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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是英国和爱尔兰最顶
尖的商学院之一，为全球学生提供世界一
流的会计、经济、金融、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和市场营销等专业的研究生课程。

为什么选择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

作为全球最顶尖的院校之一，女王大学商学院的
会计与金融学科排名全英第六（2022《泰晤士
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优秀大学指南）。

最新英国大学研究卓越框架(REF)排名显示，
我们的研究强度全英排名并列第8，其中70%
的研究被评为世界领先或国际一流水平。

商学院专属设施资源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设于瑞德府（Riddel 
Hall）, 位于毗邻主校区的Stranmillis保护
区内。瑞德府设施先进，集研究生培养、 教
学行政管理、会议举办等功能于一体。

瑞德府配备完善的设施资源，专供女王大学商学
院使用：学术和生活支持办公室、供学生和研究
员使用的研究室、一系列设备齐全的多功能的教
室（从小型讨论室到可容纳120人的分层学术报
告厅一应俱全）、先进的计算机教室（2间）、金
融交易室、实习就业指导中心、资源站、可用于大
型团体教学和会议使用的多功能空间、为社交和
学术活动提供便利的餐厅等公共服务设施等。

金融交易室

在金融交易室内，学生可以访问彭博
终端（Bloomberg）。这是一个被金
融机构广泛使用的先进软件；是金融
资讯、数据和分析领域的市场领导
者。金融交易室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具
有互动性和引人入胜的学习环境。在
这里，学生能够将理论付诸于实践。
学生将有权限使用各类专业软件（
如State、 Excel、Python和R语言）
和资源丰富的数据库（如Thomson 
One Banker、DataStream、S&P 
Capital IQ和Bloomberg）。 

学生管理基金会 （SMF） 

我们欢迎学生加入学生管理基金。
在这里，学生有机会管理一份高达
50000英镑的真实货币投资组合，从
而获得真实分析师体验、增强就业竞
争力。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是英国和
爱尔兰仅有的几所提供这种独特体验
的大学之一。这给学生的就业发展体
验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

专注培养学生
就业与社交能力 

我们的学生可以从就业指导中心（商
学院专属）获益。就业指导中心已与
众多商业伙伴建立联系，可为学生提
供实习和咨询项目机会。

• 扶持初创公司，如Cardinal 
Analytics和Pretty in Petite

• 学生将受益于业内专家的大师级
课堂

• 根据业内雇主反馈，适时更新教学
模块内容

• 业内雇主通过赞助，为优秀学生提
供助学金和奖励

学生有机会参加众多由克林顿领导力
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聆听来自知名
客座嘉宾的演讲，如英格兰银行金融
稳定总监Sam Woods、爱尔兰首屈
一指的电信企业家Denis O’Brien、
《European Markets》杂志主编
兼Bloomberg TV新闻主播 Manus 
Cranny、前南非总统FW de Klerk
等。

专业资格认证 

商学院众多研究生课程已获得业界
权威机构的认可与认证，以硕士课程
为例：

会计与金融学硕士
课程受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 、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公
会（CIMA）认证

精算学硕士 
课程拥有英国精算师协会（IFoA）六
项核心原则考试豁免

金融硕士与计量金融硕士 
课程均受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大学
认证项目”（CFA Institute University 
Recognition Program）认可。

风险与投资管理硕士 
课程受全球风险管理协会（GARP）、
国际职业风险管理师协会（PRMIA）
认可 

市场营销学硕士
课程荣获英国特许营销协会（CIM）
认证；学生有机会获取谷歌分析个
人资格证书（Google Analytics 
Qualification）。

人力资源管理学硕士 
课程荣获英国特许人事发展协会
（CIPD）认证

克林顿领导力研究中心

位于瑞德府（Riddel Hall）的克林顿
领导力研究中心（William J Clinton 
Leadership Institute）拥有世界一流
的设施、领先的学术水平和经验丰富
的行业专家；为学生提供高管教育和
领导力项目的高端课程组合。作为高
管教育行业的专家，我们定期邀请行
业领军人物和知名嘉宾到中心演讲。

多元化学生社区

我们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包含北爱
尔兰、英国、中国、哈萨克斯坦、马来
西亚、印度、毛里求斯、厄瓜多尔、巴
西、加拿大、越南、美国、尼泊尔、圭
亚那、巴基斯坦、阿塞拜疆、乌克兰、
挪威、孟加拉国、斯 里兰卡、丹麦、法
国、德国、意大利和 罗马尼亚。

我们培养可以
改变世界的领导者

我们的学位课程
go.qub.ac.uk/courses

授课型（硕士）

会计与金融学
精算学
商业分析学
经济学
金融学
人力资源管理学
国际商务学
管理学
市场营销学
工商管理硕士（MBA）
计量金融学
风险与投资管理学 

研究型（硕士/博士）

连读博士（4年制）
会计学
经济学
金融学
管理学

了解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国际学生奖学金机
会：go.qub.ac.uk/PGTschola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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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qub.ac.uk/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students/International-scholarships/international-scholarships/scholarships-for-china/


授课型
硕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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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总览

为什么该课程适合您？
• 您想要熟练运用“商业用语”、了解财

务决策和金融机构。
• 您希望进入会计、银行、咨询、学术研

究等领域工作。
• 您希望师从业内领先学者，并获得英

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和英
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 （CIMA）的
专业考试豁免资格。

会计是总结、分析和报告金融交易的过
程，其作用是帮助信息用户做出明智的判
断与决策。金融是关于企业经理和投资者
应该如何做出财务决策、如何管控风险以
及金融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会计与金融硕士课程帮助学生掌握专业
理论框架与实践技能，使学生在全球金融
环境中，更具就业竞争力。

课程内容

课程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会计与金融学
科知识，为学生在毕业以后，顺利进入金
融机构、管理咨询、商业或政府机构工作
并获得晋升做好准备。课程模块培养目
标涵盖：发展学生对学术文献和方法论的
批判与评估能力、提高学生就会计与金融
主题进行口头与书面交流的能力等。通过
提供一系列富有激励性的教学活动，课程
帮助学生掌握最新的必备理论知识与实
操技能。 

我们的教学以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
识和技巧为主。以课程作业为例：学生须
在既定期限内，在一系列信息资源中选取
并整合相关信息、完成并提交课程任务。
通过发展阅读理解、整理总结学术文献
等方面技能，学生能够获得编写项目方
案、撰写硕士论文的能力。学生还将学习
如何分析财务报表、运用投资策略、充分
理解会计学在营利和非营利性机构中分
别扮演的角色。该硕士课程提供的教学内
容，对于计划攻读会计与金融学博士的学
生来说，也是相当有价值的。 

入学要求
一般来说，申请人需拥有会计与（或）金
融专业的二等一级（2.1）荣誉学士学位，
或其他英国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学历。

若申请人的本科背景为工程、数学、管
理、 经济或法学，但能证明其在会计领
域内已拥有一定知识与（或）实践经验，
我校也将予以考虑。

同等学历资质
了解其他英国女王大学认可的同
等学历，请参阅：go.qub.ac.uk/
IntQualifications

国际学生须知
欲申请英国女王大学的国际学生（包含所
有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必须证明其英
语语言水平符合大学标准。非欧洲经济区
（EEA）公民的英语能力必须满足英国签
证与移民局（UKVI）的相关要求。 

国际学生的英语水平须达到雅思总分6.5
（各单项不低于5.5）或我校认可的其他
英语考试类型的对等成绩。

*成绩2年内有效 

进一步了解大学对EEA和非EEA公民的
英语语言要求，请参阅：go.qub.ac.uk/
EnglishLanguageReqs

会计与金融硕士
MSC ACCOUNTING 
AND FINANCE

如果您希望在学位课程开始前，提
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请访问英国女
王大学INTO语言中心的相关网页，
在一系列英语强化课程项目中，寻
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详情请参
阅：www.intohigher.com/qub

学费与奖学金
国际学生学费：22600英镑 

国际申请者须缴纳一笔金额为1000
英镑的课程留位费，这也将是您被
录取的正式条件之一。如果您已满
足所有课程入学要求、并获得该硕
士课程的无条件录取通知书，在缴
纳1500英镑的剩余押金后（2笔押
金总额为2500英镑，可用于抵扣学
费），可以申请获取 CAS（学习录取
确认函）。CAS是申请学生签证的
必要材料之一。 

了解学费及奖学金详情，请参阅：
学费：qub.ac.uk/TuitionFees                                                               
奖学金：go.qub.ac.uk/
qubpgfunding 

学制
一年全日制 

授课时间
上午/下午 

课程模块 

第1学期
•  财务管理（15学分）了解经济环境所带

来的影响；批判性地评估不同商业融
资来源；探索与运用投资评估的关键
技术

•  企业融资（15学分）了解企业在做出投
资与融资决策时所要面临的问题

•  国际财务会计与报告（15学分）学习在
制作与演示对外财务报告时应该采用
的国际财务报告标准；熟悉掌握可替
换的会计准则和计价基准。

• 会计与财务管理案例分析（15学分）在 
以上模块的基础上，理解并熟练运用
国际财务报告标准，以顺利完成财务
报表的编制与展示工作

 
第2学期
•  公共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与绩效

管理（15学分）了解企业、公共部门和
非营利性组织在战略、绩效管理与治
理方面存在的主要差异

•  管理会计和控制（15学分）描述与评估
成本行为模式；探索与应用预算、控制
和方差分析的关键概念

•  研究方法和技术（15学分）理解定性和
定量研究方法与技术，并将其应用于
不同的研究环境，从而制定个人研究计
划

选修模块（3选1）：
•  金融衍生品
•  国际金融 
•  货币与银行 

第3学期
路线1：
论文（60学分） 
传统毕业论文 (100%) 

路线2:
学术研究项目（60学分）
审计与责任（25%）   
道德与治理 （25%） 
批判性文献综述（50%）       
*实际教学模块或有变动    

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多样，包括个人和小组作
业、汇报演讲、 案例分析、随堂测验与毕
业论文。所有模块均采用形成性和总结性
评估方法。课程任务类型丰富，包括基于
计算机的实操训练、随堂测验、个人和小
组汇报演讲、学术论文等。教师将就学生
的表现提供及时反馈。

立刻申请
go.qub.ac.uk/pgapply 

联系方式
Martin Quinn博士
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                                                                                                  
电话：+44 (0)28 9097 4815
邮箱：qms@qub.ac.uk                                                                                             
网页：qub.ac.uk/qms 

职业前景

除了提供会计与金融学科基础知识，课程
还将培养您的专业必备知识与技能，助您
顺利晋升至业内管理层发展。无论是选
择就业或是继续深造，该硕士课程都为您
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职业发展路径。您可以
选择进入银行、会计和审计、政府机关、
企业融资、投资分析与学术等领域工作。 

为什么选择女王大学？ 

金融交易室 
企业融资模块的教学活动将在金融交易
室内展开。学生将有权限使用彭博终端。
彭博终端具有业界领先的财经新闻、数据
与分析功能，为众多金融机构所使用。 

专业软件 
学生将有权限使用一系列专业软件（
如Stata、 Excel、 Matlab等），还
能访问包含Thomson One Banker、 
DataStream、Bloomberg在内的数据
信息库。 

专业认证与考试豁免
课程荣获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 认证。ACCA是全球广受认
可的专业会计师组织。 顺利完成学业后，
学生将获得以下科目的考试豁免资格：
商业与技术（BT） 
管理会计 （MA）
财务会计 （FA）      
企业和商业法（LW)） 
财务管理（(FM)
财务报告（FR）        
绩效管理 （PM） 

在第3学期，选择学术研究项目路线（有
别于毕业论文路线）的学生将额外获得
ACCA审计与鉴证科目的免考资格。 

课程还拥有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 
(CIMA)认证，完成该课程后，学生可以参
加CIMA快速通道考试。

学生也可获得CIMA部分管理级、所有运
营级和证书级科目、以及以下单科的免
考资格：
绩效管理（E2）
高级管理会计（P2）
高级财务报告（F2）

业内精英讲座 
学生有机会参加商学院定期举办的相关
活动，聆听来自业界专家和精英学者的精
彩讲座。 

“在女王大学进修硕士的经
历，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
难忘的回忆。那是我第一次
出国学习。留学期间，我获
得了所有 ACCA （英国特
许公认会计师公会）科目的
考试豁免资格；我还在爱
尔兰以第一名的成绩，获
得了金融互助协会颁发的
奖项。我以Distinction（优
等生）的成绩毕业，为我的
硕士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
点。现在我在普华永道（中
国）担任审计员的工作。”
Boya Zhang,
会计与金融硕士

学生管理基金会 （SMF） 
我们欢迎学生加入学生管理基金。在这
里，学生有机会管理一份高达50000英镑
的真实货币投资组合，从而获得真实分析
师体验、增强就业竞争力。英国女王大学
商学院是英国和爱尔兰仅有的几所提供
这种独特体验的大学之一。这给学生的
就业发展体验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致力于不断精进所
有学位课程的模块内容，因此上述提及
的所有教学模块或将被不断开发、加强
乃至替换。

2022《泰晤士报》
和《星期日泰晤
士报》优秀大学
指南显示：英国女
王大学的会计与
金融学科排名全
英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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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总览

精算学是一门全日制硕士课程；面向毕业
于数学、统计学、金融学、及其他涉及大
量数学内容专业的本科生。

该课程所学内容广泛且与时俱进；涵盖
的知识领域包含精算数学、统计学、经济
学、金融学等；为毕业生提供从事精算师
行业必备的知识与技能。课程为没有精
算学本科背景的学生创造机会，让他们在
进行硕士课程的同时，还能有机会获得至
多6门英国精算师协会（IFoA）专业考试
（CM1-2、CB1-2和CS1-2）的免考资格。

课程内容

想要进入精算行业，您需要喜欢和数字打
交道，且拥有良好的沟通技能。因为在工
作中，您需要面向不同客户群体（包括普
通客户、执行董事和投资人等），分析与
解释和财务相关的信息，以满足不同用户
的需求。

必修模块 
第1学期  
•  精算数学1            
•  统计学
•  财务报告
•  保险统计
第2学期 
•  精算数学2
•  经济学
•  精算建模
•  金融计算方法
第3学期 
•  应用型研究项目

考核方式

精算学课程采取传统考核模式，即将学
生的平时成绩和最终书面考试成绩相结
合。平时成绩体现在课内作业、随堂测
验、个人学习项目、小组学习项目和演讲
展示等方面。每个小组学习项目，一般由
3至4名学生组成，共同完成一个特定学习
项目，比如解决一个精算问题。

职业前景

市场对精算师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精算技
能连续地被列入高等技能职业清单和技
能需求清单中。在2018年，英国劳工统计
局预测精算师的就业人数将会在十年间
上升20%，其增长速度远超其他职业。

精算师多从事于保险和金融服务行业。这
些行业受到严格监管，有大量的法定披露
要求。大多数精算与风险管理学士课程的

入学要求
申请人须至少拥有二等一级(2.1)荣誉学
士学位，或其他英国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
学历。课程面向来自数学、统计、金融学、
经济学、或任何其他涉及大量定量内容专
业的申请人。

同等学历资质
了解其他英国女王大学认可的同
等学历，请参阅：go.qub.ac.uk/
IntQualifications

国际学生须知
欲申请英国女王大学的国际学生（包含所
有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必须证明其英
语语言水平符合大学标准。非欧洲经济区
（EEA）公民的英语能力必须满足英国签
证与移民局（UKVI）的相关要求。 

国际学生的英语水平须达到雅思总分6.5
（各单项不低于5.5）或我校认可的其他英
语考试类型的对等成绩。*成绩2年内有效 

学费与奖学金
国际学生学费：21500英镑 
了解学费及奖学金详情，请参阅：
学费：qub.ac.uk/TuitionFees                                                               
奖学金：go.qub.ac.uk/
qubpgfunding 

学制 
一年全日制 

授课时间
预计每个学分为15的模块，直接教学时间
为30小时。教学活动将通过计算机（软件
实操的展示与培训）教学、课堂讲座、教
程辅导和研讨会等方式展开。此外，若要
顺利通过每个学分为15的模块，预计在各
模块中，学生还需投入大约120小时的时
间，用于完成相关自习任务与课内考核。

精算学硕士
MSC ACTUARIAL SCIENCE 

学生，在毕业以后，多进入爱尔兰共和国
（特别是都柏林）相关行业就业。英国脱
欧在即，因此，大量金融服务公司或首次
进入爱尔兰市场，或进一步扩大其在爱
尔兰的业务。市场对精算师的需求日益增
加。另外，立法和会计准则的变化也是激
发精算师人才需求的重要原因。最新例子
包括保险行业偿付能力II（Solvency II）
法律条例的实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公布的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IFRS 17，将
于2022年正式实施）。

最后，随着数据科学和保险技术的发展，
市场上新增了许多基于技术的工作机会，
让精算师拥有更多职业发展可能。与其说
自动化的发展挑战了精算师行业，不如说
这些新工具，帮助了精算师，让他们可以
为客户群体做出更好的决策、拥有积极良
好的长期职业前景。

为什么选择女王大学？  

该全日制硕士课程受英国精算师协会
（IFoA）认证，为毕业生提供国际认可的
资质与关键考试的豁免资格。在英国女王
大学商学院，学生们将师从拥有丰富行业
经验、具有专业资质的精算师，获得具有
前瞻性的教学体验。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是英国女王大学规
模最大的学院之一，拥有1800多名全日
制本科生、300多名研究生。英国女王大
学商学院一直在为本地和国际学生开发、
强化现有教学资源；吸引了来自20多个不
同国家的学生，来此展开学习。

我们希望通过提供一个高质量的教学环
境，帮助学生们在教学活动、学生支持辅
导活动中，迸发求知欲、发展创新与实践
能力，从而充分开发学生们的学术潜能。
为此，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的主要目标之
一，是通过采用创新教学理念与方案，让
学生获取一系列必备就业知识与技能，助
他们在商业、经济与公民生活领域内作出
积极贡献。

为实现这一教学目标，我校为学生打造多
维教学环境，帮助精算学硕士课程在读学
生，获得与学科领域内专家（包含学术人
员和业内精英讲者）交流互动的机会； 发
展其在全球化社会中生活与工作所需的
知识、观点与技能，从而拥有利用创新技
术和世界级图书馆资源的能力，促进他们
作为独立个体和终生学者的发展。本学位
课程提供的教学资源如下：

立刻申请
go.qub.ac.uk/pgapply

联络方式
Mark Farrell博士
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                                                                           
电话：+44 (0)28 9097 4815 
邮箱：qms@qub.ac.uk                                                                   
网页：qub.ac.uk/qms  

虚拟教学平台
与讲座和作业相关的信息，一般通过虚拟
教学平台（Canvas）进行传达与交流。
此外，我们还在教学过程中，嵌入一系列
线上资源，如：互动型辅助材料、播客以
及其他基于网络的学习活动（通过微软
Teams等软件/平台进行）。此外，学生也
有机会学习使用精算专业软件，通过一系
列实践活动，提高自身就业竞争力。

讲座
课程内的讲座内容由浅入深。开始时，课
程导师会就与课程相关的新论点进行介
绍，为学生在稍后进行的延伸阅读与自学
活动中作好知识准备。随着课程模块的
不断深入，这些知识会变得更加复杂。讲
座通常是以大课堂的形式进行，为学生提
供了提出问题和寻求解析的场所，以及获
得反馈和评估建议的机会。此外，课程还
设有额外的客座讲座，让学生有机会聆听
来自精算届业内精英的经验分享。通过这
些讲座与研讨会，精算专业在读学生能够
收获的，不仅是学术层面的知识；还是聆
听业内专家分享宝贵经验的机会，更是与
未来潜在雇主见面和交流的平台。

个人发展规划
学院鼓励学生发展自主学习的能力。

实践活动 
精算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职业学科，
因此我们为学生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
机会。学生将有机会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
时，发展职业技能；通过学院举办的行业
报告和研讨会，学生能将所学理论知识应
用到现实生活或实际工作环境中。

自主学习 
这是英国女王大学学生生活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发
展独立阅读重要学习资料、积极参与线上
教学活动、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对获得的
反馈进行反思，独自完成一系列课内研究
项目与准备工作的能力。

研讨会/辅导课
就研讨会与辅导课而言，大部分教学活
动是小班教学。每个课堂通常有15-20名
学生。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带领学生更
深入地探讨讲座中所介绍的学术内容，
为学生提供与课程导师进行密切学术互
动交流的机会。学生可以将疑问带入课
堂，听取专业讲师的分析解答；与同学互
帮互助，评估各自对于课程学习内容进展
的理解。在这些教学活动中，学生还需向
课程导师以及其同学展示他们的学习工
作进展。

学生支持系统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拥有一个良好的、能
够积极协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支
持系统。

学生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获取教学与生活
方面的支持：
•  课程主管（或其他指定人员）
• 学生指导中心（提供身心健康咨询服

务、就业指导、学习发展服务和身心障
碍支持）

•  国际学生支持  
•  研究生中心
•  女王大学学生会         
•  图书馆设施  
•  IT设施与支持（如QSIS、Canvas等校

内教学平台）
•  学生手册与课程指南

导师指导研究项目 
作为课程模块评估的一部分，您需要完
成相关项目的研究工作。过程中，您将会
在课程导师的支持与指导下，开展研究
工作。导师还将在论文撰写阶段为您提
供反馈。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致力于不断精进所
有学位课程的模块内容，因此上述提及
的所有教学模块或将被不断开发、加强乃
至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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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流量、类别以及其发展速度的不断
增大，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去改善
决策的制定、去开发新兴的以数据为驱动
的产品和服务。商业分析课程应运而生，
旨在培养出能够利用所学专业知识去分
析、实现端对端提供业务解决方案的、并
能够利用数据进行业务决策的人才。 

该课程围绕成功分析所须的三大核心领
域而构建：业务知识、统计和计算。课程
内容有侧重分析应用于核心业务功能的
模块，如市场营销及人力资源；还有侧重
于开发与应用的模块，如数据管理和数
据驱动下的决策。除了课前培训和毕业
论文项目以外，学生还将学习8个模块。
毕业论文项目考察的是学生在教学过程
中，对商业、技术知识与统计能力的掌握
和应用。

课程包含一个初级入门模块，为学生提供
统计和计算机技能方面的培训，以确保来
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都能具备开展该
课程所需的能力。

课程内容

第1学期
•  商业统计（15学分）使用R编程语言；了

解描述和推论统计
•  数据管理（15学分）探索数据管理的理

论和实践，包括识别与提取数据、数
据预处理、数据质量、数据库、关联数
据库和大数据解决方案等。

•  人力资源分析（15学分）思考人力资
源管理中数据的实际使用，比如通过
应用程序监测和评估员工的活动与绩
效、预测未来绩效、预测员工流失等。 

• 运营管理 （15学分）课程主题包括运
营策略、流程设计与分析、能力管理、
质量管理、精益管理、库存管理和供应
链管理。

第2学期 
• 高级分析和机器学习（15学分）以统计

课 所学技能为基础，学习编程和更
高级的统计技术，也就是机器学习算
法的应用。 

•  数据驱动下的决策 （15学分）  通过
有效的数据管理与分析、数据可视化、
用数据讲故事和规范性分析技术等方
式，提高商业洞察力，进行业务解析与
决策。 

•  商业与社会的人工智能 （15学分）深
入了解人工智能广博的应用领域；学习
如何在未来的工作中推动人工智能的
应用与发展。 

•  市场分析（15学分）使用SAS或SPSS
软件分析数据，制定市场营销相关决
策、评估分析相关目标。

入学要求
一般来说，申请人需要至少拥有二等一级
（2.1）荣誉学士学位，或其英国他女王大
学认可的同等学历。不限本科教育背景，
但申请人必须学过一门或以上的量化相
关模块。若申请人无量化学科背景，但拥
有量化分析领域内的相关实践经验，我们
也可能予以考虑。 

同等学历资质
了解其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学历，请参
阅：go.qub.ac.uk/IntQualifications

国际学生须知
欲申请英国女王大学的国际学生（包含所
有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必须证明其英
语语言水平符合大学标准。非欧洲经济区
（EEA）公民的英语能力必须满足英国签
证与移民局（UKVI）的相关要求。 

国际学生的英语水平须达到雅思总分6.5
（各单项不低于5.5）或我校认可的其他
英语考试类型的对等成绩。

*成绩2年内有效 

进一步了解大学对EEA和非EEA公民的
英语语言要求，请参阅：go.qub.ac.uk/
EnglishLanguageReqs
如果您希望在学位课程开始前，提高自己
的英语水平，请访问英国女王大学INTO
语言中心的相关网页，在一系列英语强化
课程项目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详
情请参阅：www.intohigher.com/qub

学费与奖学金
国际学生学费：21500英镑 
国际申请者须缴纳一笔金额为1000英镑
的课程留位费，这也将是您被录取的正式
条件之一。如果您已满足所有课程入学要
求、并获得该硕士课程的无条件录取通知
书，在缴纳1500英镑的剩余押金后（2笔
押金总额为2500英镑，可用于抵扣学费）
，可以申请获取 CAS（学习录取确认函）
。CAS是申请学生签证的必要材料之一。 

了解学费及奖学金详情，请参阅：
学费：qub.ac.uk/TuitionFees                                                               
奖学金：go.qub.ac.uk/
qubpgfunding 

商业分析硕士
MSC BUSINESS ANALYTICS 

学制 
一年全日制 

授课方式
学生将使用所学到的专业工具和技
能，去解决真实存在的商业问题。
通过混合教学模式，学生能打下坚
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以发展其在
商业分析领域内从业、并获取成功
的必备要素。课程将在上午和下午
授课。 

第3学期 
•  论文（60学分） 

实际教学模块或有变动

考核方式

考核侧重于理论和商业分析的实际应用，
包括使用数据获取业务分析、开发解决方
案、论文和小组作业。预计每个模块的直
接教学时间为30小时。此外，若要顺利通
过每个模块，预计学生还需在各模块中，
投入大约120小时的时间，用于完成相关
自习任务与相关考核。

职业前景

商业分析硕士课程非常适合那些希望进
入数据科学、商业智能、咨询服务、智能
决策等领域，从事商业分析的学生。课程
面向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您可以是来自
非数学或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如商
务、管理、会计、财务、社会、心理、地理
学等。

为什么选择女王大学？  

紧追行业前沿 
课程由具有相关行业和学术背景的专业
人员开发，旨在培养具有优秀业务分析能
力的学生。
  
职业前景 
多项行业报告显示全球短缺数据科学家。
学生将学习使用最前沿、且符合行业标准
的工具和技术，促进其职业发展。  

世界一流的设施
教学活动将在瑞德府（Riddel Hall）进
行。通过教学楼内的计算机实验室，学生
能够使用最新业内分析软件。

学生体验
学生将学习使用最先进的、符合行业标
准的软件，包括 R语言、 SAS、 KNIME和
Tableau。 

精英教学 
课程主管Graham博士拥有强大的业界
和学术背景，他擅长帮助企业，通过对数
据的有效利用，去优化其商业决策、研发
新产品和服务，从而达到让企业受益的目
的。Graham 博士的业界经验丰厚，他
曾就职于一家医疗保险信托公司，出任
医疗信息研究相关工作；也曾在一家“四
大”会计事务所中，从事数据科学咨询工
作。Graham博士拥有的数据科学专业
知识可运用于不同行业领域，比如医疗保
健、法律、金融服务和零售业等。他目前

立刻申请
go.qub.ac.uk/pgapply

联络方式
Byron Graham博士
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
电话： +44 (0)28 9097 5514
邮箱： qms@qub.ac.uk                                                    
qub.ac.uk/qms 

的研究重点是探索如何运用机器学习以
及其他数据科学，去解决真实存在的商
业问题。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致力于不断精进所
有学位课程的模块内容，因此上述提及
的所有教学模块或将被不断开发、加强
乃至替换。

“随着信息的爆炸式增长
和全球分析专业人才的短
缺，市场急需具备能够将
数据转化为商业价值的人
才。我们的商业分析硕士课
程旨在培养希望能够进入
这个前沿行业领域工作的
毕业生。课程注重弥合分析
和业务之间的差距；探讨来
自核心商业分析领域内的
最新议题。顺利完成课程
的学生，在毕业时，将具备
成为专业分析人士所需的
技术、统计和商业技能。”
Byron Graham博士
商业分析课程主管

1110



课程总览

经济学是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学科之一。
它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以及
我们如何让世界更好地运转。许多当前最
具挑战性的课题，比如全球变暖、贫困、
不平等加剧、公共债务、国际金融危机
等，都是以经济学为核心的。英国女王大
学的经济学硕士课程为学生提供高级知
识与技能，帮助他们理解相关课题，为学
生将来成为经济学家或继续深造攻读博
士打下良好基础。  

课程汇集了一系列模块，旨在为学生展现
一个清晰明确的视角，从现代化和后金融
危机时代的角度，看21世纪全球经济。课
程涵盖了一系列微观经济学模块。这些模
块基于决策和博弈论原则，帮助学生建
立网络化视角，进而了解21世纪全球化经
济中社会与经济的互动关系。课程还提供
制度经济史模块，帮助学生从历史角度出
发，理解宏观经济制度是如何作用于我们
的全球经济的。还有一部分课程模块，能
帮助学生发展数据分析和计量经济学的
实用技能。 

如果您希望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入读
一所英国领先的研究型大学，深入学习先
进专业知识，那么这个课程适合您。该经
济学课程结合我们在经济史、经济学理
论、经济与社会政策分析领域内的已有成
就，帮助学生掌握更为深广的专业知识。
学生有机会选择进入一个自己感兴趣的
领域研究。

研讨会和大师班也是本课程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课程内容

第1学期
• 经济决策与行为（15学分）熟悉微观经

济思维、术语和方法
• 经济学历史与哲学（15学分）了解经济

学方法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
命

• 应用计量经济学（15学分）探索经济学
和政策评估中所使用的技术；使用真
实数据和领先的统计软件（如 STATA）
解决真实存在的经济问题。

• 全球经济史（15学分）探索全球化的历
史赋予当代经济状况的经验与教训，
阐明关键的经济概念如何支持历史上
的经济模式。 

入学要求
一般来说，申请人需要至少拥有二等一级
（2.1）荣誉学士学位，或其他英国女王大
学认可的同等学历。申请人需要拥有经济
学或相近专业的学科背景，如商务经济、
金融学或其他涵盖大量经济学内容的联
合学位课程。

课程接受的专业范围广。若申请人无经济
学或相近专业背景、但有学习过其他定量
学科（比如数学）、本科毕业成绩优异且
拥有相关从业经验，我们也将予以考虑。
我们鼓励申请人在个人简历中将相关个人
经验详情细化。 

若申请人的情况不符合上述要求，但持
有相关专业资质认证，也将被纳入考量
范围。

同等学历资质 
了解其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学历，请参
阅：go.qub.ac.uk/IntQualifications 

国际学生须知
欲申请英国女王大学的国际学生（包含所
有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必须证明其英
语语言水平符合大学标准。非欧洲经济区
（EEA）公民的英语能力必须满足英国签
证与移民局（UKVI）的相关要求。 

国际学生的英语水平须达到雅思总分6.5
（各单项不低于5.5）或我校认可的其他
英语考试类型的对等成绩。

*成绩2年内有效 

进一步了解大学对EEA和非EEA公民的
英语语言要求，请参阅：go.qub.ac.uk/
EnglishLanguageReqs

经济学硕士
MSC ECONOMICS 

如果您希望在学位课程开始前，提
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请访问英国女
王大学INTO语言中心的相关网页，
在一系列英语强化课程项目中，寻
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详情请参
阅：www.intohigher.com/qub

学费与奖学金
国际学生学费：19300英镑 
国际申请者须缴纳一笔金额为1000
英镑的课程留位费，这也将是您被
录取的正式条件之一。如果您已满
足所有课程入学要求、并获得该硕
士课程的无条件录取通知书，在缴
纳1500英镑的剩余押金后（2笔押
金总额为2500英镑，可用于抵扣学
费），可以申请获取 CAS（学习录取
确认函）。CAS是申请学生签证的
必要材料之一。 

了解学费及奖学金详情，请参阅：
学费：qub.ac.uk/TuitionFees                                                               
奖学金：go.qub.ac.uk/
qubpgfunding 

学制
一年全日制

授课时间
上午/下午

第2学期 
• 市场和网络经济学（15学分）模块涵盖

商品市场和社会经济网络理论的最新
发展

• 劳动经济学与社会政策 （15学分）了
解劳动经济学理论，以及其在劳动力
市场和社会政策问题中的应用；学习
成为当代劳动经济学家所需具备的的
研究能力与经验 

• 当代宏观经济学（15学分）考察经济增
长（长期分析）和短期波动的经济周期
（商业周期）。

• 经济学相关课题（15学分）探索前沿经
济学理论；回溯经济学历史；学习应用
经济学（经济社会政策和制度等）的最
新研究成果

第3学期 
您可选择学术研究项目（须撰写学术论
文），也可选择为企业、非政府组织或政
府机构提供咨询项目（须完成相关咨询
报告）。

*实际教学模块或有变动

考核方式

三分之二为书面考试与课内作业；三分之
一为毕业项目（学术论文或咨询项目）

职业前景

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经济学者，在世界范
围内都将受到咨询公司、金融机构和其
他跨国企业等用人单位的青睐。公共服
务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也不例外。完成学
业后，学生可选择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
位，为进入经济学学术或研究领域做准
备。毕业后，部分校友顺利获得进入英杰

立刻申请
go.qub.ac.uk/pgapply

联络方式
Anthony Ziegelmeyer 博士
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
电话： +44 (0)28 9097 4823
邮箱： qms@qub.ac.uk                                                    
qub.ac.uk/qms 

华（Aviva）、花旗集团（Citigroup）、德
勤（Deloitte）、毕马威（KPMG）、牛津
经济研究院、NERA经济咨询公司、First 
Derivatives、摩根士丹利、桑坦德银行
和英国外交部等组织，担任经济顾问和助
理经济学家的机会。

为什么选择女王大学？ 

紧追行业前沿 
经济学及其教学方法在不断改变。本课程
侧重于使用通过尖端经济分析技术，来了
解当今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行为，助
您走在时代前沿。 

内容灵活 
通过必修核心模块，除了能够熟练掌握
先进的经济学分析知识、发展量化分析技
能，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偏好，灵活
规划自己的课程。 

业内精英讲座
除了大学专家学者以外，学生还有机会聆
听来自业界精英讲者的精彩讲座、拓宽自
己的社交网络。

专业软件 
通过每周的培训课堂，学生能够在先进
的计算机教室里，发展数据分析能力、学
习使用业界领先的计量经济软件，比如
Stata和R语言等。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致力于不断精进所
有学位课程的模块内容，因此上述提及
的所有教学模块或将被不断开发、加强
乃至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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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硕士
MSC FINANCE 

入学要求
一般来说，申请人须至少拥有二等一级
（2.1）荣誉学士学位，或其他英国女王
大学认可的同等学历。申请人须有金融、
数学、经济或其他相关量化专业背景；若
申请人本科专业为科学或工程类专业、
且有较大比例的数学科目，我校也将予
以考虑。 

同等学历资质
了解其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
学历，请参阅：go.qub.ac.uk/
IntQualifications

国际学生须知
欲申请英国女王大学的国际学生（包含
所有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必须证明其
英语语言水平符合大学标准。非欧洲经
济区（EEA）公民的英语能力必须满足英
国签证与移民局（UKVI）的相关要求。 

国际学生的英语水平须达到雅思总分6.5
（各单项不低于5.5）或我校认可的其他
英语考试类型的对等成绩。

*成绩2年内有效 

进一步了解大学对EEA和非EEA公民的
英语语言要求，请参阅：go.qub.ac.uk/
EnglishLanguageReqs

如果您希望在学位课程开始前，提高
自己的英语水平，请访问英国女王大学
INTO语言中心的相关网页，在一系列英
语强化课程项目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
课程。详情请参阅：www.intohigher.
com/qub

课程总览

为什么这个课程适合您？ 

• 也许您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对
如何做出金融决策感兴趣。 

• 也许您想在金融机构或学术界内任
职。 

• 也许您想师从顶级学术专家  

通过该课程，您将探索如何做出财务决
策、如何管理金融风险，以及金融市场的
运作方式。这些都是企业决策者和投资
人的必备要素。如果您没有金融学科背
景，但希望深入了解金融市场运作和制定
财务决策所需的知识与技能，那么这门课
程很适合您。 

课程内容

第1学期
• 资产定价（15学分）评估有关个人投资

决策的多重理论；评估风险；批判性评
析资产定价模型；熟悉金融交易室环
境以及对彭博数据库的使用。 

• 企业融资（15学分）分析企业应如何增
加利益相关者价值；评估企业决策是
否与学术理论一致等。 

• 市场微观结构（15学分）认识全球金融
市场的结构、动态和交易机制；了解主
要机构在各市场中所发挥的作用。

• 金融学研究方法（15学分）探索统计
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经
验。 

第2学期 
• 金融衍生品（15学分）学习金融衍生品

定价；了解金融工程和风险管理的用途
（含利率衍生产品或波动性等知识）。

• 国际金融（15学分）了解国际金融状况 
是如何对投资决策产生影响的；评估
用于解释和预测汇率动态的理论与分
析工具。

• 时间序列金融计量经济学（15学分）了
解时间序列金融信息分析中使用的计
量经济学方法和技术；使用经济和金
融数 据；应用所学实践经验与技术。 

• 货币银行学（15学分）全面了解货币和
银行机构，了解他们为何存在、政府如
何干预、金融泡沫和金融危机。 

第3学期 
•  传统毕业论文（60学分）
或 
•  应用型研究项目（60学分）

实际教学模块或有变动

立刻申请
go.qub.ac.uk/pgapply

联系方式
Tony Klein博士
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                                                                           
电话： +44 (0)28 9097 5618
邮箱： qms@qub.ac.uk                                                    
qub.ac.uk/qms 

“金融学硕士课程，不仅学
术要求高，还给我带来了思
维上的挑战。课程强调的不
仅是理论知识，还有实践应
用。身为各自专业领域内的
佼佼者，课程讲师给学生带
来了丰富的灵感和启发。在
学习过程中，我深入学习了
资产定价、企业融资和计量
经济等模块的知识；我学习
使用了先进的彭博终端；在
生活方面，我也在这里交到

了终生挚友。我想向所有未
来希望从事金融与投资行业
的人强烈推荐这个课程。 ”
陈彤
金融学硕士

学费与奖学金
国际学生学费：21500英镑 
国际申请者须缴纳一笔金额为1000
英镑的课程留位费，这也将是您被
录取的正式条件之一。如果您已满
足所有课程入学要求、并获得该硕
士课程的无条件录取通知书，在缴
纳1500英镑的剩余押金后（2笔押
金总额为2500英镑，可用于抵扣学
费），可以申请获取 CAS（学习录取
确认函）。CAS是申请学生签证的
必要材料之一。 

了解学费及奖学金详情，请参阅：
学费：qub.ac.uk/TuitionFees                                                               
奖学金：go.qub.ac.uk/
qubpgfunding 

学制
一年全日制 

授课时间
上午/下午

考核方式

多重考核方式相结合：个人课堂作业、
小组任务、演讲展示、模拟实战、案例分
析、随堂测验、考试以及毕业项目（论文
或应用研究项目）。 

职业前景

顺利完成学业后，学生将具备一系列就业
必备技能，成功进入相关金融领域（包括
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投资管理、其他金
融机构等）内施展抱负。了解新晋毕业生
就业情况，请访问学院官网。

为什么选择女王大学？ 

金融交易室 
相关教学活动将在金融交易室内展开。学
生将有权限使用彭博终端。彭博终端具有
业界领先的财经新闻、数据与分析功能，
为众多金融机构所使用。

专业软件 
学生将有权限使用一系列专业软件（
如Stata、 Excel、 Matlab等），还
能访问包含Thomson One Banker、 
DataStream、Bloomberg在内的数据
信息库。 

专业认证
课程荣获特许金融分析师（CFA）协会

认证；课程设计符合CFA考生知识体系
（CBOK）；帮助学生获得成为全球投资
专业人士所需具备的核心知识、技能和
能力。

业内精英讲座
学生有机会聆听来自业界精英讲者的精
彩讲座、拓宽自己的社交网络。

学生管理基金会 （SMF） 
我们欢迎学生加入学生管理基金。在这
里，学生有机会管理一份高达50000英镑
的真实货币投资组合，从而获得真实分析
师体验、增强就业竞争力。英国女王大学
商学院是英国和爱尔兰仅有的几所提供
这种独特体验的大学之一。这给学生的
就业发展体验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致力于不断精进所
有学位课程的模块内容，因此上述提及
的所有教学模块或将被不断开发、加强
乃至替换。

2022《泰晤士
报》和《星期日
泰晤士报》优
秀大学指南显
示：英国女王大
学会计与金融
学科的毕业生
前景排名全英
并列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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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硕士
MS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入学要求
一般来说，申请人须至少拥有二等一级
（2.1）荣誉学士学位，或其他英国女王大
学认可的同等学历。课程无本科背景限
制。若申请人拥有二等二级（2.2）学位（
或同等学历）、且有相关工作经验，大学
也将结合实际情况予以考虑。

同等学历资质
了解其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学历，请参
阅：go.qub.ac.uk/IntQualifications

国际学生须知
国际学生须知 
欲申请英国女王大学的国际学生（包含所
有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必须证明其英
语语言水平符合大学标准。非欧洲经济区
（EEA）公民的英语能力必须满足英国签
证与移民局（UKVI）的相关要求。 

国际学生的英语水平须达到雅思总分6.5
（各单项不低于5.5）或我校认可的其他
英语考试类型的对等成绩。

*成绩2年内有效 

进一步了解大学对EEA和非EEA公民的
英语语言要求，请参阅：go.qub.ac.uk/
EnglishLanguageReqs

如果您希望在学位课程开始前，提高自己
的英语水平，请访问英国女王大学INTO
语言中心的相关网页，在一系列英语强化
课程项目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详
情请参阅：www.intohigher.com/qub

依据更新后的CIPD认证标准，我们正
在对相关课程内容进行审查。预计在
2023/23学年，课程模块将有轻微调整。
届时申请人将收到通知。

第3学期 
• 毕业论文、或基于咨询项目生成的报告

（60学分）

通过毕业论文，学生能够探索与分析组织
内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课题；有机会将所
学知识运用到实际问题；完成项目咨询，
需要与客户协作，解决他们当前在HR业
务领域存在的问题或挑战。 

考核方式

课程通过一系列个人与团队考核方式对学
生进行考核，包括书面课业、案例分析、
演讲报告、情境考核与传统考试。

职业前景

课程为学生提供了宽广的就业面。学生可
以胜任从HR管理专员到更高级的职位，
例如 HR分析师、HR顾问、HR主管、HR
经理、HR业务伙伴、HR与文化顾问/经
理等。学生可以从事HR专家类工作，如
招聘/人才经理、招聘顾问，学习与发展
顾问/经理、奖励与福利顾问经理、项目
经理、人力资源绩效和数据分析师、职
业顾问，以及在咨询公司、工会、学术界
和各行业政策研究的职位。近年来，本专
业毕业生在一系列公司成功就业，包括
First Derivatives金融科技公司 、莫伊园
集团（MoyPark Group）、北爱尔兰电
力公司(Power NI)、苏黎世保险集团有
限公司（Zurich Insurance)、Energia
电力公司、Inspire Well Being 心理咨
询公司、Baker McKenzie法律咨询公
司、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Allen and 
Overy）、FinTru金融服务公司、A&L 
Goodbody律师事务所、英国国家医
疗服务(NHS)、克瑞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Crane Co.)、Finnebrogue 公司等
等。 

职业管理能力 

学生可以参加由职业顾问和HR专家讲授
的职业管理讲座。通过相关讲座，学生可
以仔细考虑自己的职业目标，以及实现这
些目标的方法。课程还将进一步培养学生
的就业力，为学生提供拓展业界人脉的机
会。例如，通过拜访当地企业，参观他们
繁忙的人事部门，看他们如何工作解决问
题，学生将收益颇丰。我们的就业力提升
课堂也非常实用，帮助学生了解HR专业
人士的领英主页看起来应该是怎样的。

为什么选择女王大学？ 

专业认证
课程荣获英国特许人事与发展协会
（CIPD）认证；为学生在毕业后，进入HR
相关领域就业做好准备。学生有机会成为
CIPD协会不同等级的会员。 

HR洞察未来项目 
通过该课程，学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HR
洞察未来项目。该项目旨在研究人力资源
当前和未来的趋势和问题，比如人力资源
分析、人才管理、未来工作、冲突的管理
与沟通等。商学院为学生提供广泛的业界
关系网络，学生有机会向人力资源管理专
家和商界精英学习。
 
教学方式 
课程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包括讲座、工作
坊、导师辅导课、案例分析、业界人士演
讲等等。讲座中穿插讨论、小组练习和案
例研究，学生可以将所学理论知识付诸实
践。学生将合作完成各种评分与不评分的
小组任务，进行演讲展示，从而提高沟通
和领导能力。 

业内精英讲座
学生有机会聆听来自业界精英讲者的精
彩讲座、拓宽自己的社交网络。

课程总览

本硕士课程荣获英国特许人事与发展协 
(CIPD)认证，由国际一流的研究学者和
实战经验丰富的专家共同授课。课程涵盖
一系列高标准的理论知识，带您了解当前
人力资源管理的行业发展趋势、从业者和
研究人员正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培养
您发展专业必备知识与技能。课程设置严
谨，旨在综合培养学术和就业能力，使学
生得以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拥有宽广的
就业面。不论您的起点在哪里，该课程都
将进一步促进您的职业发展；使您在未
来有潜力在该（相关）领域获得工作与晋
升的机会。课程覆盖一系列教学模块，探
索以及批判性地评估与人力资源管理相
关的当代理论、研究成果和人力资源管
理实践（详见下方模块介绍)。通过毕业论
文（或应用型咨询项目），您将对相关专
业课题展开研究与分析，以进一步巩固您
在课程中所学的知识和实践经验。我们的
人力资源管理硕士课程始终走在研究、实
践和理论综合教育的前沿。 

课程内容

您将完成以下教学模块和一个毕业项目（
论文或咨询项目）。

第1学期
• 具体情境下的人力资源管理（15学分）

探索管理者和人力资源专业人士如何
最好地应对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情
境。  

•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策略（15学分）探
索人力资源管理最新策略和技术，使
企业战略与具体人资管理相契合。 

• 业绩与奖励管理（15学分） 分析、比
对不同模型和方法；学习如何在不同
情境中使用它们。 

• 人力资源分析（15学分）使用先进专业
软件进行人力资源分析（描述性、视觉
化、规范性等）；理解所学知识，并将
其运用到更广的领域中去。 

第2学期 
• 资源与人才管理（15学分）探索商业组

织对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反应；了
解如何获取并保持必要的专业技能水
平、态度和经验以实现业务目标。 

• 雇佣关系管理（15学分）  学习雇佣关
系方法论；评估商业组织中冲突的基
本因素；探讨雇佣法规定的权利和义
务。 

• 商业研究方法（15学分）介绍商业研究
的研究方法与过程；了解进行独立创新
研究或咨询项目所需的技能。

• 人力资本开发（15学分）评估公司内部
培训和发展计划的设计和实施；分析
具体情境和相关实践。 

立刻申请
go.qub.ac.uk/pgapply

联络方式
Grainne Kelly博士
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                                                                           
电话： +44 (0)28 9097 4431
邮箱： qms@qub.ac.uk                                                    
qub.ac.uk/qms 

学费与奖学金
国际学生学费：21500英镑 
国际申请者须缴纳一笔金额为1000
英镑的课程留位费，这也将是您被录
取的正式条件之一。如果您已满足所
有课程入学要求、并获得该硕士课程
的无条件录取通知书，在缴纳1500
英镑的剩余押金后（2笔押金总额为
2500英镑，可用于抵扣学费），可以
申请获取 CAS（学习录取确认函）
。CAS是申请学生签证的必要材料
之一。 

了解学费及奖学金详情，请参阅：
学费：qub.ac.uk/TuitionFees                                                               
奖学金：go.qub.ac.uk/
qubpgfunding 

学制
一年全日制或两年非全日制 

教学信息
多重授课方式结合：包括传统课堂、
研讨会、视 频、案例研究、技能工作
坊、业界精英讲座等。 

师资力量雄厚：您将师从世界级人力
资源管理专业人士，如研究学者专
家、经验丰富的业界精英人士（具有 
CIPD 高级会员身份）。 

您还将受益于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
与业界的紧密联系。通过相关课程
模块，您将有机会与作为客座嘉宾
的HR业界雇主、精英人士、专家学
者沟通交流。此外，同样坐落于瑞
德府（Riddel Hall） 的克林顿领
导力研究中心（William J Clinton 
Leadership Institute）也一直与商学
院保有联络，学生也能因此获益。

多元化教学环境：和来自不同学术背
景、经验和民族文化的学生一起学
习，您将拓展国际化视角。课程为学
生建立起一个令人跃跃欲试，且互动
性强的社交学习环境。若学生未来希
望从事以多元化和包容性为首要原则
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这样的环境将
让您受益颇丰。 

多元化教学环境 
课程吸引了来自不同学术背景以及不同民
族文化的学生，营造了激励人心、积极向
上的多元化学习和生活环境。这对于学生
未来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工作特别有 益，因
为许多公司和国际组织非常看重多元和包
容这两点。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致力于不断精进所
有学位课程的模块内容，因此上述提及的
所有教学模块或将被不断开发、加强乃至
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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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总览

为什么这个课程适合您？

• 全球业务量持续上升，您希望具备应
对全球范围内的商业机遇与挑战的分
析能力。 

• 您希望在跨国企业、国际非政府组织、
多边国际组织和咨询公司等组织中工
作。许多国际机构均在爱尔兰设有办
事处。

• 您希望由在国际商务和管理领域活跃
的学者进行授课。 

国际商务课程着眼于跨国公司，如花旗集
团和谷歌，同时还将分析这些企业在不断
变化的环境中如何立于不败之地，以及他
们能给不同的国家带来哪些意义。
 
课程为学生提供应对一个逐渐融合的世
界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学生将学习运营跨
国组织相关的理论、工具与技能，同时还
将探讨国际公司、政府与社会是如何相
互影响的。 

课程内容

课程模块聚焦研究在国际商务环境下日
益融合、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帮助学生
从国际视角来看待相关业务的核心功能
领域。

课程涵盖国际商务、全球供应链网络、人
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相关研究方法等
内容。课程还将探讨当代与国际商务策略
相关的会计与金融方面的问题。

模块

第1学期
• 国际商务战略（15学分）从全局和战略

性角度了解国际商务环境中的管理决
策。

• 跨国企业（15学分）了解国际商务独特
的组织形式，探讨企业面临的一系列
问题。 

• 国际环境下的会计学（15学分）探索短
期绩效压力对管理控制系统和不同会
计方法的影响；评估宏观经济变量，以
及其对跨国公司管理控制系统的潜在
影响。

• 全球供应链与网络（15学分）了解全球
供应链管理和物流的理论与实践；回
顾在战略、战术和运营层面，决策制定
中存在的管理挑战。 

国际商务硕士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入学要求
一般来说，申请人须至少拥有二等一级
（2.1）荣誉学士学位，或其他英国女王大
学认可的同等学历。申请人的本科背景一
般为商务、管理或其他与国际商务相关的
社会科学专业。

若您的学术背景暂未达到大学标准，但有
管理工作经验；如果您学习过社会科学类
学科，且拥有国际商务相关实践背景。大
学也将结合实际情况予以考虑。

同等学历资质
了解其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学历，请参
阅：go.qub.ac.uk/IntQualifications

国际学生须知 
欲申请英国女王大学的国际学生（包含所
有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必须证明其英
语语言水平符合大学标准。非欧洲经济区
（EEA）公民的英语能力必须满足英国签
证与移民局（UKVI）的相关要求。 

国际学生的英语水平须达到雅思总分6.5
（各单项不低于5.5）或我校认可的其他
英语考试类型的对等成绩。

*成绩2年内有效 

进一步了解大学对EEA和非EEA公民的
英语语言要求，请参阅：go.qub.ac.uk/
EnglishLanguageReqs

如果您希望在学位课程开始前，提高自己
的英语水平，请访问英国女王大学INTO
语言中心的相关网页，在一系列英语强化
课程项目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详
情请参阅：www.intohigher.com/qub

第2学期 
• 全球人力资源管理（15学分）审视由于

全球竞争加剧和现代企业跨国管理问
题而产生变化的工作系统及其性质。 

• 国际市场营销（15学分）  评估在国际
环境下成为市场营销经理所需具备的
理论、实践和可能面临的挑战；了解相
关概念和理论。 

• 研究方法和技术（15学分）介绍研究过
程和研究所需的社会科学工具与方法
论。 

• 国际创新管理（15学分）了解知识是如
何通过不同国家创新系统间的协作而
产生、被共享与转化的，从而推动全球
创新的发展。 

第3学期 
•  论文（60学分）或
•  咨询项目（60学分）或
•  学术研究项目（60学分）

以下模块三选二：
• 当代管理学问题探究
• 商业管理与伦理道德
• 文献综述与文献批评 

教学模块或有变动。

考核方式 

多重考核方式相结合：学习报告、小组合
作、演讲展示、案例分析、随堂测验和考
试等；学生还需完成一个毕业项目。

职业前景

课程帮助学生获得用人单位与咨询行业
高度重视的知识与技巧。若您希望在完成
该硕士课程以后，继续深造博士学位，从
而进入学术领域发展，那么这个课程也很
适合您。过去三年，我们已有四名学生在
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展开了自己的学术生
涯。了解部分校友毕业去向：

毕业后1年 
•  销售助理（爱尔兰）
•  实习/入门级岗位（英国/海外） 

毕业后2年 
•  招聘顾问（英国）
•  高级顾问（英国）
•  博士在读（英国）
•  中级分析师（英国/爱尔兰）
•  博士在读/留校助教（英国/中国）

毕业后3年 
•  商业研究分析师（英国）
•  法务审计师（英国）
•  采购经理（越南）
•  项目主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对外直接投资/FDI（英国）
•  企业融资分析师（英国）
•  高级HR经理（英国）
• 市场营销分析师（英国）

为什么选择女王大学？ 

国际化视野/与就业息息相关
课程为学生提供国际商务相关知识。结
合所学，学生有机进入国际组织就业，
或选择进入优秀大学继续深造攻读博士
学位。 

国际商务硕士课程为当地以及国际学生
提供了共同交流和协作学习的机会。小班
教学能够激发协同合作、提高学生的 跨
文化交际能力。 

交互式教学环境/多元化评估体系 
课程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包括讲座、工作
坊、辅导课、案例分析、业界精英和专家
学者主讲的讲座等。学生还将学习使用专
业软件与工具，如：Excel、交互式网页、
企业常使

用的计算机应用程序等。通过课堂讲座，
学生有机会参加讨论、完成小组练习和案
例研究，能够更好地将所学理论知识付
诸实践。 

该课程与大学内部的科研中心以及克林
顿领导力研究中心均有合作。学生有机会
聆听来自跨国、当地企业或非政府组织的
专家学者的专题讲座，分享他们的从业经
历。课程通过一系列考核方式来提升学生
的技能、辩证分析能力与相关就业技能。 

立刻申请
go.qub.ac.uk/pgapply

联系方式
Jelena Vlajic博士
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                                                                           
电话： +44 (0)28 9097 5514/5515
邮箱： qms@qub.ac.uk                                                    
qub.ac.uk/qms 

学费与奖学金
国际学生学费：21500英镑 

国际申请者须缴纳一笔金额为1000
英镑的课程留位费，这也将是您被
录取的正式条件之一。如果您已满足
所有课程入学要求、并获得该硕士
课程的无条件录取通知书，在缴纳
1500英镑的剩余押金后（2笔押金总
额为2500英镑，可用于抵扣学费），
可以申请获取 CAS（学习录取确认
函）。CAS是申请学生签证的必要材
料之一。 

了解学费及奖学金详情，请参阅：
学费：qub.ac.uk/TuitionFees                                                               
奖学金：go.qub.ac.uk/
qubpgfunding 

学制 
一年全日制 

“硕士国际商务帮助我扩大了
我的视野和知识基础。它涵
盖了一系列优秀的课程，例
如国际市场营销，国际人力
资源管理，国际供应链管理。
并且它提供了我们对感兴趣
的领域进一步探索的机会。
所有的讲师都是其所在领域
里面最好的，他们非常支持
与鼓励学生。老师们积极的
参加学生的小组活动和讨论。
我非常推荐想成为企业家，
学者或是期待去跨国公司工
作的同学参加这个课程。”
Ali Asif
国际商务硕士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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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一般来说，申请人须至少拥有二等二级
（2.2）荣誉学士学位，或其他英国女王
大学认可的同等学历。课程无本科专业限
制，但不适用于已经拥有商科或管理学专
业背景的申请人。  

同等学历资质 
了解其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学历，请参
阅：go.qub.ac.uk/IntQualifications

国际学生须知 
欲申请英国女王大学的国际学生（包含所
有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必须证明其英
语语言水平符合大学标准。非欧洲经济区
（EEA）公民的英语能力必须满足英国签
证与移民局（UKVI）的相关要求。 

国际学生的英语水平须达到雅思总分6.5
（各单项不低于5.5）或我校认可的其他
英语考试类型的对等成绩。

*成绩2年内有效 

进一步了解大学对EEA和非EEA公民的
英语语言要求，请参阅：go.qub.ac.uk/
EnglishLanguageReqs

如果您希望在学位课程开始前，提高自己
的英语水平，请访问英国女王大学INTO
语言中心的相关网页，在一系列英语强化
课程项目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详
情请参阅：www.intohigher.com/qub

学费与奖学金
国际学生学费：21500英镑 
国际申请者须缴纳一笔金额为1000英镑
的课程留位费，这也将是您被录取的正式
条件之一。如果您已满足所有课程入学要
求、并获得该硕士课程的无条件录取通知
书，在缴纳1500英镑的剩余押金后（2笔
押金总额为2500英镑，可用于抵扣学费）
，可以申请获取 CAS（学习录取确认函）
。CAS是申请学生签证的必要材料之一。 

课程总览 

为什么这个课程适合您？

• 您希望了解在全球化市场中不同组织
的运作模式；以及在管理过程中，如何
将各要素（如战略与运营）联系起来。 

• 您来自非商务或管理背景、但希望可
以进入管理领域工作。该课程旨在帮
助来自其他专业的学生，为其拓宽毕业
后的就业面。 

• 您希望能师从业内领先专家学者；体
验创新型教学方法；通过课内实践业务
（如微型真实咨询顾问案例等），来解
决真实世界的业务。 

管理学是一门关于如何与他人进行高效
合作，进而达成组织目标的学问。 

管理学硕士项目针对没有商务或管理学
科背景、但希望能够通过进修提升学历，
从而迈向事业上成功的学生。课程涵盖管
理学众多领域的知识、注重培养关键管理
技能（如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与沟通能
的力等）。 

课程内容

每学期必修模块占60 学分；完成管理学
硕士课程累计需修满180 学分。 

第1学期
•  会计学（15学分）学习组织机构中的会

计与控制功能、财务会计、财务报表分
析和管理会计学等内容。

•  金融学（15学分）了解企业投资和财务
决策的基本概念以及原则。

•  运营管理（15学分）模块内容涵盖运营
策略、流程设计与分析、能力管理、质
量管理、精益管理、库存管理和供应链
管理。

• 市场营销（15学分）了解市场营销如何
演变、公司如何采用不同策略创造价
值、如何参与新媒体时代等知识。 

第2学期 
•  人员管理（15学分）探讨如何在快速变

化的环境里，通过采用新兴思想与策
略，进行雇佣关系的管理活动。

•  研究方法和技术（15学分）  帮助学生
完成独立而创新的研究项目。 

•  管理者的决策（15学分）探讨不同管理
方向的设置与执行原则；学习战略分
析技术；评估战略制定；实施与战略变
更的管理过程。

• 国际创新管理（15学分）了解知识是如
何通过不同国家创新系统间的协作而
产生、被共享与转化的，从而推动全球
创新的发展。 

管理学硕士
MSC MANAGEMENT 

第3学期 
•  论文（60学分）或
•  咨询项目（60学分）或
•  学术研究项目 + 2个教学模块
 （60学分）

教学模块或有变动。

考核方式

多重考核方式相结合：学习报告、小组合
作、演讲展示、案例分析、随堂测验和考
试等；学生还需完成一个毕业项目。

职业前景 

无论是在私营企业还是国营单位，具有核
心管理技能的人才都将受到用人单位的
青睐。通过该课程，我们能够帮助新晋毕
业生，使他们获得就业机会、拓宽职业前
景、更具就业竞争优势。 

我们的毕业生在众多领域中担纲要职。
这些领域包括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
运营管理、咨询顾问与综合管理等。用
人单位包括谷歌、亚马逊、BDO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劳埃德保险社 (Lloyds of 
London)、朗道（Randox）实验室有
限公司、花旗集团、英国宇航（BAE）潜
艇系统、爱尔兰中央银行、劳斯莱斯、
戈尔韦 （Galway）郡议会、詹姆森
（Jameson）威士忌、以及其他地方与国
家政府机构等。 

为什么选择女王大学？ 

创新性教学方式
课程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包括讲座、工作
坊、辅导课、案例分析、业界精英和专家
学者主讲的讲座等。通过课堂讲座，学生
有机会参加讨论、完成小组练习和案例
研究，能够更好地将所学理论知识付诸实
践。通过完成各种评分或不评分的小组任
务，学生将在不同阶段进行成果展示，从
而提高沟通与领导能力。
 

直通雇主
课程提供一系列教学模块，比如第一学
期的市场营销课，它既富挑战性，又能让
学生获取成就感。课程将带您体验真实
的咨询顾问案例，从接收来自客户提出
的相关诉求开始，到参与主要调查与研
究分析，再到最终向客户提出可行建议。
这些案例都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模拟演
练，许多非营利性以及慈善机构都能因
此受益。

创新性教学方式
课程吸引了从语言学到法学等来自不同学
科背景的学生，为学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
社交与学习环境。国际学生为课程注入了
新颖的国际化视角，这点在小组任务的完
成情况中，体现尤为明显。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致力于不断精进所
有学位课程的模块内容，因此上述提及
的所有教学模块或将被不断开发、加强
乃至替换。 

立刻申请
go.qub.ac.uk/pgapply

联络方式
Sara Melo博士
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                                                                           
电话： +44 (0)28 9097 4820/5514
邮箱： qms@qub.ac.uk                                                    
qub.ac.uk/qms 

“就读管理硕士课程对我来
说是完全的享受。在过去
的一年当中，课程里的商业
问题既有深度也有广度。这
个专业很好的地方是，对于
像我一样专业背景并非商
科的学生，课程让我们对
商业世界中的各方各面都
有了了解。授课的教师不仅
有大学学术人员，也有行业
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这
给学习体验加分不少，而
且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提供
的支 持也非常出色！就读
这个专业给了我以前从没
想到机会！比如，我被授
予旅行奖学金前往美国亚
特兰大与可口可乐公司对
我的论文展开研究。 在
此期间我见到了可口可乐
公 司的女性高管，并与她
们就女性领袖的看法展开
讨论——并且我还见到了
我的偶像雪儿•桑德伯格 
(SherylSandberg)，她是
脸书(Facebook) 的首席
运营官，也是女性职业发
展书《Lean In》的作者！
我目前作为一个技术顾问
就职于普华永道 (PwC)。”
萝拉•麦卡里尼 
(Laura McAneney）管理学硕士学生

了解学费及奖学金详情，请参阅：
学费：qub.ac.uk/TuitionFees                                                               
奖学金：go.qub.ac.uk/
qubpgfunding 

学制 
一年全日制 

教学信息 
学生通过讲座、工作坊、案例分析、导
师辅导和业界人士演讲等教学活动，
学习相关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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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一般来说，申请人须至少拥有二等一级
（2.1）荣誉学士学位，或其他英国女王
大学认可的同等学历。课程无本科专业
限制。

我们欢迎来自不同本科背景的学生申请
该课程。若您的学术成绩未达到入学要
求，但拥有商务、管理或营销领域内的
工作经验，大学也将结合实际情况予以
考虑。

同等学历资质
了解其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学历，请参
阅：go.qub.ac.uk/IntQualifications

国际学生须知
欲申请英国女王大学的国际学生（包含所
有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必须证明其英
语语言水平符合大学标准。非欧洲经济区
（EEA）公民的英语能力必须满足英国签
证与移民局（UKVI）的相关要求。 

国际学生的英语水平须达到雅思总分6.5
（各单项不低于5.5）或我校认可的其他
英语考试类型的对等成绩。

*成绩2年内有效 

进一步了解大学对EEA和非EEA公民的
英语语言要求，请参阅：go.qub.ac.uk/
EnglishLanguageReqs

如果您希望在学位课程开始前，提高自己
的英语水平，请访问英国女王大学INTO
语言中心的相关网页，在一系列英语强化
课程项目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详
情请参阅：www.intohigher.com/qub

市场营销硕士
MSC MARKETING 

用；学习使用SAS或SPSS软件分析数
据；合理利用“大数据”完成市场营销
相关活动。 

• 国际市场营销（15学分）探索在全球环
境下工作的市场营 销经理将会面临的
挑战；以及在这些情况下，市场营销专
业人才需要具备哪些概念和理论。 

第3学期 
• 营销实习研究项目（60学分）或
•  论文（60学分）或                          
•  学术研究项目 + 2个教学模块（60学

分）（可选模块：管理学中的当代问题
研究/商业管理/伦理道德） 

通过第3学期的毕业项目，您能将所学理
论知识付诸实践。

实际教学模块或有变动。

*在第3学期，表现优异的学生可以选择
用一个为期12周（或以上）的带薪实习项
目，替代传统毕业论文。学生需要满足用
人单位的招聘要求、并通过竞争取得实习
机会。若学生未能成功获得在相关用人单
位的实习机会，则需完成一篇传统毕业论
文，或一个学术研究项目以及两门教学模
块的学习

考核方式

学生需要完成独立课业、演讲展示、小组
任务、考试、计算机测试、多项选择型测
试与相关研究工作。更多新型考核方式正
被评估生成。

职业前景

能够深刻理解当代营销的理念与最佳实
践方式，并在研究方法、工具与其应用方
面拥有扎实基础的毕业生，在完成学业以
后，将有机会进入以下领域就业: 
•  客户关系管理
•  数字营销
•  市场营销与客户分析
•  营销管理
•  研究与咨询

为什么选择女王大学？

专业认证
本市场营销硕士课程由英国特许市场营
销协会（CIM）认证。 CIM是全球领先的
市场营销专业组织，它致力于不断发展营
销行业，维护并保持专业水准；同时提升
营销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顺利完成学业
后，学生将获得部分CIM专业考试的免考
资格，如市场营销、战略营销等。

课程总览

为什么这个课程适合您？

• 您希望提高相关知识与技能，以达到
建立客户关系和满足客户需要的目
的。 

• 您希望可以从事客户关系管理、数字
营销、市场营销、客户分析、营销管
理、学术研究等相关工作。

• 您希望获得英国特许市场营销协会
认证（CIM） 专业考试模块的免考资
格。 

市场营销是一门通过分析、预见并满足
消费者需求，从而帮助相关企业获利的
学问。 

该市场营销课程旨在培养具备专业理论
知识、分析与实际操作技能的新一代营销
专业人才。在如今竞争极为激烈、变化无
限的全球市场中，这样的专业人才正 是
企业所需的。贯穿本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专
业、现代、负责任的营销手段能让企业的
运作效率与业绩显著提升。

课程将帮助学生发展金融、数学和研究
技能。通过数字化市场营销和管理人员营
销分析等模块，对现代营销理论与实践进
行高层次的学习与实践。

课程内容

每学期必修模块占60 学分；完成该硕士
课程累计需修满180 学分。课程含有8个
教学模块，以及一个毕业项目（传统论
文、实习研究项目、或学术研究项目）。

第1学期
• 营销管理（15学分）在哲学意义和功能

意义上，理解市场营销在现代组织中
全面而深远的应用。 

• 数字营销（15学分）学习如何制定可在
互联网或其他移动平台上使用的营销
策略，以及与离线平台整合的营销策
略。

• 会计学（15学分）在非专业水平上了解
会计的理论和实践。 

• 战略营销（15学分）从管理者和消费者
的角度理解营销。

第2学期 

• 消费者行为（15学分）深入了解消费者
行为理论和实践，及其发挥的关键作
用。

• 商业研究方法（15学分）了解如何完成
独立而创新的研究项目。 

• 市场营销分析（15学分）探索数据的使

就读英国女王大学市场营销硕士课程
的学生，将有机会申请成为CIM学生会
员。成为会员以后，学生能够使用CIM所
有资源，包括网络研讨会与“营销专家 
(Marketing Expert)”(需额外缴纳会费)
。学生会员可参加CIM在贝尔法斯特当地
举办的相关活动与研讨会，拓展其在专业
领域内的人际网，掌握市场营销理论与实
践的前沿动态。 

市场营销实习/实习研究项目 
在第3学期，学生可以选择申请一份为期
12周的带薪实习机会。实习结束后，学生
须提交一份基于实习经验的研究项目报
告。选择完成实习项目的学生，无须再完
成传统毕业论文或学术研究项目。该选项
仅适用于表现优异的学生。通过相关实习
机会，学生有机会将所学理论付诸实践，
获取真实且宝贵的市场营销经验。 

谷歌分析（Google Analytics）个人资
格认证
数字营销模块（包括谷歌分析）鼓励学生
获取谷歌分析个人资格认证（GAIQ）。
该认证能够很好地向用人单位证明：我们
学生的就业优势，不仅体现在专业理论知
识，更体现在实践技能方面。若学生能在
模块学习过程中顺利获取相关资质，学院
可报销相关考试费用。

SAS软件培训 
在“管理人员营销分析”模块，您将学习
使用专业营销工具：SAS软件。自1976 年
以来，SAS 公司一直专注商务分析，并为
之提供相关工具、技术与服务。最新研究
表明， SAS主导着全球高级分析市场。这
再次向用人单位证明了：我校学生的就业
竞争力除了涵盖到理论知识、实践技能，

还体现在具备使用符合业界标准的软件
和程序的能力上。 

创新性教学活动 
授课方式包含讲座、工作坊、专题报告、
案例研究、业界人士演讲、企业考察和电
脑模拟、小组项目、在线论坛讨论、企业
参观、 实习机会等。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致力于不断精进所
有学位课程的模块内容，因此上述提及
的所有教学模块或将被不断开发、加强
乃至替换。 

立刻申请
go.qub.ac.uk/pgapply

联络方式
Mark Palmer 博士
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                                                                           
电话： +44 (0)28 9097 4466/5514
邮箱： qms@qub.ac.uk                                                    
qub.ac.uk/qms 

学费与奖学金
国际学生学费：21500英镑 
国际申请者须缴纳一笔金额为1000英
镑的课程留位费，这也将是您被录取
的正式条件之一。如果您已满足所有课
程入学要求、并获得该硕士课程的无
条件录取通知书，在缴纳1500英镑的
剩余押金后（2笔押金总额为2500英
镑，可用于抵扣学费），可以申请获取 
CAS（学习录取确认函）。CAS是申请
学生签证的必要材料之一。 

了解学费及奖学金详情，请参阅：
学费：qub.ac.uk/TuitionFees                                                               
奖学金：go.qub.ac.uk/
qubpgfunding 

学制 
一年全日制 

授课时间
上午/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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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奖学金信息 

将于2022-23学年九月份入读英国女王
大学商学院的学生，有机会获得一系列
MBA奖学金。课程提供3个5000英镑、4
个 2500英镑和5个1000英镑的奖学金机
会。获得奖学金申请资格，申请人必须满
足以下条件： 
• 满足具体奖学金的资格条件以及相关

条款和条件 
• 已收到商学院MBA课程的录取通知书 
• 是自费学生
• 在指定截止日期前提交课程申请表；

申请表格将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
给在2021年6月30日前接受录取的所
有MBA课程申请人。 

课程总览

MBA是一个职业发展课程，适合有相关
工作经验的学生。学生将从实践中，学习
关于战略管理和领导力的专业知识。个人
发展、商业道德、可持续发展、国际商业
实践均为本课程的核心要素。来自先进企
业、公共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的大学合作伙
伴们，也将为MBA学生提供杰出领导力讲
座、公司项目和个人指导等相关支持。学生
可在商业分析、商业规划或社会创新方面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我们还将提供为
期一周的美国考察访问机会。这将是一场
专注团队建设与个人发展的游学之旅；让
MBA课程这段充实的个人职业发展旅程
锦上添花。 

课程内容

领导力项目:
培养职业经理人与领导者
通过为期一年的领导力发展课程，在克林
顿领导力研究中心学者的指导下，您将获
得全球范围内作为领导者所需的洞察力和
自我意识。课程将辅导与技能内容有机结
合，帮助您思考真实存在的领导问题；培
养个人领导风格；发展团队建设、谈判和
沟通技巧。我们提供的个人发展计划，将
培养您管理与发展事业的综合能力。MBA
课程旨在帮助参与者提升个人素质和专业
技能，培养具有道德意识和国际视野的领
导者。课程的整合与应用设计，将使您具
备帮助企业组织转型的能力。 

行业互动计划 
在课程期间，您将师从众多行业专家学
者，研习他们的实际经验和研究成果。 

第1学期
成为管理者与领导者A（核心） 
理解复杂的世界（核心）：
主题：经济环境/重新思考资本主义 
决策的制定1（核心）: 
主题： 运营管理/创业 

入学要求
一般来说，申请人须至少拥有二等一级
（2.1）荣誉学士学位，或其他英国女王大
学认可的同等学历。课程无本科专业限
制。申请人需拥有5年（或以上）的全职
工作经验，其中，具有管理工作经验的申
请人将被优先考虑。在某些情况下，拥有
3年工作经验的申请人也将被纳入考虑范
围。作为申请过程的一部分，申请人必须
提供完整和最新的简历以及详细的个人
陈述。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将受邀参加入
学面试。

虽然不是硬性要求，但我们鼓励已经参加
GMAT考试的学生提交GMAT分数。大学
招生委员也会将此分数纳入考虑范围。 

同等学历资质 
了解其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学历，请
参阅：go.qub.ac.uk/IntQualifications

国际学生须知 
欲申请英国女王大学的国际学生（包含
所有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必须证明其
英语语言水平符合大学标准。非欧洲经
济区（EEA）公民的英语能力必须满足英
国签证与移民局（UKVI）的相关要求。 

国际学生的英语水平须达到雅思总分
6.5（各单项不低于5.5）或我校认可
的其他英语考试类型的对等成绩。

*成绩2年内有效 

进一步了解大学对EEA和非EEA公民
的英语语言要求，请参阅：go.qub.
ac.uk/EnglishLanguageReqs

如果您希望在学位课程开始前，提
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请访问英国女
王大学INTO语言中心的相关网页，
在一系列英语强化课程项目中，
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详情请参
阅：www.intohigher.com/qub

工商管理硕士
MBA

学费与奖学金
国际学生学费：26250英镑 
国际申请者须缴纳一笔金额为1000英
镑的课程留位费，这也将是您被录取
的正式条件之一。如果您已满足所有
课程入学要求、并获得该硕士课程的
无条件录取通知书，在缴纳1500英镑
的剩余押金后（2笔押金总额为2500
英镑，可用于抵扣学费），可以申请
获取 CAS（学习录取确认函）。CAS
是申请学生签证的必要材料之一。 

了解学费及奖学金详情，请参阅：
学费：qub.ac.uk/TuitionFees                                                               
奖学金：go.qub.ac.uk/
qubpgfunding 

招生人数 
50名

学制 
全日制学生一年/非全日制学生两年 

授课时间
全日制学生的一周内，通常有12至
20个小时的课程。非全日制学生一
周通常有8到12个小时的课程。 

学期内，全日制MBA学生每周须
参加3天（星期一至星期五期间）
的授课课堂。非全日制学生每周须
上课1-2天。具体情况取决于该学
期的课程密度。课程教学活动通常
在下午和晚上进行，以最大程度
地减少占用同时在工作的学生的
工作时间。但是，有一些关键的教
学和考试可能需要在其他时间进
行。这些安排大学将提前通知。 

立刻申请
go.qub.ac.uk/pgapply

联系方式
Stephen Armstrong 博士
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                                                                           
电话： +44 (0)28 9097 5514/5515
邮箱： qms@qub.ac.uk                                                    
qub.ac.uk/qms 

第2学期 
成为管理者与领导者B（核心） 
决策的制定2（核心）：
主题：适用决策者的市场营销/会计与财
务管理 
组织和实施(核心): 
战略管理/领导力；变革和组织 
综合知识1（核心）：选修社会创新和商业
规划或商业分析模块（二选一）/国际修学
之旅。国际修学之旅涵盖选修课程以及
系列活动。学生在他们的修学之旅中的学
习成绩将作为所选修模块考核成绩的一
部分。 

第3学期 
综合知识2（核心）：
MBA研究项目 

考核方式 

平时成绩与为期四个月的MBA研究项目
相结合。平时成绩包括个人和小组文章、
解决专业问题的反思性文章、案例研究报
告、成果展示与评估咨询挑战。 

职业前景 

我们的MBA毕业生受雇于各种管理岗位，
包括:
• (爱尔兰）初创公司CEO
• (英国）全球顾问公司理事
• (美国/印度/泰国)商业分析师、管理顾

问
• (中国)国际市场营销经理
• (爱尔兰)金融贸易商
• (英国)安保研究开发部门主管

完成该课程，MBA毕业生可获得CIMA和
CGMA的部分科目免考资格。 

为什么选择女王大学？
 
创新型的教学方式 
我们的MBA课程提供符合国际最佳实践
方法的创新教学风格。课程不仅涵盖独立
的知识模块，还将学术课题与经验性学习
相融合，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开发学生的思
维方式。 

与时俱进的学习方式 
MBA课程本质特点是注重商业参与。整
个课程期间，我们聘请业界人士做演讲，
为学生上课和参与课堂讨论。通过本地公
司和企业家们提出的实时存在的业务挑
战和评测结果，学生可以将所学理论付诸
实践，解决真实存在的商业问题。这些挑
战将为学生带来宝贵的实战体验，也能检
验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团队建设能
力，推动学生深刻思考自己的个人和专业
发展。

量身定制的领导力项目 - 为商业分析和社
会创新专设 
课程培养您加深对商业分析和新兴领域社
会创新的理解和掌握。商业分析已应用于
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部门，已然成为一个重
要的专业领域。通过商业分析专业知识，
您可以了解如何使用数据进行预测，以及
如何使用高级可视化技术（包括最新数据
可视化和分析工具）有效地展示数据。社
会创新和商业规划课程探讨创新（如企业
家和创业者）所需的领导力挑战以及跨部
门合作创新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修学之旅
课程含有一个国际游学之旅，与社会创新
和商业计划以及商业分析选修课相关。课
程导师将在学生的游学过程中，对学生的
表现进行评估，该分数将被计入相关选修
课的总成绩中。通过参观相关企业，以及
其他丰富多彩的活动，学生能够获得沉浸
式体验，了解不同工作的文化与商业环境，
从而能更深入地掌握全球商业趋势。
 
在最近的一次游学项目里，学生们去了
世界上最具活力和创新性的商业中心之
一——旧金山。学生们参观了包括网飞、
壳牌、甲骨文、沃尔玛、Cloudera和Kiva
等大型跨国公司；与公司高管和企业家们
进行交流、扩展人脉；了解这些行业的最
新发展动态。 

我们的游学为你提供的机会:
• 认识来自全球领先企业的企业家
• 获得来自全球跨国企业高管的建议
• 了解国际商业实践
• 培养全球商业环境中的领导技能
• 获得启发和接收新的挑战；了解全球

商业的最新动态 

接触行业领袖 
在我们的业界大师班上，来自各自领域
的领导者会与MBA学生见面，并介绍自
己的专业领域。学生还将自动获得爱尔
兰 MBA协会的会员资格，可以参与各种
社交活动。 

一对一职业发展指导 
学生将有机会与来自克林顿领导力研究
中心的领导力团队预约一对一的私人培
训课程；还可以参加业界专家指导的职
业课程。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致力于不断精进所
有学位课程的模块内容，因此上述提及
的所有教学模块或将被不断开发、加强
乃至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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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一般来说，申请人须至少拥有二等一级
（2.1）荣誉学士学位，或其他英国女王
大学认可的同等学历。课程接受来自金
融、数学、经济学、或其他涉及大量定量
内容专业的申请人。申请人的本科背景若
为科学或工程学，但其课程涵盖大量数
学内容，我们也将予以考虑。若申请人拥
有二等二级（2.2）学士学位，但成绩较为
优秀，那么其工作经验也可能被纳入考量
范围。

同等学历资质 
了解其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学历，请参
阅：go.qub.ac.uk/IntQualifications

国际学生须知 
欲申请英国女王大学的国际学生（包含所
有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必须证明其英
语语言水平符合大学标准。非欧洲经济区
（EEA）公民的英语能力必须满足英国签
证与移民局（UKVI）的相关要求。 

国际学生的英语水平须达到雅思总分6.5
（各单项不低于5.5）或我校认可的其他英
语考试类型的对等成绩。

*成绩2年内有效 

进一步了解大学对EEA和非EEA公民的
英语语言要求，请参阅：go.qub.ac.uk/
EnglishLanguageReqs

如果您希望在学位课程开始前，提高自己
的英语水平，请访问英国女王大学INTO
语言中心的相关网页，在一系列英语强化
课程项目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详
情请参阅：www.intohigher.com/qub

计量金融硕士
MSC QUANTITATIVE 
FINANCE 

考核方式 

期末考试、随堂测验、个人独立作业、小
组合作任务、演讲成果展示与案例研究
调查。 

职业前景 

计量金融学毕业生能够胜任许多岗位。部
分校友去向: 
•  全球经纪公司 - 贸易分析师 
•  金融软件开发人员 
•  国际银行运营分析师 
•  私人财富管理公司 - 投资组合分析师
•  能源集团 - 能源交易员
•  美林证券 - 量化股票分析师 

为什么选择女王大学？ 

金融交易室 
许多模块的教学活动将在金融交易室内
展开。学生将有权限使用彭博终端。彭博
终端具有业界领先的财经新闻、数据与分
析功能，为众多金融机构所使用。 

专业认证 
该课程受CFA（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
认证；课程设计符合CFA考生知识体系
（CBOK）；帮助学生获得成为全球投资
专业人士所需具备的核心知识、技能和
能力。

学生管理基金会 （SMF） 
我们欢迎学生加入学生管理基金。在这
里，学生有机会管理一份高达50000英镑
的真实货币投资组合，从而获得真实分析
师体验、增强就业竞争力。英国女王大学
商学院是英国和爱尔兰仅有的几所提供
这种独特体验的大学之一。这给学生的
就业发展体验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

课程总览

为什么这个课程适合您？

• 您对计量金融感兴趣
• 您希望未来在交易、投资组合定量管

理、数据分析、风险管理、学术界等领
域就业

• 您注重实践，喜欢“边学边做”

计量金融课程着眼于如何使用数学、程序
设计和统计工具来分析数据和建模。

本课程所教授学生的计量、计算机技术
和策略均来自顶尖金融公司，为学生在计
量金融、贸易或者是一般的金融环境中求
职做好准备。课程旨在弥合计量模型与 
财务决策之间的缺口。 

课程内容 

第1学期
•  资产定价（15学分）在动态的市场和普

遍的偏差下探索现代投资者的思考。 
•  企业融资（15学分）课堂探讨的主题包

括估价、公司治理、合并与收购。  
或 
•  市场微观结构（15学分）了解支撑资本

市场运作的主要参与者、结构和交易
流程。 

•  数据管理（15学分）学习内容包括识别
和提取数据、预处理数据、数据质量、
数据仓库、关联数据库和大数据解决
方案。

•  金融学研究方法（15学分）学习R编程
语言，介绍用于当代财务数据问题的
应用计量经济学技术。

第2学期 
• 金融计算方法（15学分）学习使用

Python软件；结合数学、金融学和编
程等手段学习量化金融问题。 

• 高级分析和机器学习（15学分）了解机
器学习算法及其应用。 

• 时间序列金融计量学（15学分）使用R
编程，概念上理解财务数据动态统计
建模。 

• 交易原则（15学分）通过模拟交易中的
实际决策探索关键金融概念。 

第3学期 
•  论文（60学分）
或
•  应用型研究项目（60学分） 

教学模块或有变动。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致力于不断精进所
有学位课程的模块内容，因此上述提及
的所有教学模块或将被不断开发、加强
乃至替换。

立刻申请
go.qub.ac.uk/pgapply

联系方式
Barry Quinn博士
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                                                                           
电话： +44 (0)28 9097 5514
邮箱： qms@qub.ac.uk                                                    
qub.ac.uk/qms 

“女王大学独特的金融交易
室与卓越的教学设施，都
是我学习过程中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而通过学习
如何使用编程软件与金
融工具软件，比如彭博 
(Bloomberg)，交易室的
资源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
使我能将学术理论与实际
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
将把我所学的这一切都用
到我未来的工作当中。” 
David McClean
计量金融学硕士 

学费与奖学金
国际学生学费：21500英镑 
国际申请者须缴纳一笔金额为1000
英镑的课程留位费，这也将是您被录
取的正式条件之一。如果您已满足所
有课程入学要求、并获得该硕士课程
的无条件录取通知书，在缴纳1500
英镑的剩余押金后（2笔押金总额为
2500英镑，可用于抵扣学费），可以
申请获取 CAS（学习录取确认函）
。CAS是申请学生签证的必要材料
之一。 

了解学费及奖学金详情，请参阅：
学费：qub.ac.uk/TuitionFees                                                               
奖学金：go.qub.ac.uk/
qubpgfunding 

招生人数
24名

学制 
一年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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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一般来说，申请人须至少拥有二等一
级（2.1）荣誉学士学位，或其他英国
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学历。课程接受
来自数学、会计、金融、经济、或其
他相关量化专业的申请人。申请人的
本科背景若为科学或工程学，但其课
程涵盖大量数学内容，我们也将予以
考虑。若申请人拥有二等二级（2.2）
学士学位，但成绩较为优秀，那么其
工作经验也可能被纳入考量范围内。 

我们欢迎来自不同本科背景的学生申请
该课程。若您的学术成绩未达到入学要
求，但拥有计量分析、数学或金融领域
内的工作经验，我们也将予以考虑。

同等学历资质 
了解其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学历，请
参阅：go.qub.ac.uk/IntQualifications

国际学生须知 
欲申请英国女王大学的国际学生（包含
所有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必须证明其
英语语言水平符合大学标准。非欧洲经
济区（EEA）公民的英语能力必须满足英
国签证与移民局（UKVI）的相关要求。 

国际学生的英语水平须达到雅思总分
6.5（各单项不低于5.5）或我校认可
的其他英语考试类型的对等成绩。

*成绩2年内有效 

进一步了解大学对EEA和非EEA公民
的英语语言要求，请参阅：go.qub.
ac.uk/EnglishLanguageReqs

如果您希望在学位课程开始前，提
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请访问英国女
王大学INTO语言中心的相关网页，
在一系列英语强化课程项目中，
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详情请参
阅：www.intohigher.com/qub

风险与投资管理硕士 
MSC RISK 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第3学期 
•  论文（60学分）
或 
•  应用型研究项目（60学分） 

教学模块或有变动。

考核方式 

多重考核方式相结合：个人课堂作业、
小组任务、演讲展示、模拟实战、案例分
析、随堂测验、考试以及毕业项目（论文
或应用研究项目）。 

职业前景 

风险管理是现今热门的就业专业。这种趋
势也将一直持续下去。许多金融公司都在
积极扩大其风险与投资管理业务，因此该
硕士课程能帮助学生，获取更加广阔且令
人振奋的就业空间与机会。 

课程毕业生将有广泛的就业机会。数学技
能较强的学生，在就业后可利用领先的定
量模型技术与交易员合作、开发定制金融
产品；其他就业领域包括投资组合与产品
风险管理、企业整体风险监控等。学生既
可在企业内部就业，也可在企业外的独立
专业监管团队就业。我们的学生在毕业后
很快就找到了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其中大
部分均在风险管理领域任职。 
 
相关用人单位包括: 
•  好事达保险公司
•  阿波罗航空管理                                 
•  英杰华（Aviva）保险                            
•  美国银行                                          
•  中国银行                                      
•  贝莱德 （BlackRock）资产管理                                     
•  英国天空广播公司 （BskyB）                                   
•  加勒比开发银行                             
•  爱尔兰中央银行                                     
•  花旗集团                                      
•  丹麦银行                                      
•  陶氏化工                                      
•  安永                                         
•  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英国）                                      
•  First Derivatives                                      
•  新加坡全球金融顾问公司                                     
•  劳埃德（Lloyds） 银行集团                                     
•  美世 （Mercer）                                     
•  纽约证券交易所                                   
•  英国 Powergen
•  英国普华永道
•  苏格兰皇家银行
•  统一电力市场 （Single 

ElectricityMarket）
•  伦敦韬睿惠悦 (Towers Watson) 企管

顾问公司                                     
•  欧洲WR伯克利保险公司

课程总览 

为什么这个课程适合您？

• 您对风险如何影响业务以及金融如何
减轻相关风险感兴趣。 

• 您希望未来在企业风险、合规性、咨询
或学术研究等领域发展事业

• 您希望获得专业风险管理师 （PRM）
考试的豁免资格。 

学习风险与投资管理，您将了解组织和投
资者如何评估与解决风险，以在最大程度
上实现商业目标。
 
您将接触到业内领先金融公司和监管机
构所使用的尖端风险管理工具和策略。
课程通过“信贷风险管理”和“企业风险
管理”等模块，为学生提供领先的金融企
业和监管机构使用的前沿风险管理工具
和策略。通过“资产定价”和“企业融资”
等更为通用的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从事金
融职业所需的技能。 

课程内容 

课程包含8个必修课和1个毕业项目（论文
或应用型研究项目）。

第1学期
•  资产定价（15学分）在动态的市场和普

遍的偏差下探索现代投资者的思考。 
•  企业融资（15学分）课堂探讨的主题包

括估价、公司治理、合并与收购。  
• 金融监管与风险管理（15学分）探讨机

构生存与发展必须承担的风险，包括
市场风险、信贷风险、流动性风险以
及操 作风险。

•  金融学研究方法（15学分）学习R编程
语言，介绍用于当代财务数据问题的
应用计量经济学技术 

第2学期 
• 信用风险管理（15学分）剖析信用文化

的发展；探索量化信用风险的技术；了
解基本信用衍生产品和证券化信用。 

• 金融衍生品（15学分）学习金融衍生品
定价；了解金融工程和风险管理的用途
（含利率衍生产品或波动性等知识）
。

• 企业风险管理和风险分析（15学分）了
解企业的风险管理，检查公司如何在
整体的基础上综合解决所有重要的风
险。 

• 时间序列金融计量学（15学分）使用R
编程，概念上理解财务数据动态统计
建模。

 

为什么选择女王大学？ 

金融交易室 
部分模块的教学活动将在金融交易室内
展开。学生将有权限使用彭博终端。彭博
终端具有业界领先的财经新闻、数据与分
析功能，为众多金融机构所使用。 

专业软件 
学生将有权限使用一系列专业软件（
如Stata、 Excel、 Matlab等），还
能访问包含Thomson One Banker、 
DataStream、Bloomberg在内的数据
信息库。 

专业认证 
该课程与全球风险专业人员协会
（GARP）建立了学术合作伙伴关系；帮
助学生为金融风险经理 （FRM）考试做
好准备。课程已获得专业风险经理国际
协会（PRMIA）认证，学生有机会获得专
业风险经理 （PRM）考试科目I和II的考
试豁免。

业内精英讲座 
学生有机会参加商学院定期举办的相关
活动，学生还有机会聆听来自业界精英讲
者的精彩讲座、拓宽自己的社交网络。

学生管理基金会 （SMF） 
我们欢迎学生加入学生管理基金。在这
里，学生有机会管理一份高达50000英镑
的真实货币投资组合，从而获得真实分析
师体验、增强就业竞争力。英国女王大学
商学院是英国和爱尔兰仅有的几所提供
这种独特体验的大学之一。这给学生的
就业发展体验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致力于不断精进所
有学位课程的模块内容，因此上述提及
的所有教学模块或将被不断开发、加强
乃至替换。

立刻申请
go.qub.ac.uk/pgapply

联系方式
Clive Walker博士
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                                                                           
电话： +44 (0)28 9097 5514/5515
邮箱： qms@qub.ac.uk                                                    
qub.ac.uk/qms 

“课程涵盖的一系列模
块，让我对投资与风险管
理专业有了更加全面、深
入的理解。课程受到专业
认证，为学生开展金融职
业生涯做好充分准备。”
Tripti Sharma
风险与金融投资管理硕士 

学费与奖学金
国际学生学费：21500英镑 
国际申请者须缴纳一笔金额为1000英
镑的课程留位费，这也将是您被录取
的正式条件之一。如果您已满足所有
课程入学要求、并获得该硕士课程的
无条件录取通知书，在缴纳1500英镑
的剩余押金后（2笔押金总额为2500
英镑，可用于抵扣学费），可以申请
获取 CAS（学习录取确认函）。CAS
是申请学生签证的必要材料之一。 

了解学费及奖学金详情，请参阅：
学费：qub.ac.uk/TuitionFees                                                               
奖学金：go.qub.ac.uk/
qubpgfunding 

招生人数
50名

学制 
一年全日制 

授课时间
上午/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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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
学位课程

4年制
连读
博士学位课程

第1学年

完成研究生文凭
框架下的教学与
独立学习模块

教学模块（共120
学分）达到均分
60%；成功完成博
士研究计划书

年度进度报告

第2学年

计划研究进度（
如：文献综述、设
计整合、伦理审
核）

初步审查

研究分化

第3学年

计划研究进度（
如：适度实地考
察、撰写论文大
纲）

年度进度报告

第4学年

计划研究进度（
如：撰写论文章
节、完成初稿、
计划提交研究成
果）

年度进度报告

博士答辩

除传统的3年全日制博士学位外，学院也
提供4年全日制综合博士学位。4年制课
程的学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年，学生将
通过学习既定教学模块，发展独立学习能
力、培养研究技能、进而完成博士研究计
划书的撰写；在随后的三年里，学生将专
注博士研究活动。

4年制课程能够帮助学生：

•  通过第一年所学模块，发展研究技能、
收获专业学科知识。

•  深入了解博士课程的学习与研究强度
•  获得相应资源与支持，以完成一个强

大且可行的博士研究计划
•  为顺利发表博士论文打下一个更加坚

实的基础

为顺利进入博士研习阶段，第一学年结束
时，学生的基本教学模块（共120学分）均
分应达到 60%，研究方法模块的成绩应
至少达到60%。

4年制课程将优先提供给拥有以下学科背
景的学生：

• 会计学
• 人类学
• 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
• 经济学
• 教育学
• 英语
• 电影
• 金融
• 历史
• 国际研究
• 口译 （仅限非实践模块）
• 法律
• 管理
• 媒体与广播
• 政治
• 翻译 （仅限中英语对）

4年制博士课程结构

您也可选择

传统3年全日制

博士课程

费用

费用详情请参阅：go.qub.ac.uk/
qubpgfunding

立刻申请
go.qub.ac.uk/pgapply

联系方式
博士课程管理员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
邮箱：qmspgr@qub.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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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费用及更多详情，请参
阅第40页 。

会计
（博士或研究型硕士）

国际化趋势
无论任何时候学院都有能力承担60位博
士学生。

学生和学院员工的背景十分多样化，比
如来自：
保加利亚，中国，塞浦路斯，法国，德国，
印度，爱尔兰，意大利，约旦，荷兰，北爱
尔兰，巴基斯坦，俄罗斯，塞尔维亚，圣卢
西亚，沙特阿拉伯，中国台湾，土耳其，英
国，美国和津巴布韦。

宝贵的机会
学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为有研究能力的
学生在他们的研究领域提供创新的和学
术性的工作。

 

总览 

会计专业团队的研究优势包括会计学的
变更到会计教育，从绩效考核到财务会
计，均使用量化和质性分析的研究方法。
会计专业对公共部门和非盈利部门组织
很有研究。

除了从导师和其他学者那里获得研究建
议和指导以外，学生还可以参加课程与阅
读小组，从而完成会计学背景的学习。

女王大学商学院以研究为主导的教学而
自豪。并且为学生提供为各种本科课程的
助教经历。

学生定期参加学校多种研讨会，研讨会上
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学生也
会在研讨会上展示他们的功课，获得有价
值的建议和为学术工作就业的准备。

现在申请，请登录：
go.qub.ac.uk/pgapply

联系方式
qmspgr@qub.ac.uk

学生积极的参与学院和大学的研讨会，并
且参加校外的会议，加入学术网络。

为大多数博士生均提供教学机会，这可以
使他们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经验和学习，以
便他们在高等教育机构的职业生涯做好
最充分的准备。

世界领先的机构
博士生在位于Riddel Hall共享办公
室。Riddle Hall是一座拥有先进设施的
建筑。

资助机会
我们的博士课程是自费或者申请各种资
助和奖学金。奖学金可以在学校官网上
查询。

研究优势

具体的研究优势包括：
跨国公司的会计和绩效考核
会计质量和公司治理
公共部门的权责发生制会计
道德和会计教育
慈善机构的治理
公共部门的管理/会计变更
绩效考核/慈善机构管理
绩效考核/公共机构管理
私人融资和公司合作伙伴关系
短期主义和公司治理
在会计教育中使用案例研究法

为什么选择女王大学？

卓越研究
在2014年的研究分析卓越框架结果的分
析中，特许商学院协会将女王大学商学
院的研究密度定位于101所英国院校中第
9位。

科研人员在顶级期刊发表文章，定期吸引
大量的研究经费，并且担任期刊编辑和
顾问委员会成员。

学校的很多博士毕业生都在英国和世界
的顶级大学拥有了终身的科研和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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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博士或研究型硕士）

为什么选择女王大学?

卓越的研究
在2014年的研究分析卓越框架结果的分
析中，特许商学院协会将女王大学商学
院的研究密度定位于101所英国院校中第
9位。

世界领先的机构
博士生在位于Riddel Hall共享办公
室。Riddle Hall是一座拥有先进设施的
建筑。

总览 

经济学团队的研究优势包括经济理论，应
用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该组织对游戏
理论和经济史特别感兴趣。

除了从导师和其他学者那里获得研究建
议和指导以外，学生还可以参加课程与阅
读小组，从而完成经济学背景的学习。

女王大学商学院以研究为主导的教学而
自豪。并且为学生提供为各种本科课程的
助教经历。

学生定期参加学校多种研讨会，研讨会上
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学生也
会在研讨会上展示他们的功课，获得有价
值的建议和为学术工作就业的准备。

现在申请，请登录：
go.qub.ac.uk/pgapply

联系方式
qmspgr@qub.ac.uk

“我的研究重点是社会结构经济中的创业功能。我
利用网络科学的见解来解释个人，公司和市场的
经济繁荣和消亡。学院提供的资源非常棒，特别
是在博弈论和经济史领域。由于学生不多，所以
我有很多机会和我的导师与其他学者沟通。”
Owen Sims
博士生

入学要求、费用及更多详情，请参
阅第40页 。

研究优势

特别的优势包括：

网络与机构经济学
制度和关系经济学
社交网络
联盟和网络的战略组成

商业，经济和金融史
银行业危机
犯罪和冲突
政治经济学
方法论和经济学历史

应用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
教育经济学
金融计量经济学
卫生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和社会政策
面板数据

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
人口和经济增长
创业
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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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费用及更多详情，请参
阅第40页 。

金融学
（博士或研究型硕士）

总览 

金融团队的研究优势涵盖金融和金
融历史，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以及
非营利性金融机构。该团队对非营
利组织和财务历史特别感兴趣。研
究生可以参加课程和阅读小组，以完
成他们在金融学背景方面的准备。

女王大学商学院以研究为主导的教学
而自豪。并且为学生提供为各种本科
课程的助教经历。学生定期参加学校
多种研讨会，研讨会上会邀请来自世
界各地的著名学者。学生也会在研讨
会上展示他们的功课，获得有价值
的建议和为学术工作就业的准备。

为什么选择女王大学？

卓越的研究
在2014年的研究分析卓越框架结
果的分析中，特许商学院协会将
女王大学商学院的研究密度定位
于101所英国院校中第9位。

世界领先的机构
博士生在位于Riddel Hall共
享办公室。Riddle Hall是一座
拥有先进设施的建筑。

现在申请，请登录：
go.qub.ac.uk/pgapply

联系方式
qmspgr@qub.ac.uk

“我的研究考察公司金融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的。我也在研究英国省级股市的上涨和下跌。我攻读博士
的经历收获很大。资源非常丰富，学院的教职工对我的帮
助很大。我认为女王大学管理学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非
常好的环境来鼓励学生全力以赴。”
Meeghan Rogers
博士生

研究优势

金融和金融史
企业融资
公司治理和公司法
历史资产定价
金融危机，狂热和泡沫
19和20世纪的英国股市
19和20世纪的英国金融机构

金融市场和机构
英国公司的资本结构性行为
人口变化和国际资本流动
股权，证券，外汇和衍生品市场
长记忆，异质性和追逐金融价格的趋势
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

非营利性金融机构
信用社
非营利性机构的多元化选择
非营利机构的效率和表现
非营利性机构的网络和合作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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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
（博士或研究型硕士）

总览 

管理学小组的研究优势涵盖从
创业学到人力资源管理，从市
场营销到公共部门管理。

除了从导师和其他学者那里获
得研究建议和指导以外，学生
还可以参加课程与阅读小组，从
而完成管理学背景的学习。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以研究为主导的教
学而自豪，并且为学生提供为各种本
科课程的助教经历。学生定期参加学
校多种研讨会，研讨会上会邀请来自
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学生也会在研
讨会上展示他们的功课，获得有价
值的建议和为学术工作就业的准备

为什么选择女王大学？

卓越的研究
在2014年的研究分析卓越框架结果的
分析中，特许商学院协会将女王大学
管理学院的研究密度定位于101所英国
院校中第9位。在控制学院规模方面排
名13位，在总排名中排名第12位。

学术成员在顶级期刊发表文章，定
期吸引大量的研究经费，并且担任
期刊编辑和顾问委员会成员。

学校的很多博士毕业生都在英
国和世界的顶级大学拥有了终
身的长期研究和教职。

学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为有研
究能力的学生在他们的研究领域
提供创新的和学术性的工作。
学生积极的参与学院和大学的研讨会，
并且参加校外的会议，加入学术网络。

为大部分博士均提供教学机会，这
可以使他们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经验
和学习，以便为学生在高等教育机
构的职业生涯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世界领先的机构
博士生在位于Riddel Hall共
享办公室。Riddle Hall是一座
拥有先进设施的建筑。

资助机会
我们的博士课程是自筹资金或
者申请各种资助和奖学金。奖学
金可以在学校官网上查询。

现在申请，请登录：
go.qub.ac.uk/pgapply

联系方式
英国女王大学管理学院
博士招生部
邮箱 
qmspgr@qub.ac.uk

“我的研究着眼于在诸如公
司搬迁之后当代竞争之下
的传统工会之间的合作。女
王大学提供的多样研究兴
趣和学术培训让我可以在
我感性的领域自由选择。我
的导师在塑造我的研究质
量以及帮助我未来的学术
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方
面给予了非常宝贵的建议”
Ruth Reaney
博士生

入学要求、费用及更多详情，请参
阅第40页 。

研究优势

管理学团队的研究主题涵盖不同的角
度和学科，主要有以下四个领域：

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力
该方向专注于企业融资（风险投资，
天使投资，私募基金）。以及小企业
在创新过程中的动态，创新，组织变
革和发展。区域移民流动和人口统计变
革，集群，企业间关系。商业发展，企
业家发展与地区经济和政策的关系。

人力资源管理和工作环境变更
该方向探索成功的工作场所表现的本质
和原因。研究设计一系列的主题，包括
社会伙伴关系和工资的确定，金融系统
和工作场所创新，新形式的就业争议
解决方案，当今工作场所员工的声音
和沉默问题，人才管理，管理人员信
息系统以及国际人力资源的新模式。 

市场营销，国际商务，
供应链管理和战略
该方向探讨了企业如何在日益国际化
和网络化的经济中获得并保持竞争优
势。研究课题包括跨国公司的管理，
管理商业网络的知识以及管理制度与文
化差异，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战
略管理，实验性商业模式分析。该团
队对供应链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尤其
是供应链风险和可持续绿色供应链。

公共部门管理
该团队研究方向的重点在于公共部门
的基础设施的采购和在民族与国际背
景下提供公共服务的持续变化。一个
比较特殊的研究兴趣领域是公共-私
人伙伴关系，在健康，公共安全和教
育等方面联合规定与创新。伴随着这
些变化带来的挑战，该团队对公共
部门的风险管理有着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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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更多信息

Cummins and Finbarr Murphy
管理学
经济衰退改变了工作和就业？来自爱尔
兰证据
研究人员：Bill Roche and Paul Teague

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了解爱尔兰
和国外公司的行为方式
研究人员：Anthony McDonnell, 
Jonathan Lavelle and Patrick 
Gunnigle

会计学
慈善组织效率报告的透明度：分析框架
研究人员：Noel Hyndman 
and Danielle McConville

通过全球话语和司法策略来合理化
会计变更。以英国中央政府为例。
研究人员：Noel Hyndman and 
Mariannunziata Liguori

你的未来

女王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离开校
园后继续为英国，爱尔兰和全球
的商业机构做出贡献。我们的一
些毕业生选择进一步学习，从事
前沿研究，培养出新的想法。

女王大学商学院的学生在六个月内
找到工作和继续进一步做研究这两
个方面都非常成功。我们的毕业生
毕业后继续在各大知名组织工作。

如何申请博士项目

我们强烈建议希望申请博士的学生
在申请之前同学院进行联系。

联系人
Stephen Armstrong 先生
商学院 
电话：+44 (0)28 9097 5514/5515
电子邮箱：qms@qub.ac.uk
网址：www.qub.ac.uk/china/
study/management/

博士录取

女王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的入学要求严
格遵守入学标准，需要提交一份研究
计划，概述您的研究方向，参考资料
以及适当的语言和学术能力证明。

学术入学资格
通常是英国2.1荣誉学位（或者等同的
大学可以接受的资格）和英国相关专业
的硕士学位，其最终成绩需要总成绩的
60%（或大学可以接受的同等资格）。

持有英国2.2荣誉学位的申请人如
果持有相关学科的英国硕士学位
并具有以上规定的结果，也可以考
虑。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相
关的工作经验或者参加面试。

研究计划
商学院只接受有足够研究专业知识的
申请，以确保学生可以得到适当的指
导。潜在的申请人首先应该咨询商学
院的网页，确定您潜在的指导老师。

最佳的研究计划一般都是学生与
学术导师一起商量制定的。

与学院导师联系的时候，您可能首先
需要发送一份非常短的概要（大约
150字）来阐述您的研究领域。基于
这份简短的纲要，他们可以告诉你学
校是否有合适的老师来对你进行指
导，以及更进一步的申请是否值得。

设施

交易室
学生可以使用彭博软件，它是很多
金融机构获取的财经新闻，数据和
分析的市场领导软件。交易室提供一
个互动且令人兴奋的学习环境，使
教科书的内容变得栩栩如生。学生将
学习使用 Stata, Excel, Matlab 等软
件和数据库Thomson, One Banker, 
Datastream 和 Bloomberg等。

屡获殊荣的McClay图书馆拥有2200个
读者席位，并且提供安静学习和集体
学习的场所。其标志性的CS Lewis阅
览室，一个安宁的阅读空间，是图书馆
的宏伟中心：里面用玻璃雕刻的贝尔
法斯作家的作品来装饰，里面还有手
工雕刻的著名作品纳尼亚中的衣橱。

研究生院为研究生提供独特的设施，
并且提供一系列的支持服务，包括
技能发展研讨会和活动，为您的学
生生涯增添价值。研究生院的目标
为支持研究生培养可以应用于他们
的学习和未来职业发展的技能。

一旦你确定了一个导师对您的研究感
兴趣，你应该准备一个不超过2000字
的研究计划（不包括参考书目）。

•   介绍所选择的研究领域
    和关键研究问题;
•  讨论研究的本质，范围和研究方法;
•   概述相关性或研究的重要性;
•  包括初步的文献综述。
 
我们保留检查研究计划原创性的权利。

英语语言能力
母语为非英语专业的国际学生必须
能够证明他们的英语水平达标。非
欧洲经济区国家必须满足英国签证
和移民局对于英语水平的要求。 

雅思7.0，单科不能少于6.0

*成绩2年内有效 

进一步了解大学对EEA和非EEA公民
的英语语言要求，请参阅：go.qub.
ac.uk/EnglishLanguageReqs

如果您希望在学位课程开始前，提
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请访问英国女
王大学INTO语言中心的相关网页，
在一系列英语强化课程项目中，
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详情请参
阅：www.intohigher.com/qub

同等学历资质 
了解其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学历，请
参阅：go.qub.ac.uk/IntQualifications

学费与奖学金

国际学生：18000英镑/年 

我们欢迎学生自费申请博士，但
是申请人的博士研究计划会同其他
申请人进入相同的评估程序。 

学生可以申请AHRC（Northern 
Bridge）和DEL奖学金。 

了解学费及奖学金详情，请参阅：
学费：qub.ac.uk/TuitionFees                                                               
奖学金：go.qub.ac.uk/qubpgfunding 

学习模式/长度

学习分为全职和兼职，期间会有
学校派给的指导老师进行监督指
导。您需要在三年的全日制博士注
册结束时提交您的论文，或者学术
硕士学生（或兼职学生）需要在两
年注册结束时提交您的论文。

最新研究项目

经济学

进步与不足：20世纪爱尔兰婴儿健康和
不平等问题
主要研究人：Mark E McGovern

美国和欧盟基因工程农作物批准时间的
趋势
研究人员：Richard Danvers Smart, 
Matthias Blum and Justus Wesseler 

金融
股票市场的适应性：在DAX30中测试程
序化事实
研究人员：Xuezhong He and Youwei 
Li

外汇中提取远期利率期限结构信息
研究人员：Fearghal Kearney, Mark

职业发展

姓名：Mark Quinn
学位：数量金融硕士
目前供职单位：花旗集团资产
服务部，运营分析师。

“在女王大学商学院我学
习并发展了很多技能，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和调查
能力。目前在我的工作中
我们都会应用这些技能来
协调事件，研究股票中断
和贸易差异。我被女王大
学所吸引是因为我在这里
完成了我的本科学位，因
此我了解这里的师资和设
备质量。在女王大学的学
习能够使我专注于资本市
场，交易投资等我感兴趣
的主体。这无疑帮助了我迄
今为止的职业生涯。交易
室为我提供了实际学习环
境中使用金融行业的尖端
软件提供了一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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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大学集团成员

我们是英国24所领先的罗素大学集团
成员之 一。我们通过世界一流的研究
水平为学生提供 了世界一流的教育。
英国女王大学的研究人员与全球250
多所大学都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卓越的研究与教学

我们拥有最高标准的教学质量。英国女
王大学的教学团队以各自所在领域内的
前沿研究发现为导向，为学生授课解
惑。大学因其在绿色化学、环境研究、
古生态学、法律学方面获得的世界级成
就，以及其北爱尔兰综合癌症服务项
目，获得了5座女王周年纪念奖（该奖项
由英国皇家颁布，专为表彰高等教育学
府）。最新英国卓越研究框架（REF）
排名显示，女王大学所有学术领域的研
究都被评定为“世界领先”水平。大学
的研究实力也彰显了我们的教学质量。

世界一流的校园环境

女王大学拥有英国最现代化的校园设施
之一。其中校园内的McClay图书馆是
世界上最优秀的图书馆之一，拥有 120
万的藏书量以及2000多个读者席。

更多大学校园设施亮点包括：全新翻
修的学生会大楼和最先进的体育教育
中心。值得一提的是，该体育中心
曾作为2012年奥运会备战训练营。
大学住宿方面，学生可选择榆树村
（Elms Village）或新落成的、位于市
中心的住宿大楼Elms BT1或Elms BT2
。住宿区步行即可轻松抵达大学。

关于贝尔法斯特和北爱尔兰
贝尔法斯特是一座十分有趣的城市，在“必访”地区排行榜上有名。同时它也是全英最安全地区(英国犯罪调查统计2018-2019)。
这里充满热情、生机无限。除了当地文化和爱尔兰人民标志性的友好热情以外，这里还有更多风土人情等您来探索：

•  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精彩的户外探险活动：您可以漫步于巨人之路、去莫恩山脉远足。
•  贝尔法斯特泰坦尼克号博物馆是世界最佳旅游景点(2016年世界旅游大奖)。
•  参观美剧《权力的游戏》拍摄地点、尽享权力的游戏主题之旅。
•  丰富有趣的娱乐体验和晚间活动：您可以参加热闹的艺术节与国际盛事；拜访当地剧院与历史悠久的小酒吧；感受别致的餐吧与

现代化的购物中心。
•  北爱尔兰是全英最幸福地区（2020年英国劳埃德银行幸福指数）；贝尔法斯特是全英学生租房成本最低的城市（2020年英国

NatWest学生生活指数）。
•  往来其他英国、爱尔兰及欧洲城市便捷。拥有可到达大多数主要城市的机场和交通连接。

《权利的游戏》《权利的游戏》
拍摄地与主题之旅拍摄地与主题之旅

北爱尔兰是北爱尔兰是
全英最幸福地区全英最幸福地区

(2020年英国劳埃德银行幸福指数)

全英学生生活全英学生生活
成本最低地区成本最低地区

（2021年Mercer 城市生活成本调查）

贝尔法斯特贝尔法斯特
泰坦尼克号博物馆是泰坦尼克号博物馆是
世界最佳旅游景点世界最佳旅游景点

(2016年世界旅游奖)

贝尔法斯特被票选第1贝尔法斯特被票选第1
全球最值得参观地区全球最值得参观地区

（孤独星球，2017）

莫恩山脉莫恩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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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del Hall
185 Stranmillis Road
Belfast 
BT9 5EE

电子邮箱：qms@qub.ac.uk
电话：t: +44 (0)28 9097 4200
网址：www.qub.ac.uk/china/study/management/

信息以2022年3月印刷为准，详情请参见: 

www.qub.ac.uk/cour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