荐信
• 个人陈述
• 部分研究型硕士和博士课程还需要提交一份研

究计划。
• 你护照ID页和所有入境盖章的复印件。
• 如有在国外学习经历的，请将你护照的签证页

一并扫描给我们。
• 你的英语资格证书（如雅思、培生成绩单）

*申请表可在： 
http://www.bcuchina.cn/Download.aspx   
中国区官网下载中心下载

大部分申请伯明翰艺术设计学院课程的学生需要提
供一份作品集。申请表演和音乐课程要求面试。

更多关于申请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bcu.ac.uk/international/apply
邮箱: bcuinternational@enquiries.uk.com
或电话: +44 (0) 121 331 6714.

*请注意你的申请材料及作品集需要以PDF格式的文
件提交给我们并控制其大小，申请材料需要控制在
大小5MB以下，作品集需要控制在10MB以下。

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学院

如需进一步了解关于所有课程、招生要求和费用，
你可以咨询BCUIC:

伯明翰城市大学BCUIC 
Bournville Campus
Linden Road, Birmingham,
B30 2AE
United Kingdom
T: +44 (0) 121 331 5791
E: info@bcuic.bcu.ac.uk
www.bcu.ac.uk/bcu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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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课程一览
Faculty of Business, Law and Social Sciences -BLSS

法律社会科学与商学院BLSS

伯明翰城市大学商学院
预科
HND Business and Management商务与管理

本科
• BA (Hons) Accountancy 会计
• BA (Hons) Accountancy and Business  

会计与商务
• BA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会计与金融
• BA (Hons) Business 商务
• BA (Hon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op-Up)  

商务管理（专升本）
• BA (Hons) Business and Economics 商务与经济
• BA (Hons) Business and Finance 商务与金融
• BA (Hons) Business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商务和人力资源管理
• BA (Hon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商务和管理
• BA (Hons) Business and Marketing  

商务与市场营销
• BA (Hons) Business Management (Level 6 

Top-Up by online learning)  
商务管理（6级 专升本 网络课程）

• BA (Hons) Economics and Finance  
经济与金融

• BA (Hon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op-up)  
国际商务 （专升本）

• BA (Hons) International Finance (Top-up)  
国际金融 （专升本）

• BA (Hons)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Top-up)  
国际市场营销 （专升本）

• BA (Hons) Marketing 市场营销
• BA (Hons) Marketing, 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 市场营销、广告和公共关系

研究生
ACCA (full-time only)  ACCA（仅全日制）
• MBA International 国际工商管理硕士
• MSc Accountancy and Finance (ACCA 

Pathway) 会计与金融 （ACCA方向）
• MSc Accountancy and Finance (CIMA 

Pathway) 会计与金融 （CIMA方向）
• MSc Accountancy and Finance (Generic 

Pathway) 会计与金融 （一般方向）
• MSc Audit Management and Consultancy  

审计管理与咨询
• MSc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IPD)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CIPD）

• MSc Leadership and Organisational 
Management 领导力与组织管理

• MSc Management and Finance 管理与金融
• MSc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管理与国际商务
• MSc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管理与市场营销
• MBA International 国际工商管理

跨学科研究生课程  
• MA Arts and Project Management*  

艺术项目管理
• MSc Data Analytics and Management*  

数据分析与管理
• MA Design Innovation Management*  

设计创新管理
• MA Fashion Management* 时尚管理
• MA Fashion Media Management*  

时尚媒体管理
• MA Fashion Retail Management*  

时尚零售管理
• MA Global Education Management*  

全球教育管理
• MA Global Media Management*  

全球媒体管理
• MA Global Media Management (Advertising 

Industry)* 全球媒体管理（广告产业）
• MA Global Media Management (The Music 

Business)* 全球媒体管理（音乐商业）
• MA Global Media Management (The News 

Business)* 全球媒体管理（新闻商业）
• MA Luxury Brand Management* 奢侈品牌管理
• MA Luxury Jewellery Management*  

奢侈珠宝管理
• MA Luxury Product Management*  

奢侈产品管理
• MSc Oil and Gas Management*  

石油与天然气管理
• MA Textile Management* 纺织品管理

研究型课程
• DBA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商务管理
• MPhil/PhD Business 商务研究型硕士/博士



31
BCU.AC.UK 

Faculty of Arts, Design and Media -  ADM
伯明翰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ADM

法学学院
预科
• HND Legal Studies 法律研究
本科
• LLB (Hons) Law 法学学士
• LLB (Hons) Law Graduate Entry (2 years)  

法学士研究生院（2年）
• LLB (Hons) Law with American Legal Studies 

法学与美国法律研究 
• LLB (Hons) Law with Business Law 商法
• LLB (Hons) Law with Criminology 刑法
• LLB (Hons) Law four-year accredited by the 

Bar Council of India (Indian nationals only)印
度律师理事会四年认证（仅限印度籍学生申请）

研究生 
• Graduate Diploma in Law (GDL)  

法律文凭课程
• LLM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国际商法
• LLM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国际人权
• PgDip Legal Practice (LPC)  

实用法律硕士文凭课程

研究型课程 
MPhil/PhD (Law) 研究型硕士/博士（法学） 

社会科学学院
本科
• BA (Hons) Criminology犯罪学
• BA (Hons) Criminology, Policing and 

Investigation 犯罪、治安与侦查
• BA (Hons) Criminology and Security Studies 

犯罪与安全研究
• BSc (Hons) Psychology 心理学
• BSc (Hons) Psychology and Criminology  

心理学和犯罪学
• BSc (Hons)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心理学和社会学
• BA (Hons) Public Sociology 公共社会学
• BA (Hons) Sociology 社会学
• BA (Hons) Sociology and Criminology  

社会学与犯罪学

研究生
• MA Criminology 犯罪学
• MSc Forensic Psychology 法医心理学
• Grad Dip Psychology 心理学 

研究型课程
• MPhil/PhD (Social Sciences)  

研究型硕士/博士 （社会科学）

伯明翰建筑学院
本科
• BA (Hons) Architecture (RIBA Part 1 

Exemption) 建筑 
• BA (Hon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景观建筑

研究生
• MArch  Architecture (RIBA Part 2 Exemption) 

建筑 
• MA Conservation of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历史环境保护
• GradDip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景观建筑  文凭课程
• MA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景观建筑
• MA Zero Carbon Architecture and Retrofit 

Design 零碳建筑与改进设计
 

美术学院
预科
• BTEC Level 3 Foundation Diploma in Art and 

Design 艺术设计预科-BTEC 3
• BTEC HND Fine Art 美术
• 
本科
• BA (Hons) Fine Art 美术
• BA (Hons) Art and Design 艺术设计

研究生
• MA Art and Design 艺术设计
• MA Arts and Education 艺术与教育
• MA Arts and Project Management  

艺术与项目管理
• MA Arts Practice and Education  

艺术实践与教育
• MA Contemporary Curatorial Practice  

当代艺术活动策划实践
• MA Fine Art 美术
• MA History of Art and Design  

艺术与设计历史
• MA Media Arts Philosophy Practice  

媒体艺术与哲学实践
• MA Queer Studies in Arts and Culture  

酷儿艺术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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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纺织和三维设计学院
本科
• BA (Hons) 3D Designer Maker 三维设计制作
• BA (Hons) Design Management (top up) 

设计管理（专升本）
• BA (Hons) Fashion Design 时装设计
• BA (Hons) Fashion Design with Design for 

Performance 时装设计（演出服装设计）
• BA (Hons) Fashion Design with Fashion 

Accessories 时装设计（时尚配饰）
• BA (Hons) Fashion Design with Fashion 

Communication 时装设计（时尚传播）
• BA (Hons) Fashion Design with Garment 

Technology  时装设计（服装技术）
• BA (Hons) Fashion Retail Management  

时装零售管理
• BA (Hons) Furniture and Lifestyle Products 

家具和生活用品
• BA (Hons) Interior Design 室内设计
• BA (Hons) Product Design 产品设计
• BA (Hons) Textile Design 纺织品设计
• BA (Hons) Textile Design (Constructed 

Textiles) 纺织品设计（纺织品结构）
• BA (Hons) Textile Design (Embroidery)  

纺织品设计 （刺绣）
• BA (Hons) Textile Design (Printed Textiles 

and Surface Design)  
纺织品设计 （印刷纺织品和外观设计）

• BA (Hons) Textile Design (Retail 
Management) 纺织品设计 (零售管理）

研究生
• MA Design and Visualisation  

设计和视觉艺术
• MA Design Management 设计管理
• PgCert/PgDip/MA Fashion Accessory 

Design 时尚配饰设计
• MA Fashion Design 时尚设计
• MA Fashion Promotion 时尚推广
• MA Fashion Styling 时尚风格
• MA Interior Design 室内设计
• MA Product Design 产品设计
• MA Surface Design 外观设计
• MA Textile Design 纺织品设计

珠宝学院
预科
• BTEC HND Jewellery and Silversmithing 珠

宝首饰和贵重金属首饰
本科
• BSc Gemmology and Jewellery Studies 

(subject to validation)  
宝石学与珠宝学（开课有待确认）

• BA (Hons) Horology 钟表
• BA (Hons) Jewellery and Silversmithing - 

Design for Industry  
珠宝首饰和贵重金属首饰-工业设计

• BA (Hons) Jewellery Design and Related 
Products 珠宝和相关产品设计

研究生
• MA Jewellery, Silversmithing and Related 

Products 珠宝首饰和贵重金属首饰
• Grad Cert Jewellery, Silversmithing and 

Related Products 珠宝首饰和贵重金属首饰

视觉传达学院
本科
• BA (Hons) Theatre Performance and Event 

Design 剧院表演和活动设计
• BA (Hons) Visual Communication 视觉传达
• BA (Hons) Visual Communication (Film and 

Animation) 视觉传达（电影和动画）
• BA (Hons) Visual Communication (Graphic 

Communication) 视觉传达（平面设计传达）
• BA (Hons) Visual Communication 

(Illustration) 视觉传达 （插画)
• BA (Hons) Visual Communication 

(Photography) 视觉传达(摄影）

研究生
• MA Visual Communication 视觉传达
• MA Visual Communication (Animation 

and Moving Image)  
视觉传达（动画与移动图像）

• MA Visual Communication (Creative 
Advertising) 视觉传达（创意广告）

• MA Visual Communication (Graphic 
Design) 视觉传达（平面设计）

• MA Visual Communication (Illustration)  
视觉传达（插画）

• MA Visual Communication (Illustration: 
Narrative and Sequence)  
视觉传达（插画：叙述与顺序）

• MA Visual Communication (Multimedia 
Design) 视觉传达（多媒体设计）

• MA Visual Communication (Photography) 
视觉传达（摄影）

• MA Visual Communication (Photography: 
Documentary Practice)  
视觉传达（文献实践）

• MA Visual Communication (Scenography) 
视觉传达（透视法）

• MA Visual Communication (Typographic 
Practice) 视觉传达（印刷实践）

• MA Visual Communication (Visual Identity 
and Branding) 视觉传达（视觉识别与品牌）

Faculty of Arts, Design and Media -  ADM
伯明翰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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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学院
本科生
• BA (Hons)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Digital 

Art) 娱乐互动（数字媒体）
• BSc (Hons)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Digital 

Marketing) 娱乐互动（数字市场）
• BSc (Hons)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Games 

Development)  
娱乐互动（游戏发展）

• BA (Hon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媒体与传播

• BA (Hon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Event 
and Exhibition Industries)  
媒体与传播（活动与会展方向）

• BA (Hon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媒体与传播（新闻方向）

• BA (Hon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Media Photography)  
媒体与传播（媒体摄影方向）

• BA (Hon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Music Industries)  
媒体与传播（音乐产业方向）

• BA (Hon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New 
Media) 媒体与传播（新媒体方向）

• BA (Hon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Public Relations)  
媒体与传播（公共关系方向）

• BA (Hon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adio) 媒体与传播（广播方向）

• BA (Hon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Television) 媒体与传播（电视方向）

• BA (Hons) Music Business  音乐商务

研究生
• PgDip Broadcast Journalism  

研究生文凭  广播新闻
• MA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Cultural Policy 创

新产业和文化政策
• MA Events and Exhibition Management  

活动与会展管理
• MA Film Distribution and Marketing  

电影发行与市场
• MA Freelance Photography 自由摄影
• MA Freelancing and Journalism Enterprise 自

由职业者和新闻企业
• MA Future Media 文学硕士 未来媒体 
• MSc Future Media 理科硕士 未来媒体
• MA International Broadcast Journalism  

国际广播新闻
• MA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国际新闻
• MA Jazz Studies 爵士研究
• MA Media and Creative Enterprise  

媒体与创意企业
• MA Music Heritage 音乐遗产
• MA Music Industries 音乐产业
• MA Music Radio 音乐广播
• MA Online Journalism 在线新闻
• MA Public Relations 公共关系
• MA Radio and Audio Production  

广播与声音制作

• MA Screen Studies 荧屏研究
• MA Screen Studies with Production  

荧屏研究与制作
• MA Social Media 社会媒体
• MA Television Production 电视制作
• MSc Video Game Development (Gamer 

Camp: Pro)  
视频游戏发展（玩家训练营：专业）

• MA Video Game Development (Gamer 
Camp: Pro) 视频游戏发展（玩家训练营：专业）

• MSc Video Game Enterprise and Production 
(Gamer Camp: Biz)  
视频游戏企业与产品 （玩家训练营；商务）

研究型课程
• MPhil/PhD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研究型硕士/博士 媒体与文化研究 

伯明翰表演学院
预科
• Foundation Acting 表演预科

本科
• BA (Hons) Acting 表演
• BA (Hons) Applied Performance (Community 

and Education) 
• 应用表演（团体与教育）
• BA (Hons) Stage Management 舞台管

研究生
• MA Acting 表演
• MFA Acting: The British Tradition (subject to 

validation)英国传统表演（开课有待确认）
• MA Professional Voice Practice  

专业语音练习

伯明翰音乐学院
预科
• HND Popular Music Practice 流行音乐实践

本科
• BMus (Hons) 音乐学士
• BMus (Hons) Jazz 爵士
• BSc (Hons) Music Technology (run jointly with 

the School of Digital 音乐技术（与数字媒体
• Media Technology) 学院共同教学）
• BMus Popular Music 流行音乐

研究生
• MMus/ PgDip Composition 作曲
• MMus/ PgDip Conducting (Choral or 

Orchestral) 指挥（合唱和管弦乐）
• MMus/ PgDip Jazz (Performance or 

Composition) 爵士（表演与作曲）
• MMus/ PgDip Instrumental Performance 乐器

表演
• PgCert Music 音乐
• MMus Music Technology 音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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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技术学院 

本科
• BSc (Hons) Digital Broadcast Technology 

数字传播技术
• BSc (Hons)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数字媒体技术
• BSc (Hons) Film Production Technology  

电影产品技术
• BSc (Hons) Film Technology and Visual 

Effects 电影技术与视觉效果
• BSc (Hons) Music Technology (run jointly 

with  音乐技术（与音乐学院共同教学）
• Birmingham Conservatoire)
• BSc (Hons) Sound Engineering and 

Production 音响工程与产品

研究生
• MSc Digital Broadcast Technology  

数字传播技术

研究型课程
• MPhil/PhD 研究型硕士/博士

伯明翰建筑环境学院
预科
• HNC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建筑服务工程
• HNC Construction 结构

本科
• BSc (Hons)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建筑技术
• BSc (Hons) Building Surveying建筑测量
• BSc (Hon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建筑管理
• BSc (Hons)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规划、环境和开发
• BSc (Hons) Quantity Surveying 工料测量
• BSc (Hons) Real Estate 房地产

研究生
• MSc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建筑项目管理
• MA Environmental and Spatial Planning  

环境和空间规划
• MSc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环境可持续发展
• MSc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环境可持续发展（设计与建筑）

• MSc Integrated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综合设计与建筑管理

• MSc Real Estate Management 房地产管理

研究型课程 
• MPhil/PhD 研究型硕士/博士

• MMus Musicology 音乐学
• MMus/ PgDip Orchestral Performance 

(Strings) 管弦乐表演（弦乐器）
• MMus Performance and Pedagogy 表演与

教育学
• AdvPgDip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专业

表演MMus/ PgDip Vocal Performance 声乐
表演

研究型课程
• MPhil/PhD 研究型硕士/博士

英语学院
本科
• BA (Hons) Creative Writing with English  

英语创意写作
• BA (Hons) English 英语
• BA (Hons) English and Creative Writing  

英语和创意写作

• BA (Hons) English and Drama 英语和戏剧
• BA (Hons) English and Media 英语和传媒
• BA (Hons) English Language with English 

Literature 英语文学语言研究
• BA (Hons) English Literature 英语文学
• BA (Hons) English Literature with English 

Language Studies 英语文学中的英语语言研
究

• BA (Hons) English Literature and English 
Language Studies 英语文学与英语语言研究

研究生
• MA English Linguistics (Distance Learning) 

英语语言学（远程学习）
• MA Writing 写作

研究型课程
• MPhil/PhD English 研究型硕士/博士 英语
• MPhil/PhD Creative Writing  

研究型硕士/博士 创意写作
• MPhil/PhD Philosophy 研究型硕士/博士 哲学

Faculty of Computing, Engineer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 CEBE

计算机、工程与环境学院 C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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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电信和网络学院
预科
• FdSc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信息和通讯技术

本科
• BSc (Hons) Busin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商业信息技术
• BSc (Hons) Computer Games Technology 

计算机游戏技术
• BSc (Hons) Computer Networks 计算机网络
• BSc (Hons) Computer Networks and 

Security 计算机网络与安全
• BSc (Hons)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
• MEng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电子工程
• BSc (Hons) Forensic Computing  

法医计算机学
• BSc (Hon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信息与通讯技术

研究生
• MSc Business Computing 商务计算机
• MSc Business Intelligence 商务智能
• MSc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
• MSc Computing 计算机
• MSc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
• MSc Data Networks and Security  

数据网络与安全
• MSc Data Networks and Security + CCNP 

数据网络与安全+CCNP
• MSc Telecommunications (Distance 

Learning) 电信（远程学习）

研究型课程
• MPhil/PhD 研究型硕士/博士

工程、设计与生产系统学院
预科
• BEng (Hons) Automotive Engineering  

汽车工程
• BEng (Hon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本科
• BEng (Hons) Automotive Engineering  

汽车工程
• MEng Automotive Engineering 汽车工程
• BEng (Hon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 ME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 BSc (Hons) Motorsports Technology  

引擎技术

研究生
• MSc Automotive Calibration and Control 

汽车标准化与控制
• MSc Automotive Engineering 汽车工程
• MSc Enterprise Systems Integration with 

SAP HANA Certification  
企业系统集成与SAP HANA认证

• MSc Enterprise Systems Management  
企业系统管理

• MSc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Distance Learning)  
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远程课程）

• MSc Inter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Distance Learning)  
国际项目管理（远程课程）

• MSc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 MSc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 MSc Project Management 项目管理
• MSc Quality Management 质量管理

研究型课程
• MPhil/PhD 研究型硕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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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
预科
• FdA Early Years 幼儿早教

本科
• BA (Hons) Children and Integrated Prof 

Care 儿童及综合专业护理
• BA (Hon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tudies 幼儿教育研究
• BA (Hon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tudies (Top-up) 幼儿教育研究（专升本）
• BA (Hons) Primary Education with QTS  

小学教育

研究生
• MA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国际教育
• PGCE Post-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后续义务教育与培训
• PGCE Primary and Early Years  

小学和早期教育
• PGCE Secondary Art and Design  

中学艺术与设计
• PGCE Secondary Design and Technology 

(Food and Textiles)  
中学艺术与技术（食品和纺织）

• PGCE Secondary Drama 中学戏剧
• PGCE Secondary Mathematics 中学数学
• PGCE Secondary Music 中学音乐
• PGCE Secondary Science with Chemistry 

中学科学与化学
• PGCE Secondary Science with Physics  

中学科学与物理

研究型课程
• MPhil/PhD (Education)  

研究型硕士/博士（教育学）

健康学院
本科
• Preparation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Faculty of Health  
健康学院国际学生预备课程

• 
• BSc (Hons) Dimensions in Healthcare  

(top up) 医疗规范（专升本）
• BSc (Hons) Health and Wellbeing - 

Nutrition Science 健康与康复（营养学）
• BSc (Hons) Professional Studies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online top-up degree) 
• 健康与社会护理专业研究（网上专升本）
• BSc (Hons) Public Health 公共健康

研究生
• MSc Health and Social Care  

健康与社会保健
• MSc Public Health 公共健康
• MSc Pain Management 疼痛管理

Faculty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Life Sciences – HELS
健康、教育生命科学学院 H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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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我们？

伯明翰是英国的铁路公路枢纽，交通便利。

伯明翰新街火车站和伯明翰国际车站让这个城市成
为主要铁路干线上的站点。伯明翰又是英国的国家
公路运输网络中心，直接连接500多个目的站点。

伯明翰同时也是航空枢纽，伯明翰国际机场正致力
于提供覆盖全世界的航班。

你可以轻松使用公交和铁路系统到达伯明翰以及我
们大学的各个校区。
更多关于如何到达伯明翰城市大学各校区，请访问 
www.bcu.ac.uk.

残疾人士须知
伯明翰城市大学欢迎所有残疾和行动不便的学生，
努力使大学的设施方便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我们尽
力让有残疾的学生得到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的
残疾人服务致力服务于每个残疾学生或在大学学习
时间中需要帮助的学生，无论他是物理性、感知性
或隐藏性残疾、精神健康困难或特殊学习困难。为
帮助你们计划或安排大学生活，我们有一系列的服
务和设备以确保便于你们的使用。
在伯明翰城市大学，我们觉得你能告诉我们你的残
疾状况和你可能需要的服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
为您的残疾信息透露是非常积极的一步，因为只有
我们意识到你的残疾状况，我们就可以尽可能的支
持你的个人需求。
如果你需要这方面的帮助，请联系：
电话: 0044 (0) 213315128，
电子邮件: disability@bcu.ac.uk 

公平的机会 

伯明翰城市大学一向遵循机会平等。大学的政策和
行为准则是设法给学生，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提供
一个不受歧视的环境。大学及其工作人员将确保所
有的学生的待遇完全一致。

大学将竭力制止任何种族、肤色、人种、国籍、宗
教信仰、性别、性取向、残疾、年龄、婚姻状况、
家庭情况、公民社会和经济地位或任何其他的歧
视。如需详细了解大学的关于公平机会和政策，请
访问 www.bcu.ac.uk. 

法律解释权
此信息仅作为介绍大学课程，费用及设施的一般性
宣传指南。该指南不构成你与大学之间的合同关
系。我们尽力提供该指南所描述的课程和学费标
准，但大学不能保证提供的所有课程或费用或设施
都按该指南所描述的。由于这些可能性无法预知，
大学有权更改或取消课程。
我们强烈建议即将入学的学生与有关学院保持联
系，以获取最新的课程资料。关于更多的法律解
释，请登录 www.bcu.ac.uk/mis/legal.html.

文化遗产声明
我们对于伯明翰以及周边城市的教育贡献可以追溯
到160多年前。我们在1992年以中央英格兰大学的
名义获得了大学资质，并于2007年正式更名为伯明
翰城市大学，这反映了我们对这个城市的至诚与自
豪。



38
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生指南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GUIDE

LEEDS

GLASGOW
EDINBURGH

MANCHESTER

LONDON
CARDIFF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BELFAST

A

B

C

D
E

1

2

3
4

5

6

7

Campuses

1  City North Campus
2  School of Jewellery
3  School of Art Margaret St
4  Birmingham Conservatoire
5  International College (BCUIC)
6  City South Campus
7  City Centre Campus

Halls of residence

A  The Coppice and Oscott Gardens
B  Westbourne Campus 
C  Opal 1 
D  Jennens Court
E  Unite Curzon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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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伯明翰城市大学国际办公室
International Office
City Center Campus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Perry Barr, Birmingham
B42 2SU, UK
Fax: +44 (0) 121 331 6314
E: bcuinternational@enquiries.uk.com
Tel: +44 (0) 121 331 6714
W: www.bcu.ac.uk
      www.bcu.ac.uk/international
 

伯明翰城市大学中国代表处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企业天地一号1569室
邮编：200021
电话: 上海(华南): 021-6122117；6122118 (咨询电话)     
      021-61221118 (合作热线)
       北京(华北): 010-57454005；133-6634-3204 
邮箱：application@bcuchina.cn
网址：www.bcuchina.cn
QQ: 2413605697
微信号：BCUofficial
微博：http://weibo.com/bcu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