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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领先的专业性大学，提供国际公认
的高质量专业课程，学业范围涉及
艺术，设计，媒体和表演等，吸引
着英国本土及世界各国的学生。

学生选择在伯恩茅斯艺术大学学习
有以下几个原因：
创造性行业中的杰出声誉
精良的现代设施
海滨地理位置
个性化的教学方式
与行业相关联的学科
高水平就业率和成功毕业生
1885年建校的悠久历史

精良的现代设施
大学的单一校园为有志于在现代
化与专业相关的学习氛围中发展
的学子们提供了特意建立的工作
间，创作室和具备行业标准工具
与设备的教学场地。大学的工作
室与创作室都是按照最新的行业
标准专门修建与配置的。

大学的现代图书馆是英国南海岸
最大的艺术类图书馆，其大量的
学习资料及完善的设施为师生提
供了独特的教学，参考和学习资
源。大学还拥有独具一格的塑料
设计博物馆， 其大量收藏品为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流行设计与
文化鉴赏提供了高价值的学习及
研究资源。受到地区和全英广泛
认可的画廊已经成为大学内外的
当代视觉艺术的泉源，目前画廊
已经成功地将教育，学习以及科
研实践的职能融为一体。

与行业相关联的学科

海滨地理位置

体验真正的英式教育

大学座落于英国南海岸的全英最
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伯恩茅斯和普
尔市交界。温和的气候，英国本
土最棒的金色沙滩，迷人的海滨
风光，极其活跃的社交生活使这
里一年四季都洋溢着节日气氛，
但却没有大城市的纷杂，因此伯
恩茅斯已名符其实地成为全英最
佳的学生城之一。毗邻的普尔市
拥有世界第二大的天然港口，因
此是英国国内进行各种水上运动
的理想场所。

当地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不论
乘火车，长途汽车或高速公路，
距离首都伦敦仅用两小时就可抵
达，并有轮渡频繁地开往法国及
其他的海峡岛屿。

个性化的教学方式

London

Bournemouth

对于3000多名的全日制学生和
2000名的兼职学生而言，大学的
各项活动都洋溢着友好宽松的
气氛。目前共有约来自60个国
家的450名国际和欧洲大陆的学
生在读。

大学向每一位学生，尤其是那些
远离家乡的学生提供了一个亲切
友好，支持鼓励的环境。大学的
课程实行小班制，以保证满足每
个学生所期望得到与需要的关心
和支持。每班英国及国际学生人
数的合理分配比例，更确保了每
位学生都能体验纯正英国式教
育及大英帝国独具魅力的创造
性思维。

短期课程

硕士課程

大学也提供一系列为期一学期到一年的短
期海外学习课程，以及供国际学生自由选
择的2到5周的夏令营项目，可安排附加
当地语言学校的英语课。具体短期海外学
习课程和夏令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网站
www.aucb.ac.uk/studyabroad。

一年全日制授课式硕士课程包括
建筑：空间实践
舞台服装
当代表演
时装学
纯艺术
平面设计
插图
交互式媒体
摄影
以下三个硕士课程将从2013年开始（待
确认）
动画制作（原动画专业）
艺术管理实践
电影制作

预科课程
一年制艺术与设计或媒体预科
一年制摄影文凭
两年制艺术与设计延续文凭

PROGRESSION ROUTES
OF OUR COURSES
Pre-DEGREE LEVEL COURSES
Foundation (Media or Arts)
1 Year
Diploma (Photography)
1 Year
Extended Diploma
2 Years

UNDERGRADUATE

研究学位

BA (Hons)
3 Years

本科课程
研究学位包括哲学硕士和与伦敦艺术大学
共同授予的博士学位（三年全日制）。学
科包括：
课程包括为期三年的学士（荣誉）学位和
四年制学位（包括辅助年）
专业涵盖表演
动画制作
建筑学
艺术与项目管理
商业摄影
舞台服装与表演设计
数字式媒体制
时装设计与技术
时装学
纯艺术
电影制作
平面设计
插图
室内装潢与设计
媒体与演出化妆
模型制作
摄影学
纺织品
视觉艺术
硕士課程

动画
时装学
电影*
纯艺术
艺术历史
摄影
空间实践*

POSTGRADUATE
MA
1 Year
MArch
2 Years
MPhil or PhD
3 Years

*待确认

For full details of these courses please refer
to our website: aucb.ac.uk

创造性行业中的杰出声誉
凭借其在影视与动画制作领域的
杰出成就，伯恩茅斯艺术大学曾
荣获女王周年奖。大学在创作行
业享有极高的声誉,许多专业课
程在全英国都首屈一指。在此就
读，学生有很多机会参与全英及
国际设计大赛和展览等活动。

高水平就业率和成功毕业生
大学的崇高声誉和在艺术界的高
尚地位更为学生们提供了广阔的
发展空间和就业机会。大部分学
生毕业后继续从事其专长行业，
如著名编剧西蒙·博福伊(Simon
Beaufoy)，我们的一个电影系
毕业生其作品‘贫民窟的百万富
翁（Slumdog Millionaire）’
赢取了奥斯卡最佳编剧奖。摄影
系毕业生沃尔夫冈·蒂尔曼斯
(Wolfgang Tillmans) 曾赢得英
国知名度最高的艺术大奖 - 特
纳奖。近期电影制作系本科毕业
生西蒙·毕斯（Simon Bysshe）
参与制作了获得奥斯卡及英国
电影学位奖的电影‘拆弹部队
（The Hurt Locker）’。

在这所艺术，设计和媒体专业大
学学习的另一个独特优势是专业
间的合作与借鉴。比如说，表演
系的学生经常被选中在电影系学
生作品中担任角色，舞台服装系
和模型制作系学生会为其设计并
制作相关的服装及道具；模型制
作系学生可与电影制作及动画专
业学生紧密合作完成高品质的三
维动画电影作品。

97.7% 的学生在毕业后6个月内找到工作 (DHLE Report 2011).

专业性大学

安全性，
学习生活和相关支持
居住在伯恩茅斯不但比伦敦要经济的多，而
且这里的治安要比其他城市还要好很多。学
生们普遍认为这里友好及随和的气氛极具吸
引力。同时伯恩茅斯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为广
大学生提供了很多兼职工作的机会。

住宿
校园内外的学生宿舍是有独立洗手间的单人
套间，无线互联网连接以及公用的厨房和洗
衣房。学生宿舍每周费用在98到120英镑之
间。大学的住宿服务部还可以帮助所有国际
学生预定寄宿家庭和学生合租寓所。作为独
具盛名的旅游胜地，伯恩茅斯终年提供充裕
并且多样化的住宿条件。

从学生最初的咨询，申请的全程，直到最后
学习结束，国际部都一如既往地对每一位学
生给予支持和帮助。学生还可以从国际学术
导师处获得课程理论要求方面的帮助。

入学条件

比伦敦更经济

学费及折扣
为帮助国际学生，我们设立了一系列折扣和
优惠，节省的价值可达1000英镑之多。
包括：
在当年入学当年的8月1日前交清全额学费，
将享受平均1000英镑的折扣
保证每年学费无递增（每年学费保持相同水
平，整个学制中学费保持不变）
免费出租车机场接机服务，价值100英镑

根据不同的课程选择，2013年入学的学费在
9600到13300英镑之间。每月住宿费及生活
费一般在800英镑左右。
以上各项信息，可参阅大学网站，如果有
意联络我校在读的中国学生，请邮件联系
我们。

除了对学科的执着性外，申请者须达到相关
入学学历水平，并提供一套艺术作品集以供
审核。语言要求则取决于课程的水平，须达
到雅思成绩5.5 到6.5或相等水平。为了让今
后的大学学习能够顺利地进行，我们推荐所
有将就读学位课程的学生参加当地语言学校
提供的语言预备课。关于语言水平和签证要
求的进一步信息，请参阅大学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