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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在 斯 特 灵 大 学，我 们 致 力
于帮助你成为对世界产生
积极影响的人才。

斯特灵大学拥有悠久的历史，致力于创新、卓

的社会学习与研究中心。这些新设施弥补了

选择就读学校是一个令人激动且重要的决

力，帮助每一位学生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

零售店和餐饮店）的不足。

大学就读。

越研究和未来发展，相比背景，我们更看重能

我们现有设施（包括图书馆、剧院、电影院、

斯特灵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生社区。在

我们的学生和教职工来自全球 120 多个国

需的专业知识和就业技能，顺利开启职业生

容性，你将在这里感受沉浸式的国际教育。

完成我们的研究生学位课程后，你将具备所
涯，对此，你可以有足够的自信。你可以选
择来我们占地 330 英亩、环境优美的校园就

读，也可以选择线上远程教育课程。无论作
何选择，你都将在斯特灵获得卓越的就业能

力——我们有 95% 的研究生在毕业后 15 个

家，充分体现了我校校园文化的多样性和包

快速适应大学生活，让你在斯特灵就学期间
的体验称心满意。

在英国全国大学学生满意度调查2排行榜中，

方面均被评为五星级教育机构，而在《2021

我校就读的学生将享受到我们投资数百万
英镑建设的全新标志性体育场馆和现代化

园里迎接你们的到来。

组织，致力于提供娱乐和福利服务，帮助你

在最新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斯特灵在教

步不前，还在不断提升我们的教学体验。来

我在此祝愿各位学业顺利，期待不久能在校

我们的学生会屡获殊荣，是我校的一个重要

月内找到工作或继续深造1。

斯特灵大学排名前 20——而且我们并未止

定——我们很高兴你能考虑到我们斯特灵

学、就业能力、研究、国际化、设施和包容性

卫报大学指南》排行榜中，我校在全英国排

校长 Gerry McCormac

的学术荣誉——英国女王周年纪念奖，以表

1

名前 30。最近，我校再次斩获英国最负盛名
彰我校世界领先的水产养殖研究所。

2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开展的高校 2021 年毕业生成果调查
2021 英国全国大学学生满意度调查 (N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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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苏格兰中心位置

MAKE

Scotland

Stirling

AT THE HEART
OF

YOUR NEW
HOME

于全球的英国大学。
我校位于苏格兰中部，占

五星级设施

一个小时。从中国到苏格兰有一系列航班可

供选择——每周有四班北京到爱丁堡的直飞
航班。

阿伯丁

尤其令我们自豪的是，我们美丽的校园被评

苏格兰以其令人叹为观止的风光而闻名，

世纪古堡。作为苏格兰体育卓越大学，斯特

全天候保安队以及一系列的支持服务，为校

（James Bond）的电影《007 大破天幕杀机》
等国际大片的拍摄地之一。

灵大学配备全新的世界级体育运动设施，
还是英国国家网球学院和国家游泳学院所
在地。

Stirling

安全校园

我们的设施在 2021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

同 时 也 是《 哈 利 波 特 》以 及 詹 姆 斯·邦 德

英国第一
世界排名第五

约40分钟的路程，乘坐飞机到伦敦也仅需要

地 330 英亩。

获得了五星评级，我们甚至拥有自己的 18

校园环境排名1

我校距离格拉斯哥国际机场和爱丁堡机场均

让斯特灵成为你的新家
斯特灵大学是一所以高质量教学和研究闻名

3

格拉斯哥

为苏格兰和英国最安全求学城市1。我们通过

内外的学生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

乘飞机到爱丁堡/格拉斯哥机场

爱丁堡

北京：13 小时 35 分钟
上海：15 小时 25 分钟
伦敦：1 小时 15 分钟

贝尔法斯特

曼彻斯特：1 小时 5 分钟

乘火车到斯特灵

我校到苏格兰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两大城市交

通便利，乘坐汽车和火车都只需要 30-40 分

爱丁堡：40 分钟

曼彻斯特

钟即可到达。

格拉斯哥：30 分钟

曼彻斯特：4 小时 20 分钟
伦敦：5 小时 30 分钟

伦敦

1

2020 完全大学指南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2020)

stir.ac.uk

1 2018 英国国际留学生晴雨表 (ISB) 基准与国际 ISB 基准 (UK International Student Barometer (ISB) Benchmark and Global ISB Benchmark 2018)
2 2020 完全大学指南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2020)

safest

斯特灵是苏格兰和
英国最安全的求学城市2

4

5

艾尔特里城堡
(AIRTHREY CASTLE)
这座校内城堡建于 18 世
纪，至今仍在使用。

艾尔特里公园医疗中
心 (AIRTHREY PARK
MEDICAL CENTRE)
我们的校内全科医疗诊所
和牙科中心。

COLIN BELL、IRIS MURDOCH
和 RG BOMONT 楼
楼内分布着社会科学学院与一些前
沿研究中心。

艾尔特里高尔夫练
习场 (AIRTHREY
DRIVING RANGE)
从学生宿舍步行 5 分钟
内即可到达。

学生活动中心
(CAMPUS CENTRAL)
整所大学的中心，由咖
啡馆、商店、药店、图书
馆、学生服务中心、学生
会和麦克罗伯特艺术
中心 (Macrobert Arts
Centre) 组成。

斯特灵大学创新园
园内分布着一些创新研
发公司。

INTO 楼
INTO 斯特灵大学为留
学生搭建独特的学术
道路。

艾尔特里湖 (AIRTHREY
LOCH)
这是一个校内湖泊，有天鹅
常居，学校的水上运动队也
会在这里训练。

连通桥 (LINK BRIDGE)
从住宿村 (Accommodation Village) 到讲座会场
的连通景点。

COTTRELL 楼
楼内分布着自然科学学
院和斯特灵管理学院。

球场

可在前排观看草地和
人工球场上的比赛。

学生宿舍
校内外共设 18 处共计
2,800 多间寝室。

国家游泳学院
苏格兰游泳运动员和世界级
学生运动员的训练场，2020 年
东京奥运会金牌得主 Duncan
Scott MBE 和 Kathleen Dawson
MBE 也在此训练。

PATHFOOT 楼
楼内分布着艺术与人文学
院、健康科学与体育学院
和水产养殖研究所。除此
之外，还有一个独特的艺
术博物馆。

校园环境排名
英国第一

1

世界排名第五

华莱士纪念碑
(WALLACE
MONUMENT)
向上攀登 246 级台阶就
到了本校著名地标式
建筑的顶部，这是专为
纪念苏格兰英雄威廉·
华莱士爵士而建。
STIRLING COURT
HOTEL 酒店
酒店环境优美，设施齐
全，拥有 100 间客房，是
你最佳的住宿选择。
斯皮塔尔山小屋
(SPITTAL HILL
CHALETS)
采用斯堪的纳维亚风格
建成的木制小屋，是非常
受欢迎的学生宿舍。

英国国家网球学院
(GB NATIONAL
TENNIS ACADEMY)
网 球 巨 星 安 迪·穆 雷
(Andy Murray) 和戈登·
里德 (Gordon Reid) 均
曾在本校球场训练。

inspiring
NATURALLY
自然畅想

我们美丽的校园位于苏格兰中心位置，可谓两全其美。

虚拟之旅
stir.ac.uk

1 2018 英国国际留学生晴雨表 (ISB) 基准与国际 ISB 基准

(UK International Student Barometer (ISB) Benchmark and Global ISB Benchmark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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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OME
你的第二个家

斯特灵大学的校园环境2在英国可谓首屈一指，学生

学校在美丽的 330 英亩校园内，附近的阿兰

可以轻松在此安顿下来。

桥 (Bridge of Allan) 以及斯特灵充满活力的
市中心，提供各种舒适且安全的研究生宿舍
Alexander Court
联排别墅

斯特灵被评为苏格

兰最幸福的居住地1

供学生选择。

按照学生需求建造

宿舍不包餐，厨房配备炊具、微波炉、冰箱、冰

柜和水壶。
有些寝室配备独立卫生间，有些配
备公共卫生间。所有寝室均为单人间，学生

可自由选择住在公寓、木屋还是联排别墅。
此外，学校还提供家庭宿舍。

校内的一切规划均围绕学生开展，在校内步

行几分钟就能找到刷卡洗衣设施、超市、药

房、医疗和牙科中心、健身房和银行，以及大
学和学生会提供的所有设施。

申请方式

收到有条件或无条件确认录取通知书的学生
可通过大学在线申请。
申请者门户网站。
每年
四月开放申请。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accommodation

1 Rightmove“2021 年度英国居住幸福指数”(Rightmove Happy Home Index 2021)

stir.ac.uk

Centro House

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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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st
斯特灵是

英国最安全的
求学城市

1

日落时分下的凯尔派雕像

Irn Bru 和 Haggis 的绝佳组合

美丽校园

学习前的小食

彩虹骄傲周

来个灯火狂欢？

校园圣诞

湖边纳凉

在斯特灵过中国年

#挥汗青春

安静学习

凝神静气

斯特灵风采

古城斯特灵将历史名城的魅力与年轻人的热闹相结合。
吸取文化精华

休闲购物

城堡 (Castle) 和阿尔伯特音乐厅 (Albert Halls) 凭借音乐会积累了

斯特灵拥有可满足学生所有期望的一流购物场所。在市内历史悠久

名。我们有一个多厅电影院，麦克罗伯特艺术中心（Macrobert Arts

聚一堂，最古怪个性的流行商店鳞次栉比。

很高的人气，而老城区的 Tolbooth 则以现场音乐和艺术活动而闻

Centre）内设最好的艺术影院，播放主流电影，此外校内还全年提供
现场表演节目。

酒吧与美食

的维多利亚拱廊、繁华的高街和 Thistles 购物中心，各大品牌商店汇

与我们联系

从校园步行几分钟即可到达 Allanwater Brewhouse。当地的 Gin

斯特灵能够满足学生的所有期望，甚至还设有 Nextbike 共享单车站。

有人气特色咖啡馆（如 Burgh Coffeehouse）和学生友好餐馆（如

购个物，或者晚上出去放松一下也都很方便。格拉斯哥每周上演约

Distillery 和精酿啤酒改革者 BrewDog 也都在斯特灵。市中心还
Nando's、Domino's 和 Subway）。

走进历史

斯特灵地处英国中心位置，距离格拉斯哥和爱丁堡都很近，白天出去
130 场演出，爱丁堡开办了全球规模最大的艺术节，精彩不容错过。

著名景点

斯特灵城堡 (Stirling Castle) 是苏格兰最宏伟的建筑之一，曾是苏

如果要了解标志性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点，欢迎到本校逛一逛，本校

老的足球！这座历史悠久的老城铭记着罗伯特·布鲁斯 (Robert the

拍摄《古战场传奇》、
《权力的游戏》和《法外之王》中的场景。
如果想换

格兰女王玛丽的故居。在这里的一些镶板后面，曾发现世界上最古
Bruce) 和威廉·华莱士 (William Wallace) 的丰功伟绩，并且至今还留
有改变英国历史进程的军事战役印记。

1 2020 完全大学指南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2020)

stir.ac.uk

经常会拍摄一些电影和电视。
附近的杜恩城堡 (Doune Castle) 还曾
换风格，可以到学校门口的罗蒙湖 (Loch Lomond) 和托撒契国家公

园 (Trossachs National Park) 逛一逛，还可以花一个小时前往苏格兰
高地 (Scottish Highlands) 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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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声名远扬

2021 英国全国大学学生满意度调查

(NATIONAL STUDENT SURVEY 2021)
排行榜显示，斯特灵大学排名前 20。
专业排名

2022 卫报大学指南
(THE 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 2022)：

•	 本校在全英国各大高校排名前五十

• 商业、
管理和市场营销——苏格兰排名前五
• 经济学——英国排名前五

• 媒体和电影研究——英国排名前二十
• 教育学——苏格兰排名前五

我们的课程力求在你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提供各种专
业认证，使你具备在工商界和公共部门获得高级职位所需的技能、知识和
信心。我校提供小班教学，学生可享受更加个性化的教育体验，学习所修
专业非常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

2021 年卓越研究框架 (REF)：

• 本校 87% 的研究成果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	 斯特灵超过 80% 的研究被评为“世界领先”
或“国际优秀”

•	 研究影响力在苏格兰排名前五，英国排名第43

（来源：REF 2021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影响
力分数排名）

•	 我们在商业和管理方面有 80% 的研究被评
为
“世界领先”或“国际优秀”

《 泰 晤 士 报 》和《 星 期 日 泰 晤 士 报 》
评选的 2022 年泰晤士英国大学
排名：

• 本校在全英国各大高校排名前五十
• 会计与金融——英国排名前二十

•	 商业研究——苏格兰排名前五，英国排名前
十五

• 传媒——苏格兰排名第二，英国排名前十

• 经济学——苏格兰排名第三，英国排名前十

• 教育学——苏格兰排名第三，英国排名前五

2022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2)：

•	 2022 年，斯特灵大学跻身 500 强高校，并在教

学质量、就业能力、国际化、研究、包容性等方
面获得了五星评级。

专业认证与获奖
“小企业宪章”

名前二十

•	 市场营销——英国排名第三

我们的市场营销理学硕士和市场营销与品牌管

提供的支持。

行的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上提出，旨在让

重认证。
如果你学习的是这些课程，那么毕业时

英国皇家特许管理协会 (CMI)

则 (PRME) 的学校。
该原则于 2007 年在日内瓦举
管理学教育与联合国持续发展目标更加一致。

英国特许银行家协会 (CBI)

理理学硕士获得英国特许营销协会 (CIM) 的双
你还可以获得 CIM 证书或文凭，具体取决于所
选择的课程模块。

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 (CFA)

我们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获得英国皇家特许管

我们受国际认可的数字银行学与金融学理学硕

我校是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 (CFA) 大学联盟计

即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 CMI 战略管理和领导力

业时，你将同时获得该协会的专业资格学分，让

士课程获得该协会认证。此成员资格旨在认证

理协会 (CMI) 认证，确保你毕业时具备双资质，
7 级文凭。

士课程获得英国特许银行家协会 (CBI) 认证。
毕

你能更快地获得特许资格。英国特许银行家协
会 (CBI) 全面认证赋予我校毕业生使用专业称
号“特许银行家”和 MCBI 成员资格的特权。

特许注册会计师协会 (ACCA)

英国人事与发展特许协会 (CIPD)

划 (UAP) 的成员之一，我们的投资分析理学硕
那些将 CFA® 考生知识体系™ (CBOK) 的重要部

分嵌入其课程的学术机构。我们是该协会在英
国为数不多的联盟合作机构之一，也是全球精
选合作机构之一。

CORE ECON

特许注册会计师协会（ACCA）是世界公认的专业

我校是经英国人事与发展特许协会 (CIPD) 认

通过践行我们对 CORE 项目“变化世界的经济

本科会计学士 (Bacc) 课程毕业生可免考 ACCA。

课程均获得了 CIPD 的认证。

诺，斯特灵采取革命性新方式教授经济学课程。

会计机构。我们的国际会计与金融理学硕士和

可的认证中心，我们的人力资源本科及研究生

学 (Economics for a Changing World)”的承
我们一开始就会利用现实世界的数据来回答现

实世界的问题，会教学生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

来理解全球问题，还会让学生尽自己的一份力，

2023 完全大学指南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2023)：

• 本校在全英国各大高校排名前五十

• 教育学——苏格兰排名第三，英国排名前十

• 市场营销——苏格兰排名第二，英国排名
前二十

•	体育科学——苏格兰排名第三，英国排名
前二十

积极影响商业和社会的发展。

英国心理学会 (BPS)

BCS 特许信息技术协会

我们的心理学硕士（转专业）学位已获得英国心

我们的大数据理学硕士课程已获得英国计算机

业生身份申请英国心理学会 (BPS) 的特许会员

术协会。
课程设计符合 BCS 规定的硕士课程标

理学会 (BPS) 认证。
课程结束后，你将能够以毕
资格。
这是成为一名特许心理学家的第一步。

协会 (BCS) 的认证，该协会为英国特许信息技
准，为学生和雇主设定了质量指标。

QS 卓越奖

教学质量、就业能力、包容性、国际化、
研究成果、校园设施卓越奖1

会员资格
stir.ac.uk

英国特许营销协会 (CIM)

我们很荣幸被公认为一所遵循责任管理教育原

证，以表彰我们为小企业、地方经济和学生创业

•	 商业研究——苏格兰排名第三，英国排名前十

• 人力资源管理——苏格兰排名前五，英国排

责任管理教育原则 (PRME)

我们的管理学院获得了“小企业宪章 (SBC)”认

2021 英国全国大学学生满意度调查
(NATIONAL STUDENT SURVEY
2021)：

•	经济学——苏格兰排名第一，英国排名第三

11

1

2021 年 QS 星级大学评级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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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rling

选择斯特灵

BE THE

成就不凡人生

祝贺本校著名校友与荣誉毕业生
PETER PRITCHARD，

ALEX FERGUSON，
荣获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CBE)

PETS AT HOME 集团
零售部首席执行官

零售学工商管理硕士，1998 年毕业

前苏格兰足球经理，曼联经理兼球员
荣誉博士学位，2011 年毕业

Peter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零售专家，在英国

一些最成功的企业担任领导职务已有 25 年。
他目前担任 Pets at Home 集团零售部首席

Alex 爵士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成功

的足球教练之一。
1978 年到 1986 年，他担任

YUANYUAN QIU，

执行官一职（自 2015 年至今）。
他于2011 年
加入该公司，担任商业总监一职。

ALISON BRITTAIN 博士，
荣获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CBE)

惠特贝瑞公司 (WHITBREAD PLC)
首席执行官
荣誉博士学位，2019 年毕业

商业研究（荣誉）文学学士，1987 年毕业

Alison Brittain 博士于 2019 年获得斯特灵大
学博士学位，其在商业和领导力方面的杰出
贡献深受行业认可。

Alison 是英国杰出的商界领袖及最具影响力
人物之一。她时任酒店集团惠特贝瑞公司首

席执行官，该集团旗下的品牌包括 Premier
Inn 酒店、
Brewers Fayre 餐厅、
Beefeater Grill

餐厅以及最近加入的Costa Coffee。
2015 年
底，Alison 被任命为惠特贝瑞公司首席执行

官，是英国富时 100 指数 (FTSE 100) 中仅有
stir.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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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位女性首席执行官之一。

阿伯丁足球俱乐部经理，于 1983 年率球队在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JSBCI)
国际部部长

欧洲杯夺冠，由此一举成名。
随后在 1986 年，
他转入曼联，在其后的 27 年中一直担任该队

媒体管理理学硕士，2005 年毕业

YUANYUAN QIU 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
团）国际部部长，除负责为中国引进国外广播
节目外，还负责监督中国原创电视节目在全
球的发行。她还与英国广播公司 (BBC) 和英

国第四电视台 (Channel 4)、法国 Arte 电视

台、日本 NHK 电视台以及美国公共电视台
(PBS) 等公司携手，共同引领国际联合制作
与国际联播的发展。

Yuanyuan 于 2005 年获得本校媒体管理理
学硕士学位，并入围了英国文化协会专业成

就奖 (British Council’s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 Award)，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
于她在英国所受的教育以及在斯特灵大学求
学的经历。

经理。Alex 爵士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是在

1998-99 赛季，先后赢得了英超冠军、足总杯

ANDY MURRAY，
荣获大英帝国官佐勋章 (OBE)

JOANNE DENNEY-FINCH，
荣获大英帝国官佐勋章 (OBE)

职业网球运动员

慈善机构首席执行官兼零售顾问

Andy Murray 来自邓布兰市，年轻时曾在斯

Joanne 是 IGD 研究和培训慈善机构的首席

荣誉博士学位，2013 年毕业

特灵大学的英国国家网球学院接受训练，后

零售学工商管理硕士，1991 年毕业

执行官，该机构致力于帮助食品及杂货行业

来移居西班牙发展自己的运动事业。
2005 年， 发展，以满足公众的需求。
她曾与世界上一些
Andy Murray 转为职业选手，并于同年年底

最大的食品及消费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董

ATP 冠军。2009 年，他获得了世界排名第二

供服务而被授予大英帝国官佐勋章 (OBE)。

跻身前 100 位高级球员，在 2006 年首次摘得
的位置，成为自 1938 年以来第一位获得英国
女王杯冠军的英国选手。2012 年，他在伦敦

奥运会决赛中摘得金牌，在短短不到一年的

时间内结束了英国对温布尔登单打冠军长达
77 年的漫长等待。自 2013 年以来，Andy 曾
三度被授予 BBC 年度体育人物。

事长和总裁合作，并因为食品及杂货行业提

1991 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斯特灵大学零
售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和欧洲杯。
Alex Ferguson 爵士于 1999 年被
授予下级勋位爵士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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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

95%

迎接未来职业生涯

的研究生

在毕业后十五个月内找到
工作或继续深造2

职业前景与支持

如果你想在毕业后回国或出国工作，我们可以
为你提供丰富的国际求职资源。

职业服务苏格兰排名第一，

本校毕业生职业去向有：

•	 毕马威（中国）公司高级经理

英国排名前五，世界排名前十五1

•	 微软高级业务组主管

•	 宝洁（中国）政府事务与公共政策总经理
•	 苏格兰皇家银行城市运营经理

•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国际部部长
•	 人民日报上海分社高级编辑

全球联系

合作项目

•	 汇丰银行金融分析师

斯特灵网络 (Stirling Network) 为学生提供了一

我们的一些课程支持学生与校外组织合作开展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信息与伙伴关系顾问

商界友人建立联系。在校园生活中，我们鼓励你

可以从你的研究、见解和想法中获益，而你则可

•	 英国驻华大使馆房产助理
•	 中国移动渠道经理

•	 IBM 银行账户管理专员

stir.ac.uk

个专门的社交平台，以便与世界各地的校友和
利用这一网络从校友和商界领袖那里获得建议、
行业知识和职业见解，他们会积极提供帮助。

论文项目。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计划——企业
以获得宝贵的经验，建立人际网络，提高自身技
能，以拓宽未来的发展路径。

1 2018 英国国际留学生晴雨表 (ISB) 基准与国际 ISB 基准 (UK International Student Barometer (ISB) Benchmark and Global ISB Benchmark 2018)
2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开展的高校 2021 年毕业生成果调查

现实世界体验
我们的很多课程均提供实习机会，方便
学生获得真实世界体验，浅尝职业生活
方式。

•	 TESOL 学生有机会将自己所学付诸实

践，并可申请到我们在德国或匈牙利的
合作大学实习。

•	 通过我们的数据科学和大数据课程，学

生可参与商业咨询项目，解决现实世界
的商业问题，并申请实习以积累经验。

•	 我们的体育管理课程提供体育组织实
习机会，以获取专业经验。学生还可通

过与我们的行业合作伙伴一起组织体

育赛事来磨练自己的赛事管理技能。

学生主导的活动
我们的学生积极都热衷于校内多个商业俱
乐部/社团的运作，这有利于你为未来职业
做好准备。

•	 学生管理投资基金 (Student Managed
Investment Fund) 使学生有机会在真

实的专业环境下运用投资及投资组合
管理知识。

•	 经济学社团鼓励学生保持批判性思维，
同时进行有创意且深刻的经济分析。

•	 市场营销社团旨在建立一个充满活力
的社区，为学生创造实践机会，提高行

业相关技能，营造一个真实的市场营销
环境。

16

斯特灵本科学习
本校提供灵活的本科学位课程，可帮助学生
获得受益终生的知识与专业技能，确保在未
来职业中脱颖而出。

本校提供的其他本科学习选择
我们的授课老师均为世界领先的学者，由他
们开展的国际知名研究正在解决全球面临
的一些巨大挑战。

17

会计和金融（荣誉）文学学士
stir.ac.uk/4lf

管理学（荣誉）理学学士
stir.ac.uk/4lr

商业研究（荣誉）文学学士
stir.ac.uk/4li

市场营销学（荣誉）文学学士
stir.ac.uk/4lo

计算机科学（荣誉）理学学士
stir.ac.uk/4dr

体育商业与管理（荣誉）文学学士

数据科学（荣誉）理学学士
stir.ac.uk/2t1
金融学（荣誉）文学学士
stir.ac.uk/4ll

stir.ac.uk/7qb

电影与媒体（荣誉）文学学士
stir.ac.uk/7qe

“我 喜欢跟人打交道，我对卓越的商业理念、团
队合作和沟通很感兴趣，因此这里的商业研究
课程非常适合我。入校第一年，我就成立了中
国学生会，因为我想帮助中国学生，让中国学
生不仅可以互相认识，还能与同在斯特灵求学
的其他国家学生进行交流。我们举办了很多有
趣的活动，我希望协会及其重要工作能在我毕
业后延续下去。
”
Meng 非常享受在斯特灵的时光。获得学士学位
后，他又继续在本校深造，攻读商业数据科学硕
士学位。
MENG CHEN， 中国

商业研究（荣誉）文学学士
stir.ac.uk

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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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T
询问专家

Katherine Champion 博士
高级传媒课程讲师

作为传媒领域的专家，Katherine 致力于扩展和深化“空
间”和“场所”对创意和文化产业部门的重要性的相关知识。

David McMillan 教授
会计与金融系主任

在斯特灵攻读金融相关硕士学位有哪些
好处？

在斯特灵大学，我们鼓励学生思考银行学与
金融学采取更符合道德伦理的实践方法的好

处。我们确保学生意识到可持续性在财务决
策中的重要性，特别是社会和环境风险因素

David McMillan 教授的研究重点是根据宏观经济政
策建立资产收益模型，以及资产价格与整体经济之间的
联系。

行业参与度和未来就业能力是我校教学的

核心。 我们开设了一系列生动有趣的嘉宾讲

座，定期为学生们提供接触业内专业人士的

什么是 Amplify Trading Boot Camp 训
练营？

机会，我们的顶尖学者会将最新学术研究进

这是一项明星计划，是我们所有金融相关

们还将受益于注重实践和实用的教学方式。

能够在模拟环境下，对在芝加哥商业交易

展融入到教学中。在斯特灵大学就学的学生

对财务业绩的影响。

学位的重要组成课程之一。该训练营使学生
所 (CME) 报价的一系列期货合约进行交易。
Amplify Trading 提供，为期一周。

斯特灵是苏格兰体育卓越大学，最近获得

我们的运动表现指导理学硕士课程处于行业

研究生带来哪些好处？

育教练和教练员培养师的专业发展。

承诺：
我们的体育管理理学硕士为学生提供了
实践经验和积累人脉的机会，我们的体育运动

领先水平，通过独创的线上形式支持职业体
本校与一些国家级体育管理机构共用校园

设施。
学生与产业界合作的密切程度如何？

心理学理学硕士课程是苏格兰同类课程中唯

与行业和体育部门之间的合作是斯特灵所

理学硕士课程正式与国际奥委会 (International

利用校园网络为学生提供机会直接接触经

一获得英国心理学会认证的，我们的运动营养
Olympic Committee) 的工作接轨——国际奥委
会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体育组织。
stir.ac.uk

学习研究生课程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深入学

习所选专业和提升职业前景的绝佳机会。斯
特灵大学的媒体相关课程注重分享知识和促

进学生对广泛媒体行业的了解，注重培养学

为了让我们的教学紧贴现实，我们在教学过
程中会经常邀请客座嘉宾到校开讲座，也会

经常安排行业专家指点迷津，这是我们教学
中的一大亮点。凭借我们完善的专业和研究

我们会定期邀请英国广播公司 (BBC)、第四

频道和 MTV 等广播公司、独立制作公司、公
共关系机构、媒体监管者、政策制定者、报纸

编辑等资深媒体专业人士来校贡献经验与
观点。

网络，我们会定期邀请行业从业者和政策制

生的技能与人际关系，以提高未来就业能力。 定者为我们的学生普及最新知识和趋势。
学生经常能够接触现实世界行业简报和客
户，并开展商业模拟活动。

有研究生体育课程的基础内容 。我们充分
验丰富的体育从业者、管理者和政策制定
者，确保他们站在可颠覆行业的关键决策的

Kevin Swingler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数学系主任

Kevin Swingler 博士是斯特灵大学计算科学与数学
系的主任，并负责开发大数据、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方
面的硕士课程。

Paul Dimeo 副教授长期致力于体育政策的教学和
研究，他的研究重点是反兴奋剂斗争的历史和政策。

学生们将受益于我们对课程质量和实用性的

好处？

为什么常有客座嘉宾到斯特灵开讲座？

训练营由总部位于伦敦的专业交易培训公司

体育系主任 Paul Dimeo 博士

了年度体育最佳大学称号。
这些荣誉能给

传媒硕士课程能够为未来学生提供哪些

最前沿，并保证由塑造他们的学者教授他
们课程。

斯特灵校内有多家国家体育管理机构，可为
学生提供实习以及与现场合作伙伴联合开展
论文项目的机会。

斯特灵大学自然科学学院开设四门数据科

自己能够学以致用的学生。人工智能 (AI) 提

学硕士课程：大数据、数据科学中的数学、

供更高级的机器学习内容，如卷积神经网络。

程更适合自己，该怎么办？

斯特灵大学管理学院也开设了三门数据科学

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我不知道哪个课
金 融 科 技 是 这 些 课 程 中 最 冷 门 的 ，因 为

它仅针对银行和金融领域的特定应用。

硕士课程：商业数据科学、商业分析和市场营
销分析。

其他课程旨在培养学生通用数据科学

斯特灵数据科学课程由斯特灵学者以学生

Hadoop、Python、NoSQL 和机器学习。

何创建课程内容？

技 能 。大 数 据 注 重 教 授 技 术 与 技 能 ，如
数据科学中的数学比较适合热爱数学，并且
希望通过一门有趣且富有挑战性的课程让

的就业能力为前提，从零开始打造。
你们如
课程设计只有一个目的：让学生做好从事数
据科学工作的准备，并获得相关就业资格。

我们咨询了雇用数据科学家和金融科技专

业人士的招聘机构和公司，如汇丰银行和
MBN。

我们的目标是为学生提供最棒的简历，正因
为此我们会在学生开展暑期项目期间，尽力
为其寻找实习机会。

20

会计与金融

我们的会计学、金融学、银行学和经济学课程

MSc FINANCE
金融学理学硕士
财务管理是企业决策的核心。本专业硕士课程
使你有机会获得专业理论和分析技巧，在日后
成为金融专业人士。

由各领域拥有丰富的教学、研究和实践专业

随着后金融危机、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我们需要

的商业环境中取得成功所需的知识和分析技

考现有的金融理论，并使其掌握分析金融数据

知识的领先学者授课。学生将学习在快节奏
能，并了解金融公司、监管机构和家庭之间的
相互影响。

我们的一些会计与金融课程得到了全球公认机构的认可， 如特许注册会计师协
会 (ACCA)、特许银行家协会 (CBI) 和特许金融分析协会 (CFA)， 世界各地的
雇主可以确信我们的课程内容能够与行业需求对接。

学生可加入学生管理投资基金 (Student Managed Investment Fund)， 以
获得机会通过向行业专家推介和管理投资组合来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定期邀

请客座专家开讲座可确保我们的课程贴近现实， 有助于我们的学生在招聘市场
中脱颖而出。

更深入地理解金融在创造成长、机会和财富方
面起到的作用。本课程将带领学生们理解和思
并建模的技能。学生们还将了解与公司和市场

MSc INVESTMENT ANALYSIS
投资分析理学硕士
斯特灵大学的投资分析理学硕士享有世界一流

本课程结合了有关银行业和金融机构的运作、

师协会 (CFA) 大学联盟计划 (UAP) 的英国精选

与金融硕士学位毕业生日益增长的需求。你将

念、财务报表和风险管理工具的实践性知识。

研究生课程。该学位课程是加入特许金融分析
硕士学位课程之一。这一资格意味着该课程至

少涵盖 70% 的 CFA 1 级、2 级和 3 级课程内容，
强调课程的质量以及与专业实践和职业发展的
相关性。

除了固定课程外，学生们还可以参加由顶尖金

策略。
你还将发展从财务报表中获取基本信息、

金和 Amplify Trading Boot Camp 训练营获得

真实的交易经验。这些活动有利于学生积累人

脉，了解金融行业的最新发展，以及将所学到的
知识付诸实践。

评估投资价值，了解制定和评估投资组合管理

了解风险管理工具、评估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
趋势以及分析与投资有关的财务数据等能力。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jc

相结合，能让学生为在金融业和银行业就业做

足准备。
学生将通过学生管理投资基金 (SMIF)、

Amplify Trading Boot Camp 训练营参与实验、
讨论并了解实时市场。

行模拟跨资产类别交易，获取日内交易实际操作的第一手经验。

会计与金融专业
英国排名

前 20 强
2022 完全大学指南

stir.ac.uk

需的报告和分析技能。你还将了解与金融市场
和国际投资有关的问题。

本课程获得 ACCA 认证，毕业生最多可免除 6 项

你将了解银行业的实践，了解研究的价值与局

限性，并对行业当前面临的问题以及潜在问题
有一个批判性的认识。

ACCA 考试。
我们的课程获得 AIA 认证，毕业生

本课程是英国为数不多的获得英国特许银行家

业一级论文。根据所选课程，还可以免除“财务

之一。毕业后，你将有资格获得全球承认的“特

可以免除 AIA 基础阶段考试和“商业会计法”专
会计与报告 1”专业一级论文。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jf

协会 (Chartered Banker Institute) 认证的课程
许银行家”称号以及 MCBI（特许银行家协会会

员）成员资格。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ji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j9

策和分析技能。将重要的应用经济学与金融学

的金融交易训练营。在短短一周内，学生们将获得实时市场数据，并进

全面学习国际会计基础，发展全球组织机构所

战略和监管职能的理论知识，以及有关重要概

自己喜欢的课程，灵活定制自己的学位。

我们的硕士课程为学生提供基于现实问题的决

这些课程的学生可参加我们与合作伙伴 Amplify 合作开办的屡获殊荣

逐渐趋同而开发的，它满足了行业对国际会计

在第二学期，学生们可以从一系列课程中选修

MSc FINANCE AND ECONOMICS
金融学与经济学理学硕士

AMPLIFY TRADING BOOT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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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课程是为应对国际会计实践日益全球化和

你将学习如何使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技术来

杰出校友。学生们还可以通过学生管理投资基

MSc DIGITAL BANKING AND
FINANCE
数字银行学与金融学理学硕士

的学术声誉，是英国在该领域开设时间最长的

相关的各类机遇和风险。

融专家举办的客座讲座，其中包括斯特灵大学

MSc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ND FINANCE
国际会计与金融理学硕士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jl

MSc FI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金融与风险管理理学硕士
本课程为学生剖析了解与市场和企业风险

管理相关的各类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流动
性风险、投资组合风险和企业风险 。学生将
学习如何进行风险评估、建模、管理以及如
何对冲风险。

本课程旨在与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
(GARP) 提供的金融风险经理认证对接。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jo

你可能感兴趣的其他课程：

•金融科技 (FinTech) 理学硕士
•金融学与数据分析理学硕士
查看完整课程列表请访问：
stir.ac.uk/courses

22

商业与管理

在斯特灵大学管理学院，负责任、可持续发
展的商业原则、政策和实践是我们一切行为
的核心。这一愿景有助于学生具备作为全球
公民的技能，充分满足社会需要。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商管理硕士
斯特灵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MBA) 致力于为全

球市场培养能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商业人
才。如果你想把事业推上一个新台阶，寻找新
的发展方向，亦或计划自己创业，斯特灵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将为你提供一个跳板。
你将变得

背景的利益相关者合作，有效开展跨区域小组

人力资源管理从业者所需的关键技能。

体系领域运作的组织机构，并与来自不同文化
合作，获得相关工作技能。

学硕士学位或国际商务与企业家理学硕士学

区企业的合作而获得了小企业宪章 (Small Business Charter)。

有限资源并产生最大影响。
你还有机会参与为

指南）。

此硕士学位获得英国人事与发展特许协会

理论和实践知识。

队的技能以及成功应对现代商业环境挑战的

领导力、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如何有效地管理
期三个月的咨询项目。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MS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的管理技能。
你还将了解在经济、货币以及监管

你可以选择我们的核心硕士学位——国际商务

我们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特别关注负责任的

我们为本校商业与管理系课程在英国跻身前二十而感到自豪（2022 完全大学

你将了解国际贸易过程，培养跨境贸易所必需

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获得构建和领导团

我校国际知名学者提供的课程以行业需求为导向， 侧重于与实践对接。作为特
许商学院协会 (CABS) 的一员， 我们与行业有着紧密的联系， 并因与当地和地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

理学硕士学位，也可以选择国际商务与营销理
位，后两个均为专业学位。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ju

(CIPD) 认证，并以行业实践为导向，旨在培养
你将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概念和实践，获
得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所需的实践技能，以
及人力资源所面对的业务环境。你可以从一系
列人力资源专业课题中进行选择，然后进行咨
询案例研究。在研究中，你将有机会扮演人力

资源顾问的角色，为虚拟公司解决实际的人力
资源问题。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jx

MRe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商业与管理研究型硕士

商业与管理研究型硕士是一个专业化学位，将

为你提供进行商业、管理、组织机构及其他相
关领域高质量研究所需的技能。你将与学术人

员密切合作，他们都是有国际地位的研究专
家。毕业时，你将成为一个审慎而敏锐的研究

者，能够及时洞察研究课题的假设、优势和局
限性。

我们的课程不仅获得了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
会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的认证，还因培养博士生课程获得了苏格兰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Scottish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的认可。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j8

stir.ac.uk/4jr

MSc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商业与管理理学硕士
本课程旨在为未来培养高效灵活的管理人才。
课程
内容将由该领域国际公认的专家授课，这些专家同
时还负责斯特灵大学知名的工商管理硕士 (MBA)
课程。
因此，通过本课程，你将学习到综合管理理论
以及实现长久事业成功所必需的实践技能。
学生咨询项目

你可以选择我们的核心硕士学位——商业与管理

在一些课程中，想要提升就业能力和为

与专业人士建立人脉。目前的客户包括

为期三个月的暑期咨询项目，以代替传

营利领域的国际组织的各类部门。

商业客户增加价值的学生有机会参与
统的论文模块。

参加咨询项目时，你可以与一个组织机

构合作，针对一项“现实”问题展开调

查，从而提升自身的可迁移商业技能，
stir.ac.uk

从创业公司到公共领域、私营领域和非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1dd

理学硕士，也可以选择管理和营销理学硕士学位

或新企业创造和创新管理硕士学位，后两个均为
专业学位。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k0

“我选择到斯特灵大学求学是
因为这是一所非常国际化的
大学。 这里的国际留学生有
很多， 我在这里交了很多不
同背景的朋友。 我还加入了
国际社团和篮球俱乐部， 使
我在学校更加活跃并结识了
新朋友。
”

NATSUKI KISIMOTO，日本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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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与
数据分析

由于所有产业部门都需要捕捉、处理和解读
数据，数据科学与数据分析领域的工作岗位

正在迅速增加。我们的毕业生可以从事不同

领域的工作，如银行与金融业、医疗服务、
数据科学咨询、数据驱动型营销甚至体育科
学等。

MSc BIG DATA
大数据理学硕士

大数据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中越来越重要。
作为
一名专门研究大数据的数据科学家，你将帮助

MSc DATA SCIENCE FOR BUSINESS
商业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MSC FINANCE AND DATA ANALYTICS
金融学与数据分析理学硕士

企业理解大量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并迅

我们这门开创性的硕士课程是与商业分析领

当今的金融业需要能够分析大数据并据此为

明智的决策。
我们的硕士课程将为你提供大数

(HSBC) 和 The Datalab。
本课程解决了一个众

满足市场对擅长数据分析的金融专业人才不

速提供见解，使企业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做出更
据技术、高级分析、工业应用和科学应用等方
面的实践技能。

域领先机构共同开发的，包括 SAS、汇丰银行
所周知的问题，即我们缺乏具备数据分析专业
知识的商业领袖和管理者。

斯特灵大学是创新中心——The Data Lab 的

毕业后，你将具备难得的数据分析、商业头脑

数据科学人才和技能，促进行业参与及合作，

上的相关性及其在战略决策和经营决策中的

成员之一。
该中心旨在培养苏格兰产业所需的

并为学生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在本课程中，

你将学习一系列前沿技术，包括数据分析、
R 语言、Hadoop、NoSQL 和机器学习。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k3

本课程还可在线提供。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stir.ac.uk/4q9

和高级管理技能。
你对高级分析在工业和科学
应用的理解将有一个质的飞跃。作为课程的
一部分，你还将有机会通过选修金融、计算机

金融和投资决策提供信息的人才。
本课程是为
断增长的需求而开发的。

近年来，定量分析技术和新的大数据分析方法
被越来越多地采用，其中包括算法交易、大数
据分析、机器学习或人工智能。这使得愿意学

习并采用新技术的投资管理者和金融专业人
士在该行业占据更多优势。

科学或管理学模块来培养专业技能。

本课程结合了两个重要的学术领域：金融研究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能，以满足现代金融业的需求。

stir.ac.uk/4k6

本课程还可在线提供。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PGDSBO

专业知识和计算机科学，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技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kf

MSc 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
金融科技 (FINTECH) 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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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正在席卷银行业和金融业，为商业、
金融、科技和社会领域带来全新的理念和机
遇。要想在这一行业取得好成绩，你需要了解
科技、金融和企业创立过程。

苏格兰拥有 140 多家金融科技公司，是仅次于
伦敦的第二大金融科技中心。

该产业的一些活动是由现有的大型金融机构

进行的，但大多数的变化来自那些正在开发颠
覆性技术的初创企业。

我校是英国最早一批设立金融科技理学硕士
课程的学校之一，带你了解计算技术、金融理

论、道德和监管约束以及商业技能方面的最新
发展。
你将独立开发一个关于该行业前沿发展
的项目，并可与业内专业人士合作。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ki

MSc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理学硕士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商业分析与工业和科学

的相关性，以及如何将其应用于各产业部门的
组织机构内部的战略决策和经营决策。
本硕士
课程适合正在向数字商业领域进军的管理者。

你将学习使用强大的可视化编程和脚本工具，
如 Orange、R、Power-BI 和 Python，以培养统
学生咨询项目

计分析、预测分析、文本分析和数据挖掘技能，

在一些课程中，想要提升就业能力和为

与专业人士建立人脉。目前的客户包括

为期三个月的暑期咨询项目，以代替传

营利领域的国际组织的各类部门。

商业客户增加价值的学生有机会参与
统的论文模块。

参加咨询项目时，你可以与一个组织机

构合作，针对一项“现实”问题展开调

查，从而提升自身的可迁移商业技能，
stir.ac.uk

从创业公司到公共领域、私营领域和非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1dd

从而为企业领导者提供清晰、可操作的解决方
案，并影响业务战略。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kl

本课程还可在线提供。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fi

MS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理学硕士
本课程涵盖各种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理论基
础，包括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数据科学的数
学与统计学、Python 编程、计算机视觉和自然
语言处理。

本课程还涵盖了将这些基本理论应用于现实
世界问题的技术、工艺、工具、软件和方法。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ko

“大数据理学硕士课程是我学术生
涯的一块垫脚石。学习该课程帮
助我提高了编程技能并强化了批
判性思维，这对我的职业至关重
要。斯特灵大学还为我提供了继
续深造的机会，我目前正在攻读
博士学位。
”

MILA GORANOVA，保加利亚
大数据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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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与传播
市场营销与传播是在组织机构与客户之间建

立价值交换，以满足客户、组织机构乃至整
个社会的需求。斯特灵大学管理学院的市场
营销系在全国名列前茅。

斯特灵大学的市场营销课程在《2022 完全大学指南》中排名苏格兰第三、英

国前十。我们的媒体与传播课程旨在让学生具备必要技能， 以应对媒体行业前
所未有的变化和日益激烈的竞争。

MSc MARKETING
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在英国领先的市场营销研究中心之一学习，
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了解市场营销及其在组织
机构中的作用。你将了解品牌形象塑造、数字

化营销、多渠道营销和体育营销等领域的当
前趋势。

本课程已获得全球最大的专业市场营销机
构——英国特许营销协会 (CIM) 认证，并为

CIM 专业营销文凭提供学分。
成功完成本课程
后，你只需再完成 CIM 的两个课程模块即可获
得该文凭。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kr

MSc MARKETING AND BRAND
MANAGEMENT
市场营销与品牌管理理学硕士
通过这门硕士课程，你可充分了解市场营销
和品牌管理。你将学习可持续营销，战略品牌
管理，数字营销和广告方面的实践与理论。你

还有机会更详细地探索品牌以及品牌在专业

营销领域（如供应链营销、零售和社会营销）
的作用。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你还可与各种组织（包括
非营利组织、第三产业和中小型企业）合作开
展一些项目。

MSc MARKETING ANALYTICS
市场营销分析理学硕士
我们的营销分析课程旨在提供系统分析、定量
方法和数据科学方面的基本跨学科知识与培

训，以帮助学生将大数据转化为组织的强大营
销资产。

课程期间，学生将探索营销分析的战略意义，
并跨组织和跨产业管理营销分析解决方案的
商业、社会和道德影响。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l0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ku

MSc MEDIA MANAGEMENT
媒体管理理学硕士
我校是英国首个开设此类课程的学校，这门课
程能够帮助你为应对迅速变化的媒体行业格
局做足准备。

学生将受益于高素质的国际水准导师授课，毕
业后将具备强大的管理技能和对媒体行业的

辩证分析视角。
你还将了解媒体运营中不断变
化的监管和政策环境。

本课程为媒体经济学、金融学和企业战略学提
学生咨询项目

供了理论和案例研究的基础，并以适当的研究

在一些课程中，想要提升就业能力和为

与专业人士建立人脉。目前的客户包括

为期三个月的暑期咨询项目，以代替传

营利领域的国际组织的各类部门。

商业客户增加价值的学生有机会参与
统的论文模块。

参加咨询项目时，你可以与一个组织机

构合作，针对一项“现实”问题展开调

查，从而提升自身的可迁移商业技能，
stir.ac.uk

从创业公司到公共领域、私营领域和非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1dd

方法对当代媒体、文化理论与培训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4l3

“媒体管理课程让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充满信心。最令我欣喜的
是这里全年开展各种嘉宾讲座。
”

FAITH ADESUWA IDIALU， 尼日利亚
媒体管理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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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课程
数字媒体与传播理学硕士
stir.ac.uk/7qh
教育理学硕士

stir.ac.uk/7qk
英语语言及语言学理学硕士
stir.ac.uk/7qn

管理学与英语教学理学硕士
stir.ac.uk/7qq

心理学理学硕士（转换课程）
stir.ac.uk/7qw

体育运动心理学理学硕士
stir.ac.uk/7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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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TESOL)
对外英语教学 (TESOL) 理学硕士

MSc SPORT MANAGEMENT
体育管理理学硕士

本硕士课程将使你深入了解对外英语教学

我们设置这一硕士学位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行

（新手和经验丰富的老师），将为你提供所需

生能够将管理、财务技能与体育专业知识结合

(TESOL) 的原则和实践。
本课程适合所有教师
的知识和课堂实践技能，帮助你成为一个自信
的、能够进行批判反思的以及进取的教师。

你将加入一个跨国网络，并受益于世界各地教
学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的指导。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7r5

斯特灵大学

我们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机会发挥自我潜力。我们
与全球教育专家 INTO 建立合作，精心设计课
程，全力帮助学生为获得斯特灵大学学位做好
充分准备。

业对优秀职业经理人的需求，这要求我们的学
起来。

你将学会分析适合体育机构蓬勃发展的动态
环境，并运用这些知识来应对体育管理中面临
的各种挑战。

本硕士课程由行业经验丰富和研究成果颇多
的专家授课，反映了当前行业趋势和雇主需

求。在实习期间，你将有机会与一家体育机构
合作，并且负责一项当地体育赛事的组织和营
销工作。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7r2

国际大一与本科学位联合课程

助学生取得学术上的成功。

一项学习计划。学生在学习期间，既能提高

硕士文凭与研究生学位联合课程

能力。完成本课程学习后，学生将直接升入

常适合学生为升入研究生学习做准备，也非

程、综合研究生学位以及学术英语课程可帮

本科培养计划

“微格教学模块是我学习的课程中最棒的一部分，它为学生提供
了在模拟课堂上练习教学的机会，这是建立自信和克服紧张情
绪的好方法。它涵盖了课程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如课程规划、
活动设计和教材选择。你还可以通过摄像机来记录自己的教学
过程，以便回顾反思，找出自己的不足，调整自己的肢体语言
和表达方式。
”
YANG LIU，中国

TESOL 理学硕士

国际大学预科课程

这是将预科学习与本科学位相结合形成的

自己的英语能力，又能培养自己的本科学术
所修学位二年级学习。

我们的硕士文凭与研究生学位联合课程非
常适合学生在升入研究生学习之前提高自

己的资历。顺利学完本课程后，学生可直接

国际大学预科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为直接升

国际大二与本科学位联合课程

课程可确保学生达到英语语言和本科入学

程、相关本科学位一年级课程，或在适当学科

通过研究生文凭课程获得硕士学位

通过单一学习计划培养学生的本科学术技

一项学习计划。在第一年的学习中，学生将

入本科二年级学习做好准备。国际大学预科
要求，以便后续获得更多学位选择。
国际大学文凭课程

国际大学文凭课程相当于本科二年级，注重
培养学生的学术和本科研究技能，同时提高

本课程适用于已完成公认国际大学预科课

范围内获得 A 级同等评级的学生，本课程将

能，同时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
完成本课
程学习后，学生将升入本科三年级学习。

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完成该课程学习后，
学生也就做好了升入大学三年级的准备。

欲了解更多关于本科和硕士培养计划的信息，
请访问：STIR.AC.UK/445

stir.ac.uk

研究生培养计划

我们灵活的大学预科课程、综合本科学位

攻读硕士学位。

这是将预科学习与硕士学位相结合形成的

在提高英语能力的同时，培养自己在研究生

阶段开展研究的能力。顺利完成本课程学习
后，学生可直接攻读硕士学位。
硕士文凭课程

硕士文凭课程可帮助学生做好到英国读研

究生的准备，同时注重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

能力。学完本课程后，学生可升入研究生学
位课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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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可期

prepared
国际学生入学要求

在斯特灵，我们认可世界各地的学历作为我
校课程准入的一个途径。

我们招收其高中或高考成绩符合本科一年
级要求的中国学生。

我们招收至少获得二等荣誉学位（2.1 学位优
先）或同等学历的研究生。

欲了解更多关于特殊入学要求的信息，
请访问：stir.ac.uk/1ef

学成工作

英国政府将为高校毕业生发放新签证（即

“毕业生工作签证”），允许学生毕业后继续
在英国停留和工作两年，以便在学成后能有
机会积累宝贵的工作经验。

签证信息

在世界大学国际化排名
中，本校连续获得 QS 五星
评级。

语言课程

所有有意向来斯特灵学习且学习时间超过

我们的语言课程是与全球教育领导者——

得学生签证，你必须证明自己已获得公认教

合作开设的课程，为已经达到学术要求并将

六个月的国际学生都要申请学生签证。要获
育机构的录取通知书，英语口语达到公认标
准，并且能够支付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斯特灵大学有专门的国际签证咨询团队和

专家，他们可以为你提供有关申请流程的建

议、告诉你到达之前应该准备的事项，并在
你在斯特灵就学期间提供一对一指导。

其服务包括：课程申请支持、财务咨询、移民
信息、旅行支持和文化活动，旨在帮助你在
苏格兰的这段时间获得最佳体验。
了解更多：

stir.ac.uk/4lu

INTO 教育集团 (INTO University Partnerships)
在斯特灵大学攻读学位的学生提供短期密
集的学术英语准备。

校内课程
•为期 10 周的语言课程：旨在将你的雅思成

绩提高 1.0 分，包括一项或多项技能（听力、
阅读、写作、口语）。

•为 期 6 周的语言课程：旨在将你的雅思成

绩提高 0.5 分，包括一项或多项技能（听力、
阅读、写作、口语）。

在线课程

•为期 12 周的语言课程：旨在将你的雅思成

绩提高 1.0 分，包括一项或多项技能（听力、
阅读、写作、口语）。

•为 期 8 周的语言课程：旨在将你的雅思成

绩提高 0.5 分，包括一项或多项技能（听力、
阅读、写作、口语）。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pse

stir.ac.uk

“在 攻 读 斯 特 灵 大 学 硕 士 课 程
之 前 学 习 语 言 课 程 很 棒， 我
在学期开始前认识了很多新
朋 友， 提 高 了 我 的 英 语 口 语
和写作信心。”
LIANG SEN，中国

INTO 语言课程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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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 HERE
申请方式

只需几个简单的步骤即可申请到斯特灵大学学习，
离你的理想更近一步。
1 核
 对你的入学要求
在开始申请前，请核对所选课程的入
学要求。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有关当
前入学要求的所有信息：
stir.ac.uk/1ef

2 填
 写申请表

3 回
 复录取通知书

你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在线申请表进

如果你收到录取通知书，恭喜你！你

研究生申请表见：stir.ac.uk/4lx；

站，回复录取通知书。

行申请。

本科生申请表见：stir.ac.uk/4m0

如果你来自国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
国内认可的中介代理机构申请。如需
查找国内中介代理机构，请访问：
stir.ac.uk/1ef

如果你是需要签证的国际学生，我们
建议你尽早申请，以便留出充足的时
间办理签证。

收到申请后，我们的招生团队会向你
发送一封确认邮件。

将被邀请访问我们的申请者门户网
申请者门户网站用于上传文件、申请
大学住宿和选择费用支付方式。如果

你有任何疑问，还可以在上面联系我
们的招生团队。

费用
欲了解关于费用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linguni.cn/fees-and-scholarships

奖学金

国际本科生奖学金

国际留学本科奖学金计划每年为符合条件

的学生提供 2000 英镑（四年共计 8000 英镑）
用于支付每年的费用。
国际研究生优秀奖学金

这笔奖学金用于免去研究生第一年 4000 英
镑的学费，颁发给我校全日制自费留学生。

stir.ac.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