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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所大学也许是您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我非常高兴赫瑞·瓦特大学能成为您考虑的选择。

我非常高兴地欢迎您来到赫瑞·瓦特大学。 

选择一所大学或许是您一生中最重要的决

定之一。我希望您能感受到赫瑞·瓦特大

学独一无二的学习环境，这里为您提供了

最好的学习机会、教学设施、住宿条件和

社交生活。

对英国的工商界来说，赫瑞·瓦特大学是

英国顶尖的大学之一，以其创新的教育理

念和专业精神，以及引导前沿的研究而久

负盛名。自建校以来，大学一直秉承追求

卓越的传统，把培养未来的思想家和专家

型人才作为大学的办学宗旨。作为一所顶

尖的技术和商科类大学，我们开设了一系

列独具特色的课程，覆盖科学、工程、设

计、商务、和语言等多个学术领域。

赫瑞·瓦特大学在注重高水平学习质量的

同时，还提供各种满足学生运动、社交和

文化等方面需求的设施。我们大学是一所

校园大学，临近爱丁堡 - 英国最美的城

市之一，拥有校园大学的所有特色。爱丁

堡主校区距这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首府城

市仅需较短的车程便可抵达。

申请入读赫瑞·瓦特大学，您将获得在苏

格兰最国际化大学学习的机会。我们的国

际社区由来自苏格兰、英国其它地区，以

及全世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学生组成。

我们坚信您在赫瑞·瓦特大学的时光不仅

是接受学术教育，社会现实的教育，培养

团队精神，还能结识一辈子的好朋友。

我们为您营造的研究带动教学的学习环境

能让您及时了解到所修专业领域最尖端的

知识和最新发展。我们关注学生的学习和

校长致辞

     Anton Muscatelli 教授 

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 

英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院士 
赫瑞·瓦特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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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确保他们能够顺利进入到一个更广

阔的世界并从事自己心仪的工作。我们在

帮助学生掌握未来职场生涯所需要的各

种技能和知识上的确赫赫有名，我们也

专注于这样的角色。我们教授能面对未

来现实世界挑战的课程，并通过创新的

教学模式和运用先进的科技传授给我们

的学生。

总而言之，我们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一个

充满关爱的学习环境。

我们的学生服务团队和我们的教师都竭

力为您提供一个友好、热情和包容的氛

围。我们还有一个活跃的学生会，在这

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并提供一系列

互补的服务。

我希望这本手册能为您提供充分的信

息，帮助您下决心申请赫瑞·瓦特大

学。如果您选择在这里求学，您会发现

您的学习经历不但积极向上和学有所

成，更能享受一种激发灵感和充满乐

趣的求学生活。 

关于国际学习中心
赫瑞·瓦特大学国际学习中心为国际学生

提供了一个直接升入本科和硕士课程的途

径。此课程将学术课程，学习技巧和英语

语言课程结合起来，帮助学生迎接学位课

程学习中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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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式的热情好客，与苏格兰式的教育体系，是当今

世界高度认同的黄金组合。或许正因为如此，赫瑞·瓦

特大学是英国这块学习圣地中最具文化多样性、社会活

力与安定和谐的教育中心之一。

我们以赫瑞·瓦特大学是英国第八所最古

老的大学而自豪。赫瑞·瓦特大学始创于

1821年，因纪念十六世纪英国国王詹姆

士的财务官乔治赫尔和十八世纪伟大的发

明家和工程师詹姆士瓦特而得名。

我们的学生
大学不仅仅是教书育人和发明创造这个传

统模式的一部分，而且是能让全人类获得

更高素质的教育。 

我们素来有欢迎国际学生的优良传统。目

前在赫瑞·瓦特大学的苏格兰校区共有大

约七千名在校学生，其中的31%来自包括

挪威、中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

法国、德国、西班牙、墨西哥和希腊在内

的多个国家，使大学成为英国最国际化的

大学之一。

大学国际化的办学理念营造了一个国际

大都市下的学习环境─大约一万零五百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正在修读我们的

国际课程。 

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率也保持着良好的记

录，一直以来都在英国平均水平以上。

苏 格 兰 的 国 际 大 学

学习和生活
赫瑞·瓦特大学确保学生能够顺利进入

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并从事自己心仪的

工作。

赫瑞·瓦特大学为学习和尖端研究提供了

一流的环境。大学在科学、工程、商业

管理、语言以及纺织设计领域上享誉全

球。赫瑞·瓦特大学还与工商界保持了无

可比拟的紧密联系。

赫瑞·瓦特大学通过提供高等教育和学

术研究，对苏格兰社会、文化和经济环

境的形成肩负集地方、国家和国际于一

身的责任。 

大学因一直为工商界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发

赫瑞·瓦特大学

展提供众多解决方案而闻名。在这样一

个充满建设性和积极性的学术环境中学

习，会帮助学生在现实世界中所有作为。

有用的建议
虽然背井离乡求学异国会是一次激动人心

的经历，但我们明白您也会感到焦虑和担

忧。在您到达前，您可以联系我们认可的

教育代理或入学顾问，他们将十分乐意帮

助您解决您遇到的任何问题和困难。我们

致力于为您在赫瑞·瓦特大学提供一段充

满成就感和愉悦的学习时光。 

多样化和平等
赫瑞·瓦特大学欢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

学生。我们营造一种海纳百川的学术和社

交氛围。除了专门为国际学生提供的服务

外，我们还有专门的种族多样化和平等促

进团队为建立良好的种族关系和促进所有

学生获得均等的机会而努力。 

为什么选择赫瑞·瓦特大学？
•	 向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支持 － 赫瑞· 

瓦特大学获得“苏格兰大学杰出国际

贡献奖”，并进入2008年度英国泰晤

士高等教育奖的“国际学生杰出支持

奖”最终甄选。

•	 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享受一流的

工作和生活环境。大学花园般美丽的

校园临近爱丁堡的历史中心。

•	 学到能面对现实世界挑战的实用知识

和技能。

•	 在这里求学，您能体验到校园之小，

更能体验到大学对世界影响之大。

•	 大学在科学、商业、工程和纺织品设

计领域享有国际美誉。

•	 这是一个服务于工商界，并拥有领先

科研和倡导创新教学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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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习中心(ISC)帮助国际学生通过大学本科证书课程直

接入读赫瑞·瓦特大学二年级学位课程，通过硕士预科课

程帮助国际学生直接入读硕士课程，为国际学生提供进入

重点学科领域学习的多种途径，学生还能充分使用大学的

教学和社会生活设施。

大学校园	  
国际学习中心位于爱丁堡校区一幢现代

化，设施完善的教学楼。从在这里的第一

天开始，您就是大学的一员了。

学位课程的专业准备
赫瑞·瓦特大学本科证书课程专为国际学

生量身制定。这个课程结合学术知识、学

习技巧及英语培训，为学生进入学位课程

大学二年级提供了最佳的途径。 

使用全部大学设施
国际学习中心的学生可以使用大学内全部

教学及社会生活设施。学生还可以加入学

生会，参加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

灵活的入学时间
根据您的英语水平，您可以入读在9月
或者1月开学的本科证书课程，或是入

读9月，1月或4月开学的硕士预科课程，您

将在下一年度的9月入读相应的学位课程。 

直接升读大学二年级学位课程 
入读本科证书课程的学生会获得大学学位

课程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 

入学后不久，我们会帮助您确定您希望升

读的学位课程。一旦您顺利完成课程，并

达到入学要求，即可直接升入您期盼的学

位课程二年级继续学习。

个性化监督和支持
本科证书课程由赫瑞·瓦特大学认证，由

大学准备课程的专家执教。我们会全程监

督您的学习进度，确保您顺利完成课程。

您会从我们对包括考试和作业在内的定期

评审中获益良多。  

大学教学方式
本科证书课程和硕士预科课程将使您体

验到升入大学后的教学方式，包括辅导

课，研讨班和大型讲座。

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希望国际学习中心课程的学生必须取得雅

思5.0。在学术课程开始前，如果您需要

额外英语培训，可以参加国际学习中心开

设的英语语言准备课程(ELP)。

该英语语言准备课程有助于提高您的英语

水平至雅思5.0。

如果您的雅思水平只有4.0，需要进行至

少一个学期的英语语言培训。如果您的雅

思水平只有3.0，则需要两个学期的英语

语言培训。

ELP 学费：	每学期£3,000 
开学时间:  
一学期ELP  (入读要求：雅思 4.0)

•	 2009年6月。衔接2009年9月开学课程

•	 2009年9月。衔接2010年1月开学课程

•	 2010年6月*。衔接2010年9月开学课

程

两学期 ELP (入读要求：雅思 3.0)
•	 2009年6月。衔接2010年1月开学课程

•	 2010年1月*。衔接2010年9月开学课

程

•	 2010年4月*。衔接2010年9月开学课

程

国际学习中心

本科证书课程详情请参见第十九页至第二

十六页。 
硕士预科课程详情请参见第二十九页至第

四十页。

* 请注意从2010年1月开始 ELP 课程学费有可能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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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勃勃的苏格兰首府：爱丁堡
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是苏格兰的第二大城

市，位于苏格兰东海岸。

爱丁堡从1437年开始就是苏格兰首府，如

今再一次成为苏格兰议会所在地。爱丁堡

曾是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几个主要中

心之一。1995年，爱丁堡的古堡和新城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爱丁堡每年都会举行爱丁堡艺术节，这是

世界上最大的表演艺术节。王子街的除夕

夜倒计时活动也声名远播。在国际艺术节

期间，城市人口是平日的两倍。

JK罗琳(哈利波特系列作者)、伊恩兰金、埃

文威尔士(赫瑞瓦特大学毕业生)，以及亚历

山大·迈克柯尔·史密施等这些当代文学

巨匠，将爱丁堡的文学传统完整地传承并

发扬广大。这也是爱丁堡获得世界上首个

文学城市称号的原因。

爱丁堡从来都少不了科学和发现，它们

时时都在阐释着这座城市的定义。一些

世界上最畅销的视频游戏作品，比如由

Rockstar Games 公司制作的侠盗猎车，就

是在爱丁堡研发出来的。 

爱丁堡也是一座运动之城－拥有两支

苏格兰超级联赛球队，在Meadowbank
体育场的比赛，英联邦游泳池游泳比

赛，Murrayfield体育场上的世界顶级橄

榄球赛，Hillend滑雪场的滑雪和滑板, 

Ratho探险中心的攀岩，以及许多一流的

高尔夫俱乐部。但对众多体育运动迷们

来说，这只是爱丁堡运动魅力的一部分

而已。 

王子街 － 爱丁堡的主要街道，将爱丁堡

分为新城和旧城两部分。古城堡下王子街

花园花团锦簇，与附近林立的精致建筑隔

街相望。

喜欢夜生活的人一定不会对爱丁堡失

望。这里的五万多名学生中有至少五千

名国际学生，使市中心的夜生活成为独

具欧洲风情的学生夜生活。旧城深处的

Grassmarket和Cowgate都是学生经常光

顾的地方。 

穿梭于城市之中，您会发现这里有各种风

格的酒吧、俱乐部和餐馆。即使有最不同

寻常需求的顾客，也能在这里找到心仪的

去处。按人口比例计算的话，爱丁堡的餐

馆数量超过了伦敦。城市里举行的新年庆

祝活动，包括欧洲最盛大的街头派头和除

夕夜倒计时，非得亲身经历，方能体会到

其中的壮观和感动。

进出爱丁堡的直达航班不断增加，得益

于这座城市逐渐成为欧洲主要的金融、

商业、文化和旅游中心。大学离机场很

近，仅需十分钟的车程。爱丁堡的直达

航班能飞往世界主要城市，包括伦敦(只

需一小时)，阿姆斯特丹，巴黎，法兰克

福，布鲁塞尔，瑞士和纽约等等。

国际学习中心为您提供一个探索欧洲最热情、最

激动人心城市的绝佳机会。

适合工作和生活的魅力都市

爱丁堡

令人骄傲的爱丁堡
•	 爱丁堡人口超过四十五万。每年八

月的节庆活动月期间，人口超过一

百万。

•	 每年举行的世界上最盛大的街头派队

是爱丁堡跨年活动的一部分。

•	 爱丁堡在金融、科研、技术及专业服

务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	 根据苏格兰行政院2005年的报告，爱

丁堡是伦敦以外英国最繁华的城市。

•	 爱丁堡在过去六年获得超过十项英国

最佳城市奖项。

•	 孤星 (Lonely Planet) 旅行指南将爱丁堡

列为世界上200个最有趣的、最具吸引

力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中的第21位。

•	 爱丁堡每年要接待来自英国各地三百

多万旅客，及一百多万海外旅客(根据

国家统计办公室的国际游客调查)。

•			爱丁堡古城堡是苏格兰最有吸引力的  

景致，每年吸引超过一百万名游客  

(根据2005年苏格兰旅游局报告) 。

曼彻斯特

赫瑞·瓦特大学

    伦敦

英格兰

英格兰

爱丁堡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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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院拥有令人惊叹的室内天文观测

舱，理疗与康复设施中心、六个欧足联

标准大小的足球场、运动科学与运动医

学中心。运动总会由学生组织并为学生

服务。目前已帮助过三十多个运动俱乐

部，涉及足球、击剑、雪上运动和水下运

动等众多体育项目。 

音乐
音乐为赫瑞·瓦特大学营造了一个不同的

氛围。校内音乐家的表演是大学内各种音

乐活动的一大亮点。加入一个音乐社团，

既是观众，又是表演者，与其他学生和员

工一起献唱或演奏乐器。大学音乐家们在

苏格兰各地的巡回表演，不仅提升了大学

的形象，提高自身的音乐水平，还能建立

与音乐界的联系。

根据不同的音乐爱好，大学内有多支

音乐团体，包括一支无伴奏学者合唱

团，Inchcolm新音乐合奏团，一支大学现

代音乐乐团，一支管弦乐队。当然，还有

他们的合唱和演奏表演。 

爱丁堡校区适合希望获得职业发展，拥有活跃的社会生活以及爱好运动的师

生。他们恰好身处英国最好，也是最具魅力的城市中的一座。 

郁郁葱葱的美丽校园及校内的相关设

施，能满足你所有的期望，无论是在学

术、社会、体育、文化、宗教、交通或

是健康上尽皆如此。学生会在这方面起

了重要的作用，大学的一系列相关服务部

门，包括住宿办公室，学生福利服务、国际

学生顾问、职业办公室、残疾人服务，健康

中心和教堂，都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

从大学到市中心有固定的班车，帮助你探

寻爱丁堡和周边地区更多的精彩。还有夜

班车，在晚上安全送您回家。

图书馆和计算机
图书馆工作人员将帮您寻找并教您使用课

程所需的相关资料。在您整个求学过程

中，图书馆的专业员工会帮您最有效的使

用图书馆。

图书馆长时间开放，为您提供充裕的时间

查阅需要的书籍、报刊以及其它学习需要

的资料。您还可以使用馆内联网计算机访

学习资源与教学设施

问大学订购的数据库、期刊以及其它网络

资源。如果你带上手提电脑，就能使用图

书馆提供的无线上网接入。

赫瑞·瓦特校园网可从校内各处包括各院

系，图书馆、计算机中心和部分校内宿舍

区通过计算机访问。所有爱丁堡校区的学

生宿舍以及其它指定区域都设有宽带网络

接口。 

学生会 
这里的大学生活不仅仅是获得一个学

位，还有精彩纷呈的学生生活。这便是

赫瑞·瓦特学生会的宗旨：帮助学生在

校期间获得最佳体验，随时来到学生身

边排忧解难。 

学生会由学生管理，为学生服务。各学

生工作组织部门都将此作为范例。学生

会成员由学生们选出，对学生会的运作

进行监管，确保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事

务上，能最大程度体现他们的意愿。因

赫瑞·瓦特大学爱丁堡校区

此，他们会寻求大学、国家学生总会及

媒体的帮助。 

学生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满足您

的社交需求。学生会认为学生的课外生活

对个人发展也同样重要。因此，他们成立

学生会，每周都组织丰富的娱乐节目，包

括现场音乐会、酒吧娱乐、喜剧表演，俱

乐部，酒吧，能提供上网服务的咖啡馆，

餐厅以及各种俱乐部的聚会。 

我们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学生会的工作

中来。我们拥有一大批学生志愿者帮忙解

决其他学生的福利问题，为学生新闻杂志

辑撰稿，举办娱乐聚会或是代表学生会参

与校务管理等等。此外，学生还有机会参

与各种运动俱乐部和学生社团。 

学生时代也许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

们将帮助您梦想成真。

体育设施	  
赫瑞·瓦特大学能够满足各种水平的运动

需求。即使您对体育活动只有一点点兴

趣，您也会喜欢那些一流的室内外体育

设施。 

教练团队会帮助您继续发展在体育爱好上

的雄心壮志，小至强身健体，大至作为校

队外出比赛，赢取国家甚至是国际体育比

赛的奖项。 

体育设施包括三个多功能体育馆，三个灯

光网球场、攀岩墙、壁球、Nautilus式健

身房、心血管训练室和体育课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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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轮椅行动的学生使用。这些卧室均

配有独立的厨房。大部分宿舍内安装了

全套专用设施，包括电话和网络接口，门

铃警示灯 (连接火警系统) ，还为有听力

障碍的学生准备的振动枕头。此外，所

有房间均设有报警拉绳。 

学生宿舍的参考价格请见第42页。欲知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hw.ac.uk/iscisit  
www.hw.ac.uk/isc

注: 学校同时向学生提供私人的校外

宿舍。

所有学生在入学第一年都能获得入住安全舒适的大学宿舍的保证。

校园生活

赫瑞·瓦特大学各校区均为您提供了多种

安全而又舒适的住宿选择。

所有新入学的本科学生,只要在住宿安排

截止日期之前提出申请,便一定能够得到

宿舍。爱丁堡校区的学生宿舍位置非常

便利，十分靠近教学区、健身中心或是

学生会的夜间活动场所以及其它您需要

的各种设施。

宿舍内设施完善，能满足学生所有的需

要──提供膳食或自炊式的学生宿舍或

公寓。您可以拥有单独的卧室，其中大

部分都配有独立的卫浴。在赫瑞·瓦特

大学，我们重视您的学术成就，同时也

重视您的社会体验。因此，宿舍的安排

旨在尽可能的减少您在大学生活过渡时

期的不适和麻烦。

学生宿舍

在大学，您可以感受到家般的舒适和周

到－免费的宽带上网接口，设施完善的

厨房(如果您打算自己做饭)，配有电视

的公共活动室，洗熨设施以及二十四小

时开放的计算机房。每一幢宿舍都由一

位舍监管理，他们会帮助你尽快适应这

里的生活并协助你解决住宿期间遇到的

各种问题。  

如果您希望在主餐之间吃些零食或喝上

一杯热饮料，这里有许多选择。每天不

同的时段，不同的餐厅提供不同的口

味，比如Microbyte餐厅，Middle Floor食
堂，Brio咖啡馆，Lectern酒吧或是学生会

的其它餐馆。当然，您也可以亲自下厨

给自己做顿好吃的。  

爱丁堡校区有20间卧室专供行动不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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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国际学习中心的学生，您会得到中心员工热心、周到的服

务。在您升入学位课程后，您仍能继续享受大学学生服务团队为您

提供的各种高质量服务。

您在大学求学期间将得到大学注册处，国

际学生办公室，个人发展协会，学生福利

处，托儿所，餐饮和住宿服务处以及职业

办公室提供的一系列完善的学生服务。

我们的教职员工是国际学生教育的专

家，他们构成了大学学生服务体系的关

键，为您提供各种所需的指导和服务。 

我们建议您需要时到校区医疗中心就

医。医疗中心为您提供了高质量的医

疗、护理、牙医和物理治疗等辅助医疗

服务。任何您担忧的健康问题都可以得

到妥善处理。有特殊需求或残障学生，在

注册后会被安排约见大学医护人员，了解

当前身体情况，尽可能做出最适合的协

调和安排。

学生福利服务处全面支持国际学习中心的

工作，在融入大学生活、财务、食宿、残

障和个人安全等各种问题上提供实用的建

议和帮助。 

教堂 
教堂面向所有学生开放，对大学里的社

会生活起着积极的作用。无论有无宗教

信仰，都可以使用这里的礼拜堂、祈祷

室和会堂，并向牧师和荣誉牧师们寻求

宗教帮助。我们保证您的隐私可以得到

保障。这里是一个抛开烦恼的好地方。您

可以在这里看电视、喝咖啡或品茶，如果

您觉得精力充沛，您可以打台球、乒乓球

或是玩投镖游戏。您还可以演奏钢琴或

是其它乐器。 

穆斯林祈祷室
大学为穆斯林学生提供专门的校内祈祷室。

残疾学生
大学为有特殊需求或残障学生提供了各类

积极的帮助和关爱。所有的建筑内都有为

行动不便的学生设置的专用通道和资源设

施，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需求。

辅导与援助服务

残疾学生的学术入学要求其他学生完全相

同。但是我们建议您尽早地联系我们，以

确定我们是否能满足您的特殊需要。

机会平等
赫瑞·瓦特大学致力于在任何情况下倡导

公平，提供没有歧视和公正的工作、学

习、研究和教学环境。我们欢迎来自不同

文化背景的学生来到这里，携手努力共创

一个海纳百川的学术和社交氛围。

学生保险
根据我们的经验，国际学生在英国学习期

间持有个人保险非常重要。 

学生福利

为此，学习集团专门设计出学生关怀保险。

学习关怀保险(StudyCare)面向国际学生，提供个人财产和医疗保险。为了确保您能

拥有最合适的保险，学习集团将在您接受课程录取后自动将学习关怀保险加到您的

费用清单上。

如果您想自己安排保险事宜，请在申请表格上注明。

有关学习关怀保险的所有信息都可以在学习关怀保险的手册中找到。您可以从国际

招生中心处索取。具体联系方式请查看本手册封底。您也可以登陆以下网站查阅相

关详情：www.hw.ac.uk/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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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瑞·瓦特大学学习经历 - 一份改变生活、挑战智慧、发

展职业的经历。在欧洲最具活力的城市和美丽的校园里生

活和工作。

虽然您的学术和社会经历不可能均等，但

同大多数您的同学一样，在您结束学习后

就可以顺利进入您所选择的职业。

我们为您营造了一个能结识到终身好朋友

的环境，还可以享受到这座世界上最好

城市为您准备好的一切。积极的学习体

验、卓越的教学和研究设施，与工商界的

紧密联系，都将帮助您为未来职业的成功

做好准备。

赫瑞·瓦特大学非常重视您的未来。雇主

们总是积极关注我们的毕业生们，这意味

着我们大部分的毕业生在离开大学后不久

就能找到稳定的全职工作。

您的职业生涯，始于赫瑞·瓦特大学

就业咨询服务
就业咨询服务为在校生和毕业生提供公

正可靠的就职指导和建议。他们的工作

就是帮助您确立职业目标和提高求职技

能。他们的工作内容包括为您提供：

•	 一个提供详尽就业选择和求职信息的

专门网站

•	 研究生学习机会，新近毕业生就业机

会及求职技巧

•	 就业信息综合资料室，课程讲座和研

讨会 

•	 模拟面试，简历或求职申请表修改

服务

•	 资深专业人士为您提供个人就业指导

咨询 

•	 兼职和假期工作介绍所

•	 年度招聘会

www.hw.ac.uk/isc

职业辅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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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瑞·瓦特的学生非常善

于在面试时展示自己的能力

和技能。”

PHILIPPE GuIJARRo, 
保险与精算管理服务总监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2007  

“赫瑞·瓦特大学工程类毕业生一直是我们公司招募员工的首选。

他们知识全面，个人素质高，积极主动，完全符合我们工程行业的

严格要求。”

StEvE PAttERSoN, SCHLuMBERGER 招聘经理 (北海地区), 2007

在学生体验排行榜
上，赫瑞·瓦特大学
位列166所英国大学
中的第11位。 

2007 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

遍布全球的校友网络
当您从赫瑞·瓦特大学毕业时，您已经获

得了一流的教育，一辈子的好朋友和一定

的行业人脉。瓦特俱乐部，一个社交和职

业交流的网脉，帮助您与大学和其他六万

两千名校友保持联系。

赫瑞·瓦特俱乐部最近迎来了它的一百五

十岁生日，成为英国历史最悠久的毕业生

协会。学生毕业时即可自动成为俱乐部会

员，无需缴纳会费。 

著名的校友有《猜火车》的作者埃文·威

尔斯，Baxters食品集团首席执行官奥黛

丽·巴克斯特，“涂鸦”创始人理查德·

泰特，和《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的作

者丝帕克夫人。 

为帮助您充分利用我们课程的职业趋向优

势，我们为您提供了最为全面、综合的职

业化教育以及职业前景课程，这是英国其

它教育机构都无法比拟的。

从学生生活迈入职业生涯，我们的毕业生

在他们的职业领域取得了璀灿的成就。我

们无法在这里将他们一一列举，但当您向

他们问起时，他们会告诉您，是赫瑞·瓦

特大学，成就了他们的理想。  

向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支持
赫瑞·瓦特大学获得“苏格兰大学杰出国

际贡献奖”，并进入2008年度英国泰晤

士高等教育奖的“国际学生杰出支持奖”

最终甄选。赫瑞·瓦特大学获得这个题名

正是对其国际学生提供的杰出的职业生涯

服务作出的贡献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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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商务和管理本科证书课程

 22  工程和计算机本科证书课程

 24  生命科学本科证书课程

 26 从本科证书课程升入本科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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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证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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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本科课程专业：会计与商业法 / 会计与金融 / 商务与经济学 / 商
务与金融 / 经济学 / 经济学与金融 / 经济学与市场营销 / 金融与商业法 
/ 管理 / 管理与商业法 / 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 / 管理与运作管理 / 规划

与房地产开发

核心科目
学术英语技巧 1 (AES1)
培养学生阅读学术文章、撰写拓展性论

文、摘录笔记、有效积极地听课并参与班

级讨论等能力。

学术英语技巧 2
旨在巩固并提高学生在AES1中所培养

的能力，使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在准确

性、速度、条理、语言组织和演讲报告各

方面都得到提高。

在英国环境下的学习技巧

学生通过该科目将懂得如何更加有效地支

配自己的学习时间，提高利用信息和开拓

信息资源渠道的能力，在规定期限内完成

各类论文。

专题研究

在导师指导下，学生根据自己将来要升读

的学位课程内容选择一个专题，并完成该

项专题研究。课程内容还包括计算机处理

技巧 (Word使用技巧)。

核心数学

本科目可使学生理解和解释直线和线性方

程、集合理论和概率、统计学、线性规

划、指数和对数以及实验定律。 

专业科目

经济学原理 1
教会学生理解经济体制、商品种类、资源

配置、弹性系数、价格控制、市场类型、成

本和收入、规模经济及市场衰退等概念。

经济学原理 2
教会学生理解总需求、总供给、经济政

策、通货膨胀、失业、国际贸易及发展经

济学等方面的知识。 

商务研究导论 1  
研究包括管理风格，人力资源及市场营销

在内的范围广泛的商务课题。 

商务研究导论	2 
教学内容包括商界人士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面临的运营和决策问题。 

管理会计导论 
介绍管理会计在为经理人决策、计划和调

控提供信息方面的作用。

财务会计导论 
了解复式记账、试算表制定、损益表、折旧、

有限公司、制造账户及账户的解释等。

商务和管理
本科证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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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	 成绩优秀的高二或高三毕业生 
•	 雅思 5.0 分 或 
•	 托福笔试 500 分或托福网考173 分

学费 
每年£9,000 

课程长度 
三个学期(9月至6月或1月至8月)

学期安排 
九月入学  
第一学期 – 14/09/09 至 11/12/09  
第二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三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一月入学  
第一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二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第三学期 – 21/06/10 至 27/08/10 

课程结构	 
学科制课程，每学期三门科目(最后一个学期为

四个科目)；五门核心科目和五门专业科目。 

成绩评估	 
学科 / 学期末评估  
成绩评估结合考试以及平时作业、演讲报告与

拓展性论文成绩

持续的作业评估	  
综合讲座、小组研讨以及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

自学评估

* 请参考各国入学要求单页。

课程结构

* 希望攻读会计与金融本科课程的学生必须选择该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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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本科课程专业：汽车工程 / 化学工程 / 化学工程及能源工程 
/ 化学工程(石油、天然气) / 化学工程及制药工程 / 材料化学 / 民
用工程 / 计算机及电子 / 建筑 / 电子及电机工程 / 工程及管理 / 机
械工程 / 机械工程及能源工程 / 物理学 / 数量测量

工程和计算机 
本科证书课程

核心科目
学术英语技巧 1 (AES1)
培养学生阅读学术文章、撰写拓展性论

文、摘录笔记、有效积极地听课并参与班

级讨论等能力。

学术英语技巧 2
旨在巩固并提高学生在AES1中所培养

的能力，使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在准确

性、速度、条理、语言组织和演讲报告

各方面都得到提高。

在英国环境下的学习技巧

学生通过该科目将懂得如何更加有效地支

配自己的学习时间，提高利用信息和开拓

信息资源渠道的能力，在规定期限内完成

各类论文。

专题研究

在导师指导下，学生根据自己将来要升读

的学位课程内容选择一个专题，并完成该

项专题研究。课程内容还包括计算机处理

技巧(Word使用技巧)。

纯数学 1
本科目可使学生理解和解释直线和线性方

程、集合理论和概率、统计学、线性规

划、指数和对数以及实验定律。 

专业科目

纯数学 2
学生将加深对高等代数、座标几何、三角
学、微分、积分、数值法和向量的理解。

应用数学 1
介绍包括向量、力量与平衡、相对运动、
牛顿运动定律、摩擦和功力、能量和功率
等知识。

应用数学 2
学生将学习掌握高级向量、固定矢量力、
重心/质心及微粒运动等知识。

物理 1: 物质和波的性质
主要介绍声音、反射、折射、干涉、衍
射、电磁波、固体强度、液体、热和气体
及原子结构。

物理 2: 电、电子和场
主要介绍电流与电荷、势差、电阻、电
容、半导体和增幅器、电场、重力场、磁
场及电磁场。

选修科目  
计算机 1  
该课程主要介绍HtML和网站设计。您能

够了解如何使用Javascript提高网络上的互

动，掌握Java 1.5编程语言。

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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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	 成绩优秀的高二或高三毕业生 
•	 雅思 5.0 分 或 
•	 托福笔试 500 分或托福网考173 分

学费 
每年 £9,000

课程长度 
三个学期(9月至6月或1月至8月) 

学期安排 
九月入学  
第一学期 – 14/09/09 至 11/12/09  
第二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三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一月入学  
第一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二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第三学期 – 21/06/10 至 27/08/10 

课程结构	 
学科制课程，每学期三门科目(最后一个学期为

四个科目)；五门核心科目和五门专业科目。 

成绩评估	 
学科 / 学期末评估  
成绩评估结合考试以及平时作业、演讲报告与

拓展性论文成绩

持续的作业评估	  
综合讲座、小组研讨以及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

自学评估

* 请参考各国入学要求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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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本科课程专业：应用海洋生物 / 生物科学 / 化学 / 化学与生

物化学 / 化学与环境经济 / 化学与法庭科学 / 化学与工业经验 / 化
学与管理 / 化学与制药化学 / 食品科学，技术与管理 / 体育与运

动科学

生命科学 
本科证书课程

核心科目
学术英语技巧 1 (AES1)
培养学生阅读学术文章、撰写拓展性论

文、摘录笔记、有效积极地听课并参与班

级讨论等能力。

学术英语技巧 2
旨在巩固并提高学生在AES1中所培养

的能力，使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在准确

性、速度、条理、语言组织和演讲报告各

方面都得到提高。

在英国环境下的学习技巧

学生通过该科目将懂得如何更加有效地支

配自己的学习时间，提高利用信息和开拓

信息资源渠道的能力，在规定期限内完成

各类论文。

专题研究

在导师指导下，学生根据自己将来要升读

的学位课程内容选择一个专题，并完成该

项专题研究。课程内容还包括计算机处理

技巧(Word使用技巧)。

纯数学 1
本科目可使学生理解和解释直线和线性方

程、集合理论和概率、统计学、线性规

划、指数和对数以及实验定律。 

专业科目
细胞生物学

主要介绍生物分子、细胞结构、细胞分

裂、细胞膜间运动、酶和代谢途径。

生理学

学生可掌握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

系统、渗透调节、控制及生理协调与繁殖

等知识。

化学 1
该科目主要介绍化学公式、方程式和摩

尔、原子结构、氧化还原系统、热力学及

键合。

化学 2
主要介绍化学守衡、酸性平衡、动力学及

有机化学等方面的知识。

高级生物学和化学

该科目进一步向学生介绍遗传学、生态

学、植物生物学以及无机化学、氧化还原

反应和过渡元素化学。

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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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	 成绩优秀的高二或高三毕业生 
•	 雅思 5.0 分 或 
•	 托福笔试 500 分或托福网考173 分

学费 
每年 £9,000

课程长度 
三个学期 (9月至6月或1月至8月) 

学期安排 
九月入学  
第一学期 – 14/09/09 至 11/12/09  
第二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三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一月入学  
第一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二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第三学期 – 21/06/10 至 27/08/10 

课程结构	 
学科制课程，每学期三门科目(最后一个学期为

四个科目)；五门核心科目和五门专业科目。 

成绩评估	 
学科 / 学期末评估  
成绩评估结合考试以及平时作业、演讲报告与

拓展性论文成绩

持续的作业评估	  
综合讲座、小组研讨以及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

自学评估

* 请参考各国入学要求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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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瑞·瓦特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会在大学的不同学院完

成，每个学院有各自不同的专业。完成本科证书课程

后，您需要根据所要升读的学位专业，到相应的学院

注册。

管理及语言学院
这是大学最大的学院。这个学院致力于

提供优质高等教育和开展前沿学术研究，

尤其是学院的核心学术领域－会计与金

融，经济学，语言和管理。其中，管理和

语言均在最近一次英国大学研究水平评估 
(RAE) 中获得四星级评分。

开设专业：会计和金融 / 经济学 / 语言和

跨文化研究 / 管理

土木工程学院 
学院所设课程涵盖了建筑业的各个方

面，包括规划、设计、建造和基础设施

建设。学院已跻身英国最高水平的土木工

程研究机构之列。

开设专业：建筑工程 / 土木工程和结构工

程 / 施工管理和土地测量 / 城市研究

工程与物理科学学院
学院因其卓越的研究和同科学及工程领域

的紧密联系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研究领域

打破传统学科界限，跨越多个学科，包括

化学工程，化学，电子、电机及计算机工

程，机械工程和物理学。

开设专业：物理 / 化学工程 / 化学 / 设计

和管理 / 电子、电机及计算机工程 / 机械

工程

从本科证书课程升入本科学位课程

生命科学学院
学院以宽严相济的学术氛围著称。学院内

的一系列专业研究中心还能辅助教学和研

究。这些中心包括闻名遐迩的国际混合与

提纯研究中心，以及海洋生物多样化与海

洋生物科学研究中心。学院的研究方向涵

盖了整个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小到微生物

研究，大到人类研究，以及人类对陆地和

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开设专业：应用心理学 / 生物学 / 体育与

运动科学

数学及计算机科学学院
学院主要有三个学科：精算数学与统计

学，计算机科学，以及数学。学院在最

近一次英国大学研究水平评估 (RAE) 中获

得五星级评分。学院已逐步成为紧跟学

科前沿发展、课程设置不断创新的国际

研究中心。

开设专业：精算数学与统计学 / 计算机科

学 / 数学

纺织与设计学院
学院是国内研究纺织及其相关产业的研究

中心。 

所设课程紧跟高科技纺织技术及纺织产业

的发展，领导多项高端研究课题，涉及纺

织，设计，时装，服装及色彩科学。 

赫瑞·瓦特大学院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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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赫瑞·瓦特大学的硕士课程

 32 硕士预科课程

 34  商务管理硕士课程

	 	 (国际营销	/	人力资源管理	/	金融)
 35  建造管理硕士课程

 36 设施管理硕士课程

 37  房地产管理及发展硕士课程

 38  城市改造硕士课程

 39 房地产投资及金融硕士课程

 40 注重研究的环境

29

硕士预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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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课程的高质量及相关性、我们卓越的学习环境、以

及我们教职员工的尽责态度及才能，所有这些都尤为值

得向那些希望攻读研究生课程的学生推荐。快来加入我

们约一千一百名的硕士课程学生以及四百名在校研究的

研究生队伍吧。

优异的教学水平  
赫瑞·瓦特大学是英国在工商业领域领先

的大学之一，在创新的教育、企业及具领

先优势的研究领域方面享有盛誉。学校

致力于教育未来的专业人士及思想家，

大学所秉承的优良教学传统可追溯至两个

世纪前。基于苏格兰好学、发现及发明的

记录，赫瑞·瓦特大学致力于为追求高质

量学习经历的学生提供全球途径的运动。 

我们持续被权威的国内报章评为最优秀的

大学之一，几乎所有在爱丁堡校区开展的

研究活动在国际和国内都被独立评估为优

异等级。大学在国际上杰出的合作关系正

反映了这一成就。我们持续成为获得由工

程和物理科学研究协会颁授的研究拨款奖

的英国前二十五所大学之一。

 

苏格兰的国际大学

学习收获	  
赫瑞·瓦特大学的研究生教学课程将让学

生拥有以下收获：

•	 有机会培养出赫瑞·瓦特大学研究生

所特有的技能、资质及价值观，包括

个人的、专业的以及雇主所要求的企

业技能； 

•			 与工作紧密结合的学习经历	 (因不同的

课程而异，该经历将涵盖实习乃至与工

业或商业相关的项目)，学生所学到的

知识和技能就能在实践中应用；

•			在一个学术环境中高标准地使用英语的

能力；

•			各种反馈机制让学生可以通过评估提高

学生的表现；

•			一种国际化学习经历，反映了赫瑞·瓦

特大学的文化多元性，以及大学所提

供的适合不同国际要求的课程选择。

赫瑞·瓦特大学硕士课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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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预科课程是一门量身定做的两学期或三学期课程，包

括学术科目、学习技巧及英语语言培训。该课程专门为国

际学生而设，提供了一条直升硕士课程的捷径。

硕士预科课程
专家帮助学生为硕士课程作好准备

两学期	ELP	开学时间

(入学要求雅思	3.0	分)：

•	 2009	年	6	月，衔接	2010	年	1	月开学的

三学期硕士预科课程

•	 2010	年	1	月，衔接	2010	年	9	月开学的

三学期硕士预科课程

•	 2010	年	4	月，衔接	2010	年	9	月开学的

三学期硕士预科课程

三学期的硕士预科课程
学费： £9,975 
英语语言准备课程：每学期 £3,000

课程长度 

九月到六月，或一月到八月

入学时间 

2009年9月或2010年1月

硕士课程开学时间 
2010年9月

学期安排： 
九月开学 
第一学期 – 14/09/09 至 11/12/09  
第二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二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一月开学  
第一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二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第二学期 – 21/06/10 至 27/08/10

入学要求*  
•	 英语语言雅思5.0分的水平。如果学 

 生的雅思成绩低于此分数，学生将需 

 要进行额外的英语培训  
•	 在相关学科领域被认可的高等教育证书 
•	 在相关领域 (如商业学习)	的被认可学位 
•	 任何专业的荣誉学位	(如：国际关系本 

 科学位)	

两学期的硕士预科课程 
学费： £6,650

课程长度 

一月到六月，或四月到八月

入学时间 

2010	年	1	月或	2010	年	4	月

硕士课程开学时间 
2010	年	9	月

学期安排 
一月开学： 
第一学期 – 11/01/10 至 26/03/10 
第二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四月开学： 
第一学期 – 12/04/10 至 18/06/10 
第二学期 – 21/06/10 至 27/08/10

入学要求	  

•	 两学期的硕士预科课程只适于雅思 6.0		
	 分的学生。所有雅思成绩低于此分数 

 的学生需参加三学期的硕士预科课程 

•	 在相关学科领域被认可的高等教育证书 

•	 在相关领域(如：商业学习)	的被认可 

   学位  

•	 任何专业的荣誉学位	(如：国际关系本 

 科学位)	

 

* 请参考各国入学要求单页

第一学期

硕士预科英语技巧 1 (PSE 1)	 	
在这一单元中，学生将学习写作、阅

读、听力、口语及大学学习技巧。除了

把英语水平提高到相当于雅思	 6.0	 分的水

平之外，学生还将学习做笔记及概括技

巧，了解引用参考与剽窃的区别，以及培

养研究技能。     

学术商业英语技巧 (ABES)	  

学生将通过各种商业话题比如全球化、环

境及伦理考虑，以及关系建立、团队合作

及商务沟通等场景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英

语技能。 

 
第二学期

硕士预科英语技巧 2 (PSE 2)	 	
此单元继续提高学生的英语技能至雅思

6.5分的水平并巩固各种更广泛的技巧，

例如判断思维、参考书目的写作、准备及

进行口头讲演，还有培养沟通及小组合作

的技巧。    

商业中的定量方法  

学生将展示及培养其计算能力及使用数学

方法和技巧，并向决策经理汇报。

商业与管理 2 – 营运管理及组织行为 
学生将更深入培养他们对于组织行为关键

概念的理解，包括管理和领导风格，以及

对不同文化模式的分析。营运管理部分将

注重于供应链的管理及存货计划。 

商业与管理 3 – 战略  

学生将培养他们在战略领域对于一些关键

模型及概念的理解。在之前一些科目的基

础上，学生将要考虑一些诸如资源及能力

分析、竞争优势和公司、全球及多元化战

略。这一课程的评估是基于一间英国富时	
100	 指数公司的案例，同时让学生成为一

名独立的学习者，研究各种资料及使用各

种批判性分析的技巧。

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ELP)
学费：每学期 £3,000 

一学期	ELP	开学时间 

(入学要求雅思	4.0	分)：

•	 2009	年	6	月，衔接	2009	年	9	月开学的

三学期硕士预科课程

•	 2009	年	9	月，衔接	2010	年	1	月开学的

三学期硕士预科课程

•	 2010	年	6	月，衔接	2010	年	9	月开学的

三学期硕士预科课程

为国际学生而开设  

硕士预科课程是一门学术要求很高的课

程，专门帮助学生为进入大学的硕士课程

而作好充分的准备。  

学业进展保证  

加入硕士预科课程保证学生能获得大学的

硕士学位有条件录取通知书。一旦学生成

功完成硕士预科课程并达到入学要求，学

生就能直接进入学生心仪的硕士专业	 (请
参阅第	34	-	39	页)。 

灵活的入学时间  

学生可以在九月或一月开始三学期的硕士

课程，而那些选择两学期课程的学生则可

选择一月或四月入学。 

所有的入学时间均让学生为来年九月就读

硕士课程作好准备。 

我需要读多少个学期?  

学生需要读多少学期取决于学生的雅思

成绩。 如果学生已获得雅思	 5.0	分的水

平，学生将需要读三学期的硕士预科课

程。如果学生获得雅思	 4.0	分的水平，学

生将需要一学期的英语培训课程以及三学

期的硕士预科课程。如果学生在雅思	 3.0	
分的水平，学生将需要至少两学期的英语

培训课程以及三学期的硕士预科课程。

两学期的硕士预科课程只适于雅思获得

6.0	分的水平以上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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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这一科目强化学生对于经济学理论和系统

的认识及理解，让他们能够检验与经济学

话题、问题及焦点相关的信息。学习的课

题包括经济学模型、配置效率的概念和政

府的角色。     

商业与管理 1  

学生将更深入研究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

学在商业管理题材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

色。他们还将运用他们的批判技巧去分析

管理风格及商业联系模型，学习如何收集

和诠释商业数据，学习定性与定量数据收

集的区别。

	
	
第三学期

硕士预备英语技巧 3 (PSE 3)	  

完成这一学期之后学生应该达到相当于雅

思	6.5	-	7.0	分的水平。学生也应更进一步

提高了自己的研究、参考及讲演技巧，并

有机会阅读更长更复杂的学术文章，就一

些学术题目进行记叙文和议论文的写作。

金融及投资  

这一科目帮助学生强化对金融和投资在

公司营运及战略方向上所担当角色的理

解，对不同种类的商业机构将面临的风险

与回报以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都提供了深

入的分析。    
雅思成绩 课程长度 4	月 6	月 9	月 1	月 4	月 6	月 9	月 

3.0 5 个学期

硕士课程开课

3.0 5 个学期  

4.0 4 个学期

4.0 4 个学期

5.0 3 个学期

5.0 3 个学期

6.0 2 个学期

6.0 2 个学期

 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硕士预科课程 节假日

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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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管理硕士课程	
(国际营销	/	人力资源管理	/	金融)	 建造管理硕士课程

35

概述  

在全球建造业，对合资格的项目经理

的需求一直很高。本课程培养具备英

国及全球建造业所需求素质的合资格

项目经理，既注重他们的即时表现能

力，也注重他们的长期战略潜力。该

课程让建筑师、工程师及其他专业人

士可以进入项目管理领域。这个专

业所提供的广泛多元性及就业机会在

课程结构和内容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本专业拥有悠久的历史，就学生人数而

言，目前它是英国最大的建造管理	(项目 

管理)	硕士课程之一。

本课程的团队一直保持并发展着与建造业

的紧密联系，雇主的反馈主导着课程的

发展进程。作为与业界之间紧密联系的

佐证，本课程获皇家特许测量师研究所	
(RICS)	 的认证。本课程的毕业生有资格参

加	RICS	的专业资格评估。   

   

就业前景  

本课程毕业生的就业成功率非常高，而随

后的职业提升机会也很好。这个课程毕业

生的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学术质量以

及与业界的密切联系相结合，使得这个课

程一直保持高水准，在竞争中傲视同群。 

概述  

随着技术、经济、政府政策及商业策略等

各方面的不断演化，工业服务业及公共行

业定期需要不同专业的毕业生以保持其竞

争优势及长期未来的发展，这些专业包括

商业管理、经济及组织事务等等。

商务管理硕士课程致力于培养能符合这些

要求的毕业生，他们对于关键的管理科目

的基本原理及其组成部分都有充分的理

解，并且在专门的领域及职能有明确的个

人发展方向。

所有的课程都从一个国际化的商业视野出

发，专注于实用性和管理的主题以及管理 

理论。 

第一学期  

•			商业运作及伦理管理学   

•			市场营销  

•			财务分析  

•			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

核心科目 

项目管理理论及实践 

项目管理：策略问题 

另从以下选修科目中任选六门 

•			建造业环境中的人员及组织管理 

•			建造环境专家的商务管理 

•			合约及征购 

•			房地产管理以及可持续发展 

•			宏观经济学及建造环境 

•			价值及风险管理 

•			建造业财务管理 

•			项目管理实例研究 

•			建造技术

课程长度 

一年

第二学期 

•			商务研究方法 

•			商务经济学 

•			竞争策略

以及以下任一方向：

•			国际市场营销

•			金融

•			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问题 

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从第二学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夏

季，并与学生所选的课程方向相关。

* 请注意科目名称可能会有所改变 

课程长度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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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管理硕士课程    

概述  

作为协调支持设施及现代商业流程的战略

管理来源，设施管理	 (FM)	 的角色在世界

范围内持续增长。这个专业所提供的广泛

多元性及就业机会在课程结构和内容、以

及学生履历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本课程培

养具备英国及全球设施管理业所需求素质

的合资格设施经理，既注重他们的即时

表现能力，也注重他们的长期战略潜力。

该课程符合设施经理的广泛需求，包括资

产维护管理的运作职能履行，以及支持

战略设施管理的发展，使企业获益。　 

本课程获英国设施管理学院	 (BIFM)	 的认

可。毕业生可以免考	 BIFM	资格证书考试

中的理论部分。本课程还获皇家特许测量

师研究所	 (RICS)	 的认证。毕业生有资格

参加	RICS	的专业资格评估。  

推荐科目 

•			服务征购及准备 

•			空间规划及管理 

•			合约及征购 

•			资产维护管理 

•			设施管理中的可持续措施

学生应选择以下选修课程以获得	 BIFM	的
认可：     

•			建造业环境中的人员及组织管理  

•			建造环境专家的商务管理  

•			项目管理	(理论及实践)	

其他选修课
•			价值及风险管理

•			宏观经济学、金融及建造环境

•			公司房地产资产管理

•			房地产投资分析 

资格认可 

该课程获得英国设施管理学院的全面认可 

课程长度 

一年

房地产管理及发展硕士课程

概述  

这个全新的课程是应市场趋势而设且面向

那些本科学位是与房地产、规划及房屋发

展专业有关的，希望在相关领域拓展其

职业，并希望进入皇家特许测量师研究

所	(RICS)	专业资格评估的高素质本科生。 

本课程获得皇家特许测量师研究所	 (RICS)	
认可。毕业生有资格参加	RICS	的专业资 

格评估，继而完成两年的专业日志培训和

最终的评审。

课 程 内 容 着 重 使 毕 业 生 在 知 识 和

技 能 方 面 均 能 获 得 R I C S所 要 求 的

关 键 能 力 。 通 常 本 课 程 的 学 生 在

学 习 期 间 就 能 在 合 适 的 专 业 工 作

环境里获得被雇佣的机会。  

推荐科目　 

•			房地产评价及估价	1 
•			建造技术 

•			房地产经济 

•			房地产管理以及可持续性发展 

•			房地产开发 

•			房地产投资分析 

•			房地产评价及估价	2 

另从以下选修科目中任选一门  

•			房地产法规和实践规划 

•			国际化的规划和房地产法规 

课程长度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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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改造硕士课程  

概述  

这个城市改造领域的硕士课程是为满足

城市改造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的需要而

设立的。最近的社会正义、邻里重建及

城市复兴等报告都强调了提高技能去

应对社会问题的需要。我校凭借在社

会政策、社区规划、设计及开发知识

方面的专家见解而特别推出此课程。 

本课程面向那些希望在城市改造领域工作

的学生，或是那些已经在城市改造相关领

域的工作者。本课程传授影响城市改造

的因素等方面的知识，培养发展及评估推

广可持续发展社区的方式等方面的技能。 

课程目标	  

•			推广围绕城市改造的国内，地区及本 

  地的政策环境的批判性评论

•			提高对开发流程的理解及认知，包括   

  各学科的性质，以及它在城市改造中    

  的角色

•			培养对于有效的社区纳入和推广可持 

  续改造的重要性的认知

•			培养技能以采取积极的行动去充分利 

  用改造城市区域所带来的机遇

•			对监测及评估城市改造项目及政策的 

  影响的不同方法进行评审

•			课程涵盖了一个城市改造核心课程和 

  各种选修课程，让学生可以拓展他们 

  现有的在改造过程中的知识和技能  

证书课程涵盖教学课程和一个实践项目。

硕士课程的课程结构和证书课程相同

但另外包括一篇毕业论文。   

课程长度 

一年

核心科目
•			再生原理 

•			城市复兴

•			实践主导项目

•				社区参与及管理

另从以下选修科目中任选四门 
•  实践规划  

•			规划原理

•			设计和开发 

•			交通和环境 

•			研究原理和设计 

•			都市国际化和规划 

•			房地产经济

•			住房政策和金融

•			可持续住房发展

•			房地产投资分析 

房地产投资及金融硕士课程

概述  

在房地产投资市场工作的专业人士面

临诸多的挑战。房地产市场的日益全

球化，研究工具及商务习惯的飞速发

展，新的竞争以及除直接房地产投资

之外其他投资方式的发展，所有这

些都为这一角色添加了新的内涵。 

本课程是为房地产专业人士提供所需的技

能和知识，以在房地产投资市场有效地工

作，以及和其他房地产专业人士展开竞

争。该课程从国际视野反映房地产市场的

全球化。 

该课程形式符合不同专业机构继续职业

发展的要求，同时毕业生能获得一个享

有盛誉的通用硕士学位。作为与业界之

间紧密联系的有力证明，本课程获皇家

特许测量师研究所	 (RICS)	 的认证。本课

程的毕业生有资格参加	 RICS	 的专业资格 

评估。	    

核心科目 

•			房地产评价及估价	1 
•			国际化的规划和房地产法规  

•			房地产投资分析 

•			房地产经济  

•			房地产管理以及可持续性发展  

•			宏观经济学、金融及建造环境  

•			国际化房地产投资以及市场

另从以下选修科目中任选一门 

•			房地产评价及估价	1	
•			房地产开发 

•			定量研究技术	
•			空间规划和管理 

课程长度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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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瑞·瓦特大学在创新的教育、企业及具领先优势的研究方

面享有盛誉，是英国在工商业领域领先的大学之一。

高质量的研究  

作为在科学、工程、商务管理、语言及

纺织设计方面的高质量研究中心，赫

瑞·瓦特大学在国际上广受认可。我们

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由研究协会

资助、评级甚高的科学及工程研究，以

及应用和技术研究，和面向工业的合作

活动。近年来，赫瑞·瓦特大学持续成

为获得由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协会颁

授的研究拨款奖的英国前二十所大学之

一。我们同时在业界资助规模和对外联

系质量方面持续保持最高水平。

我们相信在研究方面高水准的表现与我

们的教学课程质量紧密相关，使这些课

程能持续保持相关性及新颖性。在过往

的研究评估活动中，我们爱丁堡校区的

几乎所有研究活动均获得了	4、5	及	5*	的
评级，也就是说，在国内国际标准中极

具竞争力。83%的教职人员被评为研究

积极分子。

注重研究的环境 

研究园  

我们对于科学工程	 /	工业界的重视还体现 

在位于爱丁堡校区的欧洲首个商业研究

园。该研究园产生了2000个就业机会，而

其中	80%	均是提供给毕业生的职位，目前

租用研究园的公司的营业额已经超过七千

万英镑。 

在赫瑞·瓦特大学，合作对于研究发展来

说至关重要。目前，大学与爱丁堡及洛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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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区苏格兰企业组织合作，把研究园扩展

至三期，提升其作为爱丁堡及洛锡安地区

经济引擎的重要性。在苏格兰边界校区还

有供新建企业使用的设施。研究园被广

泛认为是大学与业界长期合作的一个典

范，并通过新的合作关系和公司的让产易

股而继续发展。

未来计划
大学最近公布了一项直至	2015	年的雄心 

勃勃并且十分坚定的战略方向，就是把赫

瑞·瓦特大学置于英国乃至国际上的研究

和以研究为导向的教育的前沿。其目的是

建立新的纲领，重新整合大学，并通过这

种方法，在十年之内把我们的学术基础提

升50%。赫瑞·瓦特大学优先投资于在科

学和工业领域处于领先优势的研究项目，

比如能源，风险及建模，环境及气候变

化，基础设施及交通，以及物理和生命科

学之间的界面。

国际上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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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直接申请 
您可以通过以下网址直接联系我们的入学

顾问：www.hw.ac.uk/isc

或者，您可以将填写完整的申请表格寄到表

内注明的地址即可。

申请时请附上您所有相关的成绩单和英语

语言证书。

通过认可的教育代理申请	  

您只要填好本手册所附申请表格，并将表

格递交给我们认可的教育代理即可。

如需更多的申请表，请通过下列地址或网

站联系我们：  

www.hw.ac.uk/isc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Centre 
1 Billinton Way 
Brighton 
BN1 4LF 
united Kingdom

关于本科证书课程和硕士预科课程
赫瑞·瓦特大学国际学习中心的本科证书课程和硕士预科课程由学习集团所提供。学习

集团在教育和培训等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每年学习集团都为来自一百二十多个国家

的四万名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

费用
本科证书课程学费 
£9,000

三个学期的硕士预科课程 
£9,975 

两个学期的硕士预科课程  
£6,650 

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3,000 每学期

学习关怀保险 
£416 (12 个月)

机场接机费：爱丁堡机场 £30 

学校管理的宿舍  
在本手册交付印刷时，大学管理的宿

舍2009至2010学年住宿费价格还未确

定。2008至2009学年的价格为每周£82，但

仅供参考。

为计算方便，一个标准住宿合同周期为37
周。上述价格已包含可能有的服务费。

硕士预科课程的申请是非常简明直接的

更多信息
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我们专业的学生入

学顾问将很乐意为您提供帮助和建议。  

您可通过以下网址或电话联系他们： 
电话: +44 1273 339333

更多最新信息，请浏览网站： 

www.hw.ac.uk/isc



欲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联系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Centre 
1 Billinton Way 
Brighton 
BN1 4LF  
united Kingdom

电话: +44 1273 339333

在本手册英文版编写出版时，校方已尽一切可能确保手册所提供全部信息之真实性和正确性。欲了解最新信息，请访问： 

www.hw.ac.uk/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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