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切斯特⼤学
国际访学项⽬



“让我们⼀起，拓宽国际
视野、提升学习能⼒”



切斯特⼤学始终坚持极⾼的学术标准，并为学⽣毕业
时找到满意的⼯作⽽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我们相
信，切斯特⼤学的每⼀名学⽣都能发展成为具有⾃信
⼼和事业⼼的独⽴个体。切斯特⼤学不但是⼀个充满
活⼒的、个性的学习团体，⽽且学⽣能够发挥⾃我能
⼒，强化个⼈发展。因此，我们⿎励每个⼈都能为这
个团体作出贡献，并确保你能够从中受益。

CanonProfessorTimothyWheeler
切斯特⼤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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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Chester  
切斯特⼤学

切斯特⼤学是英国最早的⾼等教育学府之⼀，我们的学术根源可追溯⾄⼗九世纪
初。在⼀个富有创意、充满爱⼼和积极上进的环境中，我们致⼒于提供给学⽣⾜
以改变⼈⽣的⼀段经历。我们的每⼀个校区都会和当地和国内外市场保持积极的
联系，通过各校区在教学、学习和研究⽅⾯的优势，为社会各个领域做出独特的
贡献。

切斯特⼤学致⼒于为学⽣提供⼀段难忘的受益经历和世界⼀流的教育。我们⼀直
以切斯特⼤学的传统和以⼈为本的理念⽽感到⾃豪︔同时，在这个瞬息变化的世
界中，我们有⾜够的能⼒应对万变的需求，为此我们也⾮常⾃豪。选择切斯特⼤
学，你就等于选择了⼀个具有优秀学习传统的⾼等学府，你将在学习、运动和娱
乐的挑战中充分发挥⾃⼰的潜⼒。你可以充分利⽤我们为你所提供的独特的课内
外机会，我们也将协助你，通过⾃我的努⼒，成为⼀名与众不同的，就业能⼒强
的毕业⽣。与此同时，在切斯特⼤学的点滴将成为你最美好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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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Visiting  
Programme
国际访学项⽬



“ 访学的点点滴滴，在感知独⽴与包容、差异与
融 合的重要意义的同时，让每⼀位同学重新审
视沟 通与知识的⼒量。”

项⽬宗旨
为国际学⽣提供⼀个充分体验国际教学与学习环境的机会。学⽣将有机会对 所学知
识和技能在⼀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化和语⾔环境下进⾏⼆次理解和加强，从
⽽强化在国际化背景下的调研与研究能⼒。我们相信，该项⽬将有效提升能让学⽣受
益终⽣的可移植性技能。

项⽬特⾊
与传统访学和交换项⽬不同，该项⽬不仅为学⽣（学者）提供参与专业核⼼课程的讨
论，研修和学习的机会外，还提供了英语语⾔能⼒提升，以及社会（企业）实地调研
的机会。因此，学⽣（学者）的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信⼼、以及未来就业的能
⼒都将得到进⼀步提升。在英国世界先进的⾼等教育和⼀流的教学设施的环境下⽣活
和学习，学⽣（学者）将充分理解终⾝学习的概念并养成独⽴⾃主的学习习惯。

学制与学时
学制六个⽉，每年⼆⽉、⼗⽉份⼊学。
完成学习并通过考核后，将获得600学时认证，并获得派出院校相应学分。

导师制
解决个⼈学习
中的问题，定
制个性化⾃学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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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斯特⼤学开设超过400门 与
⽤⼈市场紧密结合的本科、
硕⼠和博⼠研究⽣课程”



院系与专业设置
对学习和学术的尊重是胜任学业与培养职业能⼒
的基础。

院系设置
• 商务与管理学部
• 教育与幼⼉服务学部
• 公共卫⽣与社会保障学部
• 艺术与⼈⽂学部
• 药学、⽛医与⽣命科学学部
• 科学与⼯程学部
• 社会科学学部（含法学院）

院系所在校区
• 公园路校区：社会科学与⼈⽂学部
• 国王路校区：艺术学部
• 河畔校区：教育与幼⼉服务学部
• 索尔顿科技园校区：科学与⼯程学部
• 惠灵顿校区：管理学院与媒体学院
• ⼥王公园校区：商学院

校区交通
切斯特⼤学为全校教职员⼯与同学提供校区间的免费公车服务，⽅便同学们在各校
区间⾃由转换。

城中有校
校中是城

更多专业详情
请参见官⽹
www.chester.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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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门核⼼心
专业课程

英语⽂文化
与语⾔言表

达

企业认识
实践与职
业拓展

专家主题
讲座与研

讨

培养模块

本科项⽬
培养⽬标
• 在国际话背景下，培养学⽣理解社会、经济和环境等与所学专业协

同认识的能⼒
• 激发学⽣通过对⽐不同教育系统、教学和学习⽅法实现深度学习
• 强化学⽣沟通、组织、问题处理以及分析能⼒
• 培养学⽣在挑战环境中发展⾃我认知和⾃我反思的能⼒
• 提⾼学⽣对⾼等教育所提倡的平等、社会丰富性和包容性的认识

学习成果
• 知识与理解：对所学知识进⾏批判性理解和掌握
• 专业技能： 能够将所学专业知识结合⾃⾝经验，应⽤到国际背景下

的实践中；掌握学术研究的基本⽅法
• 可转换技能与职业能⼒：反思性学习能⼒；策划与组织能⼒；表达

与展⽰技巧；时间与⾃我管理能⼒；问题解决能⼒和团队协作能⼒

考核⽅式
• 团队作业与展⽰ 20％
• 团队反馈与总结 10%
• 个⼈学习作业集 70%



研究⽅方法
与实践

英语⽂文化
与语⾔言表

达

企业认识
实践与职
业拓展

两门核⼼心
专业课程

培养模块

硕⼠项⽬
培养⽬标
• 在国际话背景下，培养学⽣理解社会、经济和环境等与所学专业协

同认识的能⼒
• 培养学⽣从事国际背景下的研究、⽂献综述和组织调研⼯作能⼒
• 激发学⽣通过对⽐不同教育系统、教学和学习⽅法实现深度学习
• 提⾼学⽣对理论模型与分析⼯具的应⽤能⼒
• 提升学⽣对⾼等教育所提倡的平等、社会丰富性和包容性的认识

学习成果
• 知识与理解：对所学知识进⾏批判性理解和掌握；学术批判能⼒
• 专业技能： 能够将所学专业知识结合⾃⾝经验，应⽤到国际背景下

的实践中；掌握学术研究的基本⽅法；实施和完成科研项⽬能⼒
• 可转换技能与职业能⼒：学术写作技巧；科研⽴项能⼒；表达与展

⽰技巧；时间与⾃我管理能⼒；问题解决能⼒和团队协作能⼒

考核⽅式
• 团队作业与展⽰ 20％
• 团队反馈与总结 10%
• 科研开题报告 70%



课程模块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属性 考核方式*

BUX001 Academic English and 
Intensive English Training

98 必修 考试

BUX003 Research Methods 98 必修 考试

BUX004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98 必修 考试

BUX005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98 必修 考试

TBC 专业课程任选两门 208 选修 考查

*考试方式包含：论文、讲演、团队作业、学习笔记和实习报告；考
查科目以任课教师综合评价和出勤为依据对学生进行评价。
**该课程模块包含学生实习考察或有组织的实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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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申请流程

学术要求
• 在籍本科或研究⽣
• 学习成绩优异
• 有较强的独⽴学习能⼒

英语语⾔要求
• ⽆雅思考试成绩要求
• 英语表达与沟通能⼒强

视频⾯试
• 确认学⽣英语沟通能⼒
• 对教学⽬标和学习成果的理解
• ⾃学计划与⽬标

切斯特⼤学申请表
个⼈陈述
简历（研究⽣）
研究计划（研究⽣）
学习计划
护照⾸页

英语语⾔提升
⾯试准备
⾯试
课程选择与确认
录取与确认

签证指导
签证办理
机票预订
⾏前准备
接机与⼊住（费⽤⾃理）

学费缴纳与确认
住宿交费与确认
发放录取通知（邀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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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
• £3,500 每学期
• 秋季⼊学：每年10⽉⾄次年3⽉
• 春季⼊学：每年2⽉⾄8⽉

住宿选择与⽣活标准
学校与多家机构合作，为同学提供多种住宿选择。

• Chester Homestay
寄宿家庭（含早、晚两餐）
单⼈间-£25/天
双⼈分享间-£23.5/天

特点：⼊住保障︔家庭为本地英国⼈，锻炼英语和
了解英国⽂化的极佳选择︔⽆最短租房期限或限制︔
可随时取消合同︔部分家庭离校区较远︔分期付款

• Fresh Student Living  学
⽣公寓（不含餐⾷）
单⼈间-£140-£170/周
餐⾷标准：每天约£10-£12/天

特点：先到先得，⽆⼊住保障︔有合同期限制和押
⾦︔餐⾷⾃理︔⼀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聚主校区
与城市较近

学费与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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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遗产成－切斯特
International HeritageCity
切斯特是⼀座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化的当代
与现代精品城市。切斯特作为闻名于世的英国
⼋⼤国际⽂化遗产城之⼀，每年吸引来⾃全球
超过800万的游客前来参观和游览。古罗马城墙
环绕切斯特的市中⼼，市区内坐落着著名的切
斯特⼤教堂、东门⼤钟、古罗马竞技场等诸多
历史建筑，以及都铎和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
处处映衬出了这座城市2000多年的历史辉煌与
⽂化遗产。



No.1-被USA
Today评选为欧
洲最美丽的城市
之⼀一

No.2-被
Rightmove评选为
英国最幸福城
市之⼀一

No.3-被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评选为英
国最安全⼤大学
城之⼀一

No.4-英国最⼤大
访问量最多的动
物园

No.5-英国最⼤大
的名品折扣奥特
莱斯购物村



学⽣生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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