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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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世界提供一流的会

计、经济学、金融、管理学、人力资源

管理和市场营销等专业的研究生课程而自

豪。

为什么选择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

我们是全球最好的商学院之一

我们有三个学科领域跻身TIMES和SUNDAY 

TIMES GOOD UNIVERSITY UK GUIDE 

2017前25名:

• 会计金融全英第4名

• 经济学全英第16名

• 管理学全英第19名

在英国科学研究卓越框架  (REF 2014)中，

我们的研究强度全英排名第九，其中70%

的研究被评为世界领先水平或国际杰出级

别。

我们的学生满意度在罗素联盟院校的商

学院中位居榜首 (NATIONAL STUDENT 

SURVEY, 2016)。

RIDDEL HALL ——专为商学院而
打造的全新校区

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设于RIDDEL 

HALL, 位于毗邻主校区的STRANMILLIS 

CONSERVATION AREA

内。该校区包括专门打造的全新的商学

院、研究生院和设有各种会议设施的行政

教育中心。

RIDDEL HALL有为英国女王大学商学院提

供学术和各种支持的办公室；为学生和研

究员们提供研究室；拥有一系列设备齐

全、功能多样的教学设施，从小型联合会

议室到设有120个座位的分层学术报告厅，

应有尽有；拥有两个尖端计算机室、模拟

交易室、就业指导中心、资源站等；灵活

的空间可用于大型团体教学和会议使用；

此外，还设有公共服务设施，包括为社交

和学术活动提供便利的餐饮场所等。

交易室

学生可以在此访问BLOOMBERG软件（金

融资讯、数据和分析领域的市场领导者，

被许多金融机构所使用）。交易室倡导的

是把书本上的内容付诸于实践，让学生在

一个互动性强、令人振奋的环境中学习。

学生们将在交易室中使用到各类软件，

例如STATE, EXCEL, MATLAB, 以及多种

数据库，例如THOMSON ONE BANKER, 

DATASTREAM和BLOOMBERG.

交易和投资社团

学生们有机会加入由学生组织和运营的交

易和投资社团，旨在通过嘉宾演讲、比赛

和教育研讨会等形式教导其成员进行交易

和投资。英国女王大学学生管理基金使用

的是真实货币，获得该项基金的学生将通

过定量和定性的基础分析做出优质的股票

选择，以寻求积极的回报。英国女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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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国和爱尔兰少数几所为学生提供这类

宝贵实战经验的大学之一。

我们致力于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
社交机会

我们的学生可以从就业指导中心获益，就

业指导中心与很多商业伙伴都建立了联

系，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咨询项目：

• 帮助初创公司，如CARDINAL   

 ANALYTICS和PRETTY IN PETITE

• 学生从行业专家的大师级课程中收获颇 

 丰

• 雇主通过联络小组同学校交流行业资讯

• 雇主通过提供助学金和奖励来提高知名 

 度

学生们有机会参加很多由LEADERSHIP 

INSTITUTE举办的活动，聆听众多知名嘉

宾的演讲。包括英格兰银行金融总监SAM 

WOODS, 爱尔兰首屈一指的电信企业家

DENIS O'BRIEN, 《欧洲市场》杂志编辑和

彭博电视新闻主播MANUS CRANNY, 前南

非总统FW DE KLERK等。

多样性

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来自北爱尔兰和英国，

同时我们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化学生

集体，包括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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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挪

威、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丹麦、法国、

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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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理学学士
会计学 学制3年（N400）
会计学与法语 学制4年（N4R1）
会计学与西班牙语 学制4年（N4R4）

联合荣誉理学学士学位
经济学与会计学

（参见第152页）

另请参见经济学与金融

入学要求
会计学
A-level：AAB，且具备GCSE数学B

会计学与外语 
A-level：AAB，且具备GCSE数学B

若选择法语：一般需A-level法语B、或AS-level
法语B、或GCSE法语B、或其他外语语言能力
资质证明

若选择西班牙语：一般需A-level西班牙语B、或
AS-level西班牙语B、或GCSE西班牙语B、或
其他外语语言能力资质证明。

请注意：如果外语在更高层次习得，那么申请人
必须获得该层次的相应成绩。

经济学与会计学——见经济学与会计学课程介绍

母语非英语的学生须获得
雅思（IELTS）6.5分且所有单项均不低于5.5分，

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语言资质。详细信息可
见：go.qub.ac.uk/EnglishLanguageReqs

经济信息对公司内外部的管理人员至关重
要，而会计学与其息息相关。

女王大学会计学本科课程为立志成为会计专业人士的学生设
置。因此课程当中有大量实践内容，同时也涵盖专业会计的必
要理论，包括：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税务与金融。

课程设置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单一荣誉
学士学位课程具有一部分必修模
块，学生还可选修其它模块。
这些模块分别是：

大一
• 会计信息系统*
• 法律研究入门与合同法基础
• 财务会计入门*
• 管理会计入门*
• 经济学原理*
• 统计方法*

大二
• 财务会计*
• 财务决策*
• 金融市场理论
• 管理会计*
• 管理行为

选修模块
• 管理经济学
• 数据分析与优化

大三
• 高级财务会计*
• 高级管理会计*
• 审计和责任
• 商业组织法*
• 税务*
• 创业技巧*

选修模块
• 非营利组织与公

共部门会计相关问题
• 供应链管理

会计学

请注意：学习会计学与法语或西班牙语
的学生每年学习四个标注*号的会计学
模块，还将学习一年的语言模块。

为何选择女王大学？

专业免考
该课程受到主要专业组织认可，包括：英
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英国
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CIMA）、爱
尔兰特许会计师工会（CAI）、英格兰与
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英
国特许公共财政与会计协会（CIPFA）和
国际会计师工会（AIA）。完成学业后，
你将自动获得部分专业考试免考资格。

学生满意度
在2016年英国学生调查（National Student 
Survey (NSS)）中，本会计课程获得了
4.6分（总分5分），排名全英第4位。

世界一流的设施
您可使用位于交易室的彭博终端。这将为培养
学生知识与技能、实际操作经验提供宝贵的机
会，还为学生在金融服务业的就业做好准备。

学生体验
会计专业大部分模块都设有由用人单位
或专业组织提供的奖项。学生能够加
入由学生自主运营的交易与投资社团
（Trading and Investment Club），社
团旨在通过特邀嘉宾演讲、竞赛和专业
研讨会帮助其社员对交易与投资的学习

奖项设置
本专业历来奖励成绩最优异的学生，
奖项均由知名金融公司设置，如普华
永道、毕马威、Baker Tilly Mooney 
Moore、BDO、ASM与安永。



就业与继续深造

不仅我们绝大部分学生均成为具备专业资质的
会计师，在课程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的许多技能
也将让学生在生活与工作中受益一生。核心
可转化技能包括独立学习的能力、解决问题的
能力、理解并解读金融信息的能力、有效团队
合作的能力。

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完成主要会计师专业组
织考试，女王大学会计学专业都为学生打下坚
实的基础。课程吸引了众多高水准的学生，并
获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因此，女王大学会计
学毕业生不仅在英国和爱尔兰，还在世界其他
国家受到青睐。

女王大学会计学本科课程学生符合条件后，
可获得爱尔兰特许会计师公会（CAI）为大学
本科课程批准的专业资质考试最多免考科目
资格。学生还可获得以下协会免考：英国特
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英国特许管
理会计师公会（CIMA）、英格兰及威尔士特
许会计师协会（ICAEW）、英国特许公共财
政与会计协会（CIPFA）与国际会计师工会
（AIA）。

女王大学会计学团队与用人单位和学生指
导中心（Student Guidance Centre），
尤其是中心的职业规划、就业与技能团队
（Careers, Employability and Skills），保
持密切沟通。比如，收纳北爱尔兰会计行业大
学招聘信息的金融服务行业招聘手册和专门为
女王大学会计学学生开设的职业规划、就业与
技能活动和培训。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学生的
就业能力得到了提高，毕业生的招聘工作也获
得了有效支持。
 
毕业生就业与成绩
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完成主要会计师专业组
织考试，女王大学会计学专业都为学生打下坚
实的基础。作为具有专业资质的会计师，就
业方向相当广阔，国内与国际就业前景依旧看
好。女王大学会计学专业历来为北爱尔兰输送
了大量的会计人才，我们许多毕业生已成为了
他们各自领域的翘楚。

如果你选择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你可能将从
事报税准备、税务规划、法务审计、内部审
计、公司金融、咨询、甚至准备帐户等工作。

入学要求
电子邮箱：admissions@qub.ac.uk
电话：+44 (0)28 9097 3838

课程信息
马丁·凯利（Martin Kelly） 
会计学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管理学院
电子邮箱：martin.kelly@qub.ac.uk 
电话：+44 (0)28 9097 4818
www.qub.ac.uk/mgt

“就我经验而言，只要你主动问你的老师，你
就能获得帮助和反馈。所有老师都乐于帮助你
取得成功，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各自领域中知
名的专家。”

大卫·格兰特（会计学3年级学生）

“就读女王大学会计学课程让我的更具职业竞
争力，它不仅提高了我的团队合作能力和演讲
技巧，还让我和用人单位建立起了良好的关
系。这些都确保了我还在大三就得到了多家公
司的录用。”

凯拉·伍兹（会计学3年级学生）

如果你想了解这些工作的具体内容，请登陆国
内外会计事务所的网站获取相关信息。

大多数获得从业资质的会计师并不在会计师事
务所工作，而在商业、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
或银行业就职。他们的职位包括财务或管理会
计、内部审计师，并常常担任高级管理职位。

毕业生的典型职业包括：
• 财务会计师
• 管理会计师
• 管理顾问
• 分析师
• 审计师
• 顾问
• 法务会计师
• 研究员
• 财务总监
• 合伙人
• 银行要员

毕业生就业单位包括：普华永道、安永、毕
马威、德勤、格兰特·桑顿、BDO、摩尔·
斯蒂芬斯（Moore Stephens）、Baker Tilly 
Mooney Moore、ASM、奥斯特银行、爱尔
兰银行。
 
继续深造
英国女王大学有众多硕士课程（包括研究型课
程）学生可以申请。请登陆女王大学管理学院
网页获取更多信息。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致力于不断提升所有学位课
程。我们有可能会引入新的模块来提升在本手
册中列出的现有模块。

在2017年《完全大学指
南》中，女王大学会计
与金融排名全英第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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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年
学生进行至少九个月的带薪实习。 实习
将培养学生宝贵的实际操作能力。近期
学生实习单位包括英杰华集团（Aviva）
、爱尔兰人寿（Irish Life）、克尔·亨
德森（Kerr Henderson）、Spence ＆ 
Partners、SCOR、英国养老金保护基金和
Pramerica。

为何选择女王大学？

花旗银行奖学金
学院实习办公室（Placement Office）
协助招募大一学生参与广受欢迎的花旗银
行奖学金项目。学生可通过此项目获得在
位于纽约、都柏林、伦敦、利物浦或爱丁
堡的一家公司的夏季实习机会。学生还可
申请参加商务与金融学习考察（Business 
and Finance Study Tour），与业界
领先金融机构高层人员面对面交流。
 
学生社团
学生能够加入由学生自主运营的交易与投资
社团（Trading and Investment Club），
社团旨在通过特邀嘉宾演讲、竞赛和专业研
讨会帮助其社员对交易与投资的学习。管
理真实资金的学生管理基金（The Student 
Managed Fund）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实际
投资管理过程的独特机会。金融与精算社团
还举办社交与教育活动，比如年终舞会。

软件
本专业学生将得到建模技能的培养，并能在交
易室中使用ModelRisk和彭博终端等软件。

专业认可
根据学业成绩，学生最多可以获得英国精算
师协会（IFoA）八门专业考试免考资格。

女王大学精算学与风险管理理学学士课程由具备专业资质的精
算师精心设计，培养学生成为精算师或金融业专业人士所需的
理论储备和实战技能。 此外，通过英国精算师协会（IFoA）对
本专业的认证，学生可最多免考八门精算师从业资质考试。

精算学
荣誉理学学士
精算学与风险管理 学制4年 SW（N323）

另请参见金融学、数学与金融学

入学要求
A-level：
A*AA，包含数学
或
AAA+A（AS），包含A-level数学

母语非英语的学生须获得
雅思（IELTS）6.5分且所有单项均不低于

5.5分，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语言资
质。详细信息可见：go.qub.ac.uk/
EnglishLanguageReqs

课程设置 

精算学与风险管理理学学士课程学制四年，
大三学生将在精算与风险管理专业环境中进
行带薪实习。

学生在大一、大二与大四期间，将学习以下
模块：

大一
• 精算数学1
• 财务报告与分析
• 统计与运营研究入门
• 价格理论
• 经济学原理
• 统计与运营研究方法入门
• 实习准备

大二
• 精算数学2
• 保险精算方法
• 金融风险建模
• 投资分析
• Excel与VBA
• 精算建模原理
• 实习准备

大三
• 实习年*

大四
• 精算建模
• 资本市场
• 金融计量经济学
• 金融工程 
• 精算应用
• 金融随机过程



“这个专业认可度很高，也受到行业
的尊重。不仅如此，课程组织的‘
洞察（Insight）’考察活动还为我
打开了贝尔法斯特、格拉斯哥、爱
丁堡和伦敦等地就业的大门。” 
塞缪尔·斯图亚特（Samuel 
Stewart），英国北爱尔兰
精算与风险管理本科大三学生

入学要求
电子邮箱：admissions@qub.ac.uk 
电话：+44 (0)28 9097 3838

课程信息
马克·法雷尔（Mark Farrell）博士，
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管理学院
电子邮箱：mark.farrell@qub.ac.uk
电话：+44 (0)28 9097 4819
www.qub.ac.uk/mgt

奖项设置
当地用人单位与专业组织每年都会赞
助我校颁发给年级、模块或专业最优
秀学生的奖项。赞助单位包括：景顺
（Invesco）、精算师慈善基金会（The 
Company of Actuaries Charitable 
Trust Fund）、SCOR Global Life、美世
（Mercer）、Pramerica、Spence and 
Partners、Acumen Resources、Xafinity 
Consulting与安联（都柏林）。

就业与继续深造

欲在精算领域从事工作的学生应喜欢与
数字打交道、擅长高效沟通，并能够与
人进行良好的合作。该行业将需要学生
分析解读金融与其他信息，以满足不同
用户的需求，包括管理人员和投资者。 

咨询
我们时常同众多用人单位进行沟通并展开
合作，它们包括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所有主
要精算用人单位和英国其他地区部分用人
单位。我们每年都会为课程学生举办用人
单位交流会与精算职业招聘会，学生可以
同精算专业用人单位一对一地进行沟通。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教员所成立的北爱尔兰精
算协会（SoNIA）为学者、精算专业用人单位
和女王大学学生提供了一个不间断的良好交流
平台，为学生进入本行业提供了便利。 协会
成员可就影响市场的相关问题和有关专业精算
师的重要事宜进行讨论。从开始在女王大学学
习的第一天直至课程结束，学生出色的社交、
沟通与商业意识等技能将得到培养，从而让我
校学生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胜人一筹。
 

实习用人单位
近期学生实习单位包括英杰华集团
（Aviva）、爱尔兰人寿（Irish Life）
、克尔·亨德森（Kerr Henderson）
、Spence ＆ Partners、SCOR、英
国养老金保护基金和Pramerica。

毕业生就业与成绩
女王大学精算学与风险管理课程由英国专业
组织精算师协会（IFoA）认证。因此，学
生在顺利完成学业满足相关条件后将获得
专业资质考试科目C1至C8的免考资格。

本课程毕业生受到英国国内外许多用人单
位的青睐，90-95%的毕业生都在毕业后
几个月内成功就职于高级别精算职位。
此外，部分学生在进行实习后，其实习
单位便为他们提供了全职正式工作。

精算师传统的就业领域包括：
• 精算顾问
• 保险业
• 养老金业
• 投资业

毕业生就业单位包括：克尔·亨德森
（Kerr Henderson）、Spence ＆ 
Partners、NFU Mutual、景顺（Invesco）
、Boal & Co精算与咨询、韬睿惠悦
（Towers Watson）、安联保险、美世、
安盛保险、德勤、Capita、美国利宝相
互保险公司、普华永道、Pramerica、
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Xafinity。
 
继续深造
英国女王大学有众多硕士课程（包括研
究型课程）学生可以申请。请登陆女王
大学管理学院网页获取更多信息。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致力于不断提升所有
学位课程。我们有可能会引入新的模块
来提升在本手册中列出的现有模块。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致力于不断提升所有学位课
程。我们有可能会引入新的模块来提升在本手
册中列出的现有模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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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模块：

• 劳动力经济学
• 经济史
• 企业战略经济学
• 公共经济学
• 国际贸易管理模块：
• 企业启动
• 商业道德
• 供应链管理
• 公共部门管理
• 创新管理
• 战略管理
• 企业启动

为何选择女王大学？

学生满意度
英国女王大学经济学学科学生满意度在罗素集
团中排名第二（2016年全英学生调查）。
 
实习
商务经济学学生在完成大二学业后有机会参加
一年的实习。近期学生实习单位包括：普华
永道、毕马威、花旗、Oxford Economics、
贝尔法斯特市议会、First Derivatives与Tayto
集团。
 
学生体验
学生能够加入由学生自主运营的交易与投资社
团（Trading and Investment Club），社团
旨在通过特邀嘉宾演讲、竞赛和专业研讨会帮
助其社员对交易与投资的学习。
 
奖项设置：
• Shaw纪念奖：经济学理学学士课程最佳
大二学生
• 基金会奖学金：经济学最佳大一与大二学
生

英国女王大学商务经济学理学学士学位课程融合经济学与商务管
理学课程的相关内容。学习商务经济学课程的学生应有兴趣应用
经济学理论，并能够在着重实践的商务环境中进行思考。本专业
相较传统经济学课程而言，不要求学生具有极高的数学能力，而
更加侧重于通过具体商务应用培养学生的数学技能。

商务经济学
荣誉理学学士
商务经济学 学制3年（L110）

另请参见经济学与商务管理

入学要求
A-level：
ABB，且具备GCSE数学B

母语非英语的学生须获得
雅思（IELTS）6.5分且所有单项均不低于

5.5分，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语言资
质。详细信息可见：go.qub.ac.uk/
EnglishLanguageReqs课程设置 

本专业将着重探讨在商务环境中最重要的经济
学方面。大一学生在学习商务经济学入门、应
用经济学的同时，还将学习会计、金融与商
务管理模块。学生在大二与大三将学习与经济
学和商务经济学相关的其他模块。本专业课程
设置灵活，学生不仅能够培养良好的数学技
能，还能够有针对性地对该专业中的计量方
面进行提升。

学生学习的主题和模块包括：

大一
• 商务经济学入门
• 应用经济学
• 定量研究方法
• 会计学
• 组织行为

学生可在以下模块中选择一个选修模块：
• 金融机构与市场
• 市场营销

大二
• 宏观经济政策与绩效
• 管理经济学
• 数据分析与优化

学生有机会从以下模块中选择三个选修模块：
• 财务决策
• 金融市场理论
• 人力资源管理
• 国际商务
• 运营管理
• 数字业务

大三
学生应至少选择三门选修课：



“商务经济学通过不同的测评方式，包
括作业、小组项目、演讲和研究项目，
让你收获大量多样的技能。因为课程
允许你在大二自选三个模块，你可以学
习你感兴趣的内容并让课程更加适合
你的喜好。在我大二上学期，我就与一
家非常成功的酒精饮料企业帝亚吉欧

（Diageo）签约了之后的实习机会。” 

蕾阿娜·唐纳德森（Rhianna Donaldson）
商务经济学学生

入学要求
电子邮箱：admissions@qub.ac.uk
电话：+44 (0)28 9097 3838

课程信息
克里斯·科尔文（Chris Colvin）博士
经济学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管理学院
电子邮箱：chris.colvin@qub.ac.uk
电话：+44 (0)28 9097 4735
www.qub.ac.uk/mgt

• 毕马威奖：经济学理学学士课程最佳毕业
生
• McKane奖章：经济学最佳荣誉理学学士
课程大三学生

就业与继续深造

本课程为学生在公共服务业与商业的职业发展
做好准备。往届毕业生已作为专业经济学人
员、经理或管理人员成功就业。根据学生选择
的模块，本课程也将为学生在经济学或其相关
领域继续深造做好准备。
 
欲在商务经济学领域就业的学生应擅长高效沟
通，并能够与人进行良好的合作。同时，他们
还应有能力分析解读大量信息，以满足不同用
户的需求，包括管理人员和投资者。商务经济
学专业人员还必须做好接受挑战的准备，并能
迅速适应当今瞬息万变的商务环境。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在女王大学学习期间所
获得的知识与技能都将让学生终身受益。核心
通用技能包括自主学习、解决问题、理解并
解读经济、金融和具体商务信息、高效团队
合作的能力。

女王大学商务经济学专业毕业生在公共服务业
与商业的经济与管理领域就业时，将处于十分
有利的地位。近年来，我校毕业生已成功就职
于众多政府与其它公共服务单位的经济分析与
测试领域，也有学生在银行业与其它商务与管
理职位就业。

毕业生的典型职业包括：

• 专业经济学人员
• 会计
• 市场调查、广告、销售与人事部门的经理 
 与管理人员
• 教育、卫生或政府部门

就业单位
毕业生就业单位包括：普华永道、安永、毕
马威、德勤、BDO、奥斯特银行、爱尔兰银
行、First Trust银行、北爱尔兰公共服务、北爱
尔兰统计与研究局、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
英国广播公司（BBC）、英国国家名胜古迹信
托（National Trust）。

继续深造
继续深造也是商务经济学专业毕业生的选择之
一。英国女王大学有众多硕士课程（包括研究
型课程）学生可以申请。请登陆女王大学管理
学院网页获取更多信息。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致力于不断提升所有学位课
程。我们有可能会引入新的模块来提升在本手
册中列出的现有模块。 英国女王大学经济学

学科学生满意度在罗素
集团中排名第二（2016
年全英学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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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女王大学？

实习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积极参与国际交换生
项目，并与国内外用人单位和组织具有
十分良好的合作关系。四年制的学位课
程包括一年学生必修的实习，实习将在
大二与大三之间进行。

行业关系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邀请行业内的嘉宾为
学生进行演讲，交流行业最新趋势和如
何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学生还将有机
会开展咨询或创业项目。

国际知名专家
本专业许多教员都是各自领域的国际知
名专家。

学生体验
学生能够加入由学生自主运营的
交易与投资社团（TRADING AND 
INVESTMENT CLUB），社团旨在通过特
邀嘉宾演讲、竞赛和专业研讨会帮助其
社员对交易与投资的学习。

国际交流生项目
STUDY USA项目为部分学生提供了在美
国公费留学一年的机会。

奖项设置
每年，以下英国国内用人单位都将为
优秀学生颁奖：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
公会（CIMA）、普华永道、庞巴迪宇
航公司、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ALLEN 

顺利完成女王大学商务管理课程的学生将习得并强化他们对
广泛管理方面问题的知识与理解，这包括：高效运用科技、
领导并管理人员、引领改变、管理创新与发明、市场与资
源、在全球化的商业环境进行管理、战略管理和团队合作。

商务管理
荣誉理学学士

商务管理 学制3年（N201）
商务管理与实习 学制4年SW

另请参见国际商务与外语

入学要求

A-level：
ABB，且具备GCSE数学B
请注意：该课程无特别科目要求，且不硬性要

求学生之前学习过商务研究或管理。

母语非英语的学生须获得
雅思（IELTS）6.5分且所有单项均不低于

5.5分，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语言资
质。详细信息可见：go.qub.ac.uk/
EnglishLanguageReqs

课程设置 

大一
为了为将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做
好充分的准备，学生将学习六个基础模
块。学习的重心为组织单位、它们的结
构、行为、以及它们外部多变的经营环
境。

模块内容涵盖会计、经济学、管理历史
与哲学、营销基础、组织行为、以及公
司、政府和社会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大二
本阶段学生所学的六个必修模块内容涵
盖：领导力、通过有效数据分析与解读
的决策、国际化、数字商务、统计学、
人力资源管理与运营管理。
 
大三
学生在校期间的最后一年将学习商业道
德与战略管理相关内容。
创新管理、消费者行为、供应链管理与
公共服务部门管理等选修模块亦可供学
生选择。学生还将有机会开展咨询或创
业项目。



“我选择了英国女王大学的商务管理
专业正是因为她在国际上享有的盛誉
和非常吸引人的课程内容。作为一名
留学生，不论是大讲座还是较小的辅
导课，它们都非常易懂，并且激发了
我学习的动力。这为我继续深造和就

业都培养良好的知识储备和技能。”

张梁宇，中国北京
商务管理课程大三学生

入学要求
电子邮箱：admissions@qub.ac.uk
电话：+44 (0)28 9097 3838

课程信息
斯蒂芬妮·格兰汉姆（Stephanie 
Graham）博士
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管理学院
电子邮箱：stephanie.graham@
qub.ac.uk
电话：+44 (0)28 9097 4794
www.qub.ac.uk/mgt

AND OVERY）。此外，优秀学生还有
机会获得威廉·科罗尔福德爵士奖（SIR 
WILLIAM CRAWFORD PRIZE）和基金
会奖学金。

就业与继续深造

本课程培养学生全面知识与技能，从而让毕
业生有能力在公共服务、商业与非营利性组
织等众多领域就业。欲在商务管理领域就业
的学生应喜欢与人打交道且擅长高效地沟
通。此外，学生还应能够与各方相关人士建
立良好合作关系，包括高层管理人员、消费
者、消费者团体、政府代表与决策人员。

毕业生就业方向相当广阔，就业前景仍然看
好。近年来，我校毕业生在国内外公共服
务、商业与非营利性单位的管理领域均有就
业，包括商务发展、营销、市场研究、人
力资源、运营、供应链、培训与发展、分
析、会计、金融、对内投资、咨询等等。

毕业生的典型职业包括：

• 咨询
• 创业
• 运营
• 供应链与质量
• 广告、商务发展、营销、
 市场调查、出口营销
• 人力资源、招聘、培训和发展
• 新产品开发、会计、金融
• 对外投资、出口

就业单位
毕业生就业单位包括：普华永
道、Randox、德勤、BDO、庞巴迪
（Bombardier）、谷歌、微软、联合
利华、美世、埃森哲（Accenture）
、毕马威、帝亚吉欧（Diageo）、马
莎（M&S）、乐购（Tesco）；地方政
府，包括市政厅、卫生信托、大学与学
院、北爱尔兰投资局、爱尔兰银行。

继续深造
毕业生同样也完全有能力在管理及其他相关
领域继续深造。英国女王大学有众多硕士课
程（包括研究型课程）学生可以申请。请登
陆女王大学管理学院网页获取更多信息。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致力于不断提升所有
学位课程。我们有可能会引入新的模块
来提升在本手册中列出的现有模块。

我们的毕业生  已在如下
公司获得职务：普华永
道(PwC)、玛莎(M&S)
、帝亚吉欧(Diageo)、
微软(Microsoft)以及联
合利华(Unilever)等。

11



12

国际知名专家
本专业许多教员都是各自领域的国际知名专
家。

学生体验
学生能够加入由学生自主运营的交易与投资社
团（Trading and Investment Club），社团
旨在通过特邀嘉宾演讲、竞赛和专业研讨会帮
助其社员对交易与投资的学习。

国际交流生项目
Study USA项目为部分学生提供了在美国公费
留学一年的机会。

奖项设置

本专业历来奖励成绩最优异的学生，奖项均由
知名公司设置：
• Shaw纪念奖：经济学理学学士课程最佳
大二学生
• 基金会奖学金：经济学最佳大一与大二学
生
• 毕马威奖：经济学理学学士课程最佳毕业
生
• McKane奖章：经济学最佳荣誉理学学士
课程大三学生
• 经济学学科奖：大三论文模块最佳演讲

就业与继续深造

欲在经济学领域发展的学生应喜欢处理数
字信息、隐晦或不完整的信息，并通过理
解这些信息提供相关解决方案。学生还应
擅长进行有效的沟通，并与人合作。经济
学专业人员还必须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
并能迅速适应当今瞬息万变的商务环境。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在女王大学学习
期间所获得的知识与技能都将让学生终
身受益。可转化的核心技能包括自主学
习、解决问题、理解并解读经济、金融和
具体商务信息、高效团队合作的能力。

经济学理学学士课程将教授学生深入理解人类行为，不仅在商
业环境中，更包括广泛的社会。经济学人员使用的模型不仅是
定性的（通过语言表达）也同样是定量的。学生将得到定量、分
析、计算、演讲、写作等技能的培养。这些可转化的技能在就业
市场中受到高度重视，同时也为未来的创业人士提供了基础。

经济学
单一荣誉理学学士
经济学 学制3年（L100）

主修荣誉理学学士
经济学与金融 学制3年（L1N3）（见第154页）
经济学与法语 学制3年（L1R1）
经济学与西班牙语 学制4年（L1R4）

联合荣誉理学学士
经济学与会计 学制3年（LN14）（见第152页）

另请参见会计、商务经济学、金融学、以及政
治、哲学与经济学（PPE）

入学要求

单一荣誉学士 

A-level：
ABB，且具备GCSE数学A

主修荣誉学士（辅修外语）

A-level：
ABB，且具备GCSE数学B
• 若选择法语：一般需A-level法语

B、或AS-level法语B、或GCSE法语B、或其他
外语语言能力资质证明

• 若选择西班牙语：一般需A-level西
班牙语B、或AS-level西班牙语B、或GCSE西
班牙语B、或其他外语语言能力资质证明。

请注意：如果外语在更高层次习得，那么申请人
必须获得该层次的相应成绩。

母语非英语的学生须获得
雅思（IELTS）6.5分且所有单项均不低于5.5分，

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语言资质。详细信息可
见：go.qub.ac.uk/EnglishLanguageReqs

课程设置 

大一
• 经济学原理
• 经济学数学
• 应用经济学
• 统计方法
• 价格理论
• 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经济学

大二
• 经济增长
• 博弈论
• 管理经济学
• 产业组织理论
• 计量经济学入门
• 宏观经济政策

大三
• 应用计量经济学
• 国际贸易

选修模块
• 劳动力经济学
• 经济史
• 公共经济学
• 经济学论文
• 网络与机构经济学
• 国际宏观经济学

为何选择女王大学？

学生满意度
英国女王大学经济学学科学生满意度在罗素集
团中排名第二（2016年全英学生调查）。

世界一流的设施
您可使用位于交易室的彭博终端。这将为培养
学生知识与技能、实际操作经验提供宝贵的机
会，还为学生在金融服务业的就业做好准备。
 



“我直接为伦敦市长工作，全面负责
伦敦交通局的所有事务——伦敦地
铁、伦敦公交、港区轻轨、横贯铁
路运营、伦敦地上铁、伦敦电车还有
阿联酋航空空中缆车！我的工作内
容还包括伦敦交通拥挤税、道路安

全和鼓励自行车与步行的举措。” 

麦克·布朗（Mike Brown）
MVO（皇家维多利亚勋章）
女王大学经济学学士毕业生
（伦敦交通局局长）

入学要求
电子邮箱：admissions@qub.ac.uk
电话：+44 (0)28 9097 3838

课程信息
克里斯·科尔文（Chris Colvin）
博士
经济学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管理学院
电子邮箱：chris.colvin@qub.ac.uk
电话：+44 (0)28 9097 4735
www.qub.ac.uk/mgt

毕业生就业与成绩
女王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生在公共服务业
与商业的经济学与其相关领域就业时，将
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近年来，我校毕业
生已成功就职于众多政府与其它公共服
务单位的经济分析与测试领域，他们当
中有的专业从事银行和投资评估工作，
有的从事相对宽泛的经济咨询工作。

毕业生的典型职业包括：
• 专业经济学人员
• 会计
• 市场调查、广告、销售与人
 事部门的经理与管理人员
• 教育、卫生或政府部门

就业单位
毕业生就业单位包括：普华永道、安永、
毕马威、德勤、BDO、奥斯特银行、爱尔
兰银行、First Trust银行、北爱尔兰公共服
务、北爱尔兰统计与研究局、摩根大通、
摩根士丹利、英国广播公司（BBC）、英国
国家名胜古迹信托（National Trust）。

继续深造
英国女王大学有众多硕士课程（包括研
究型课程）学生可以申请。请登陆女王
大学管理学院网页获取更多信息。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致力于不断提升所有
学位课程。我们有可能会引入新的模块
来提升在本手册中列出的现有模块。

英国女王大学经济学学科学生
满意度在罗素集团中排名第二
（2016年全英学生调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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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女王大学？

专业认证
女王大学金融学课程获得特许金融分析
师协会（CFA）大学认可计划认可。

实习
在第三学年，学生将在金融机构内进行9
至12个月的实习工作。实习通常在贝尔法
斯特、都柏林、格拉斯哥或伦敦进行。
实习单位包括摩根士丹利、高盛、英国中
央银行和毕马威。一年的实习不仅给予学
生宝贵的工作经验和人脉，更让学生在
毕业后就业时高人一等、更具竞争力。 

世界一流的设施
你可使用位于交易室的彭博终端。这将为培养
学生知识与技能、实际操作经验提供宝贵的机
会，还为学生在金融服务业的就业做好准备。

学生体验
学生能够加入由学生自主运营的交易与投
资社团（Trading and Investment Club）
。社团旨在帮助其社员学习交易与投资。
本专业学生满意度甚高，在全英学生调查
中，学生对本专业满意度达到了98%。

奖项设置
本专业历来奖励成绩最优异的学生，奖项
均由知名金融公司设置，如普华永道、毕
马威、安永、巴克莱、BDO、花旗、摩
根士丹利、Pramerica和奥斯特银行。

金融学是关于赚钱和管理财富的学科。它可以涉及投资股票
市场、交易货币和衍生工具、或在银行做借贷决定。学习英国
女王大学金融学理学学士课程的学生将获得在金融领域成功
发展所需的知识与技能。为期九个月在金融机构的实习与本金
融学理学学士课程相辅相成。女王大学拥有专门的实习分配
团队确保学生为实习做好准备，并获得高质量的实习职位。

金融学
荣誉理学学士
金融学 学制4年SW（N300）

另请参见经济学、商务经济学与会计学

入学要求
A-level：
ABB且包含数学
或
AAA，且具备GCSE数学B

母语非英语的学生须获得
雅思（IELTS）6.5分且所有单项均不低于5.5分，

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语言资质。详细信息可
见：go.qub.ac.uk/EnglishLanguageReqs

课程设置 

大一、大二与大四每年将设六个模块。
在大三，学生将在金融环境中进行为期
至少九个月的带薪工作实习。

大一
• 财务报告与分析
• 金融工具、市场与机构
• 价格理论
• 金融数学
• 经济学原理
• 统计方法

大二
• 行为金融学
• 计量经济学入门
• 投资分析
• 管理经济学
• 货币理论
• EXCEL与VBA

大三
实习（在金融单位中进行）

大四
• 资本市场
• 公司金融学
• 金融计量经济学
• 金融工程
• 固定收益工具
• 国际金融



“金融学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可以使用
彭博终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和
其他大学的金融学课程比起来，这是
一个很大的优势。一年的实习也是非
常宝贵的机会，你可以在这一年中培
养自己的专业技能、决定自己的职业
发展道路并在进入大三前找到自己毕

业以后的工作。”

克里·卡西迪（Kerri Cassidy），金融学
学生

入学要求
电子邮箱：admissions@qub.ac.uk
电话：+44 (0)28 9097 3838

课程信息
加勒思·坎贝尔（Gareth 
Campbell）博士，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管理学院
电子邮箱：gareth.campbell@qub.
ac.uk
电话：+44 (0)28 9097 4821
www.qub.ac.uk/mgt

就业与继续深造

本专业向学生贴切地呈现了现实世界
中的金融与投资环境，并着重培养学
生用人单位重视的实际应用技能。

我们与大量的用人单位保持密切的沟通，
也不断建立新的合作。它们包括英国与
爱尔兰所有主要的金融业用人单位。每
年，我们都将就课程举办用人单位交流
会。在一年一度的金融招聘会上，学生还
可与众多用人单位进行一对一的沟通。

大师课堂：学生拥有机会与来自伦敦金融市
场的专家接触。此外，专家还将与学生分
享他们的行业知识，并为学生提供建议。

毕业生就业与成绩
本专业女王大学毕业生在众多领域就业，
包括：投资银行、企业银行、英国房屋
信贷互助会、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会
计与精算公司、专业金融与私募股权公
司、以及一般公司中的财务职位。

毕业生的典型职业包括：
• 金融分析师（债券、股票和衍生产品）
• 基金经理
• 财务主管
• 财务规划师
• 财富经理
• 会计师
• 金融经济学人员
• 财务预报人员
• 企业贷款人

近期毕业生就业单位包括：好事达
（Allstate）、爱尔兰银行、花旗集
团、Delta Index、Energia、安永、First 
Derivatives、高盛、汇丰银行、克尔·亨德
森（Kerr Henderson）、毕马威、美世、
摩根士丹利、英国房屋抵押贷款协会、日本
野村银行、Oxford Economics、PIMCO、
普华永道、Setanta资产管理。

继续深造
英国女王大学有众多硕士课程（包括研
究型课程）学生可以申请。请登陆女王
大学管理学院网页获取更多信息。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致力于不断提升所有
学位课程。我们有可能会引入新的模块
来提升在本手册中列出的现有模块。

在2017年《完全大学指
南》中，女王大学会计与
金融排名全英第4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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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
实习年

大四
大学最后一年期间，学生将学习为期一年的
语言模块。此外，学生将学习国际战略和应
用国际商务的必修模块，以及商业道德、创
新与创业精神选修模块。课程重视实践，将
进行创业项目、企业参观和真实案例研究。

为何选择女王大学？

实习
大三学生必须在所选语言的母语国进行
实习。这是本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将赋予学生在国际商务环境中高效
沟通、工作的自信心与宝贵经验。

行业关系
学生有机会听取经常开展客座讲座的
行业专业人士的演讲。演讲后交流的
机会让学生能够与从事管理工作的资
深专业人士建立起宝贵的联系。

创新教学方法
学生将通过多样的教学方法进行学习，包括
头脑风暴、个人与配对反思、讨论练习、演
讲、个案分析、小组工作与实践讨论会。课程
还利用多种方式让学生能够进行线上学习，
比如互动支持材料、播客和网络学习活动。

在当今的商务世界中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
领袖。所有组织现在都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运营，寻求扩张
和发展超越国界的业务。在国外市场中的成功需要懂得如果适应
当地的文化、语言和客户，同时还需要懂得基本的商务理论与时
间。国际领袖通过前往不同文化的国家并在其中工作、培养并且
应用其商务与语言技巧来获取文化意识。

国际商务与外语

荣誉理学学士
国际商务与法语 学制4年（N1R1）
国际商务与德语 学制4年（N2R2）
国际商务与汉语 学制4年（N1R9）
国际商务与葡萄牙语 学制4年（N2R9）
国际商务与西班牙语 学制4年（N1R4）
 
入学要求
A-level：
ABB，且具备GCSE数学B
• 若选择法语：一般需A-level法语

B、或AS-level法语B、或GCSE法语B、或其他
外语语言能力资质证明

• 若选择德语：一般需A-level德语
B、或AS-level德语B。

• 若选择汉语：语言能力资质证明。
• 若选择葡萄牙语：一般需A-level葡

萄牙语B、或AS-level葡萄牙语B、或GCSE葡
萄牙语B、或其他外语语言能力资质证明。

• 若选择西班牙语：一般需A-level西
班牙语B、或AS-level西班牙语B、或GCSE西
班牙语B、或其他外语语言能力资质证明。

请注意：如果外语在更高层次习得，那么申请人
必须获得该层次的相应成绩。

母语非英语的学生须获得
雅思（IELTS）6.5分且所有单项均不低于5.5分，

或女王大学认可的同等语言资质。详细信息可
见：go.qub.ac.uk/EnglishLanguageReqs

课程设置

本四年制荣誉理学学士国际商务与外语学位课
程由英国女王大学管理学院（主修）与女王大
学艺术、英语与语言学院（辅修）联合授课。

目前以下五门语言可供学生选择：
• 法语（中级与高级）
• 德语（高级）
• 汉语（初级）
• 葡萄牙语（初级）
• 西班牙语（初级、中级与高级）

学生在大一、大二与大四期间，将学习管理学
相关模块和为期一年的语言模块。在大三，学
生将根据所学专业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
德国或中国进行为期至少九个月的工作实习。

大一
学生将学习一系列管理学相关的必修模块
和为期一年的语言模块。它们将为学生将
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做好充分的准
备。学习的重心为组织单位、它们的结构、
行为、以及它们外部多变的经营环境。 
 
模块内容涵盖会计、经济学、
营销基础与组织行为。

大二
本阶段学生在学习管理学相关模块的同
时，还将学习为期一年的语言模块。管
理学相关模块内容涵盖：国际商务、通
过有效数据分析与解读的决策、资源
管理（如运营资源与人力资源）。



“学习国际商务与西班牙语真的让我
在竞争非常激烈的应届生就业市场中
脱颖而出。我发现在很多商业领域的
工作都要求掌握第二语言。我们学习
的模块不仅多样、有意思，而且教职
工十分尽心尽责，确保学生充分利用
课程所提供的机会。从在位于西班牙
巴塞罗那的英国商会进行为期一年的
实习，到赢取英国文化协会奖学金在
北京工作，我的本科学习真真切切地
让我走遍了世界，让我获得了无价的
企业经验。我真心认为女王大学管理
学院和这个课程对我在课堂内外的成
功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肖娜·麦科特（Shona McCotter），
国际商务与西班牙语学生（2017年毕
业）2016年英国管理专业年度本科学生

入学要求
电子邮箱：admissions@qub.ac.uk
电话：+44 (0)28 9097 3838

课程信息
基兰·康罗伊（Kieran Conroy）博士
课程主管
英国女王大学管理学院
电子邮箱：k.conroy@qub.ac.uk
电话：+44 (0)28 9097 5458
www.qub.ac.uk/mgt

就业与继续深造

欲在国际商务与外语行业发展的人应乐于与人
合作，因为它们必须要利用广泛的渠道获取信
息，同时力图改善业务（进入新的国际市场或
开发新产品或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等）或解决
有关管理的具体问题。他们还应擅长进行有效
的沟通，因为他必须能够与各方相关人士建立
良好合作关系，包括高层管理人员、消费者、
消费者团体、政府代表、决策人员、企业员工
与同僚。除此以外，学生还应理解在不同文化
中可能出现的分歧，以及分歧对业务环境可能
带来的影响。

有志在国际商务与外语领域发展的学生还必须
做好接受挑战的准备，并能迅速适应当今瞬
息万变的商务环境。为了帮助学生达成该目
标，核心可转化技能包括独立学习的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解并解读管理及其相关
信息的能力、有效团队合作的能力以及第二
语言的能力。

毕业生就业与成绩  
无论是获得优秀的就业机会还是继续深造，本
专业都将为学生搭起坚实的桥梁。毕业生就业
方向相当广阔，我校国际商务与外语专业毕业
生的就业前景一流。

本课程第一批毕业生已于2012年七月完成了
他们的学业，并在地方、国家、区域和跨国组
织获得了一系列职位。近期实习单位包括：位
于法国巴黎的花旗银行和Millward Brown、
位于卢森堡的毕马威、位于巴黎的阿尔卡特朗
讯与普华永道。

本专业毕业生或已就业、或已进行实习。它
们的职业领域包括：广告业、人力资源、招
聘、培训与开发、营销、出口营销、新产品开
发、市场研究、品牌管理、运营管理、供应链
管理、质量管理、业务发展、会计、财务、
管理咨询。

继续深造
英国女王大学有众多硕士课程（包括研究型课
程）学生可以申请。请登陆女王大学管理学院
网页获取更多信息。

女王大学管理学院致力于不断提升所有学位课
程。我们有可能会引入新的模块来提升在本手
册中列出的现有模块。

大三学生必须在所选语言
的母语国进行实习。其他
实习单位包括：位于巴黎的
HEC与安永、位于巴塞罗
那的Dreams与Agilent、
位于马德里的普华永
道、Amadeus和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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