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ORTS 
UNIVERSITY OF 

THE YEAR Stirling
研究生手册



我们立足创新，精益求精。为我们的学生
提供卓越的教育，这也正是我们引以为傲
之所在。
 
我们著重关注如何帮助你获得受益终生
的专业技能，让你在心仪的职业领域脱颖
而出。令我们欣慰的是，我们有 96% 的研
究生在毕业后六个月内找到工作或继续深
造1。
 
我校的在校生、毕业生以及教职工在国际
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面向
全球 120 多个国家招生，充分体现了我校
校园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性。
 
我校占地 330 英亩，风景优美，提供了无与
伦比的生活与学习环境。近期，我们更是在

刚刚结束的“回响中国2019腾讯新闻国际
学校年度盛典”上被评为“中国家庭最青睐
的英国大学”。为了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学生
体验，我们将投资 4170 万英镑打造世界一
流的健身与高性能体育设施，以及全新的
Campus Central社交与学习中心。
 
作为年度体育最佳大学（《泰晤士报》和《
星期日泰晤士报》2020 年英国大学排名）
，我们为我们的学生、高水平运动员和奥林
匹克运动员、员工以及广大社区成员提供
了高质量的体育设施。
 
我们的学生会屡获殊荣，是我校的一个重
要组织，致力于提供娱乐和福利服务，让你
在斯特灵就学期间的生活称心满意。我们
设有 120 多个俱乐部和社团，让你轻松适
应大学生活。

 选择就读学校是一个令人激动且重要的决
定——我们很高兴你能考虑到我们斯特灵
大学就读。
 
我在此祝愿各位学业顺利，期待不久能在
校园里迎接你们的到来。

 
校长 Gerry McCor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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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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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欢迎致辞
让斯特灵成为你的新家
学校位置
斯特灵校园生活
学校知名度
校友风采录
荣誉博士
迎接未来职业生涯
商业的秘密
会计与金融
商业与管理
数据科学与数据分析
市场营销与传播
签证与语言课程
申请方式

1 2016/17 年高等教育毕业生去向调查报告

做自己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潜力
胸怀远大, 刚毅果敢
坚定不移, 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选择斯特灵
成就不凡人生

Favoured UK university 
among Chinese families

BEST CAMPUS AND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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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rlingMAKE 

YOUR NEW HOME

ScotlandAT THE HEART 
OF

格拉斯哥

伦敦

阿伯丁

曼彻斯特

爱丁堡

斯特灵

我校距离格拉斯哥国际机场和爱丁堡
机场均约40分钟的路程，乘坐飞机到
伦敦也仅需要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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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英国最美校园”

之一1

safest

乘飞机到爱丁堡/格拉斯哥机场

北京：13 小时 35 分钟
上海：15 小时 25 分钟
伦敦：1 小时 15 分钟
曼彻斯特：1 小时 5 分钟

乘火车到斯特灵

爱丁堡：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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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6 全球最佳商学院排名 (Business Insider UK 20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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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7 完全大学指南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2017)

斯特灵大学是一所以高质量教学和研究闻
名于全球的英国大学。我校位于苏格兰中
部，占地 330 英亩。在斯特灵，你将享受到
优质的学生服务、体育设施，感受充满活力
的校园文化与社交活动。
 
苏格兰以其令人叹为观止的风光而闻名，
同时也是《哈利波特》以及詹姆斯·邦德 
(James Bond) 电影《007大破天幕杀机》等
国际大片的拍摄地之一。
 
我们学校甚至还是热播电视剧《古战场传
奇》的拍摄地之一。斯特灵市是一座完美融
合苏格兰传统与世界潮流的城市，拥有“迷
你爱丁堡”的美誉（2019《卫报》）。
 
我校到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交通
便利（乘坐汽车和火车都只有 30-40 分钟的
路程），你可以享受到苏格兰两个最大城市
带来的便利。

五星级设施

我们的设施在 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
获得了五星评级，我们甚至拥有自己的 18 
世纪古堡。作为苏格兰的体育卓越大学，我
们的世界级体育设施包括国家网球中心、国
家游泳学院、九洞高尔夫球场等。
 
我们的设施建设还考虑到未来发展问
题——我们为此启动了两个大型翻新项目，
从现在到 2020 年，我们将投资 4100 万英

镑用于这两个项目中的校园及体育设施建
设。

住宿

我校共有 2800 余间公寓，分布在附近的艾
伦桥和整个斯特灵市。所有公寓皆提供厨
房，可以根据预算自由选择，价格从每周 91 
英镑到 172 英镑不等。
 
我们有专门的 24/7 全天候住宿服务团队，
保证学生在校园内的安全。
 
另外，还有学生住宿联络处提供友好热情
的支持。
 

苏格兰警局认证我校是全国最安全的校园
之一，我们通过全天候保安队以及一系列的
支持服务，为校内外的学生提供额外的安
全保障，如我们的安全的士服务 (Safe Taxi 
Scheme)，可以帮助临时无法支付车资的学
生应急，并将他们安全送到家。

想看看我们的校园吗？

请登录 stir.ac.uk/virtualtourcn，加入我们
的网上之旅

校园环境排名2

英国第一
世界排名第五

斯特灵是苏格兰
最安全的求学城市3

让斯特灵成为你的新家

地处苏格兰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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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TIRLING

拥有英国排名
前十的俱乐部
和学生社团1

拥有 3800 多名
在校研究生

“年度体育
            最佳大学”2

斯特灵市是苏格兰最具吸引力的居住地之
一，拥有一座城堡和华莱士国家纪念碑。斯
特灵地处苏格兰的中心位置，距离首都爱丁
堡只有不到一小时的路程。斯特灵最近被
评为苏格兰最适宜创业的城市3，这是对我
们的创业精神以及利商环境的一大肯定。
 
斯特灵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城市，拥
有众多名胜古迹和齐全的休闲设施，更不用
说市中心各式各样的餐厅、传统威士忌吧以
及热闹非凡的酒吧和俱乐部了。在斯特灵，
购物中心、电影院和小众咖啡馆等地方随
处可见，能够满足每个学生的需要。

 

斯特灵拥有支持中小型企业发展的设施并
孕育了许多优秀大学毕业生，因此对新兴公
司极具吸引力，其中包括英国最大的科技
孵化中心——Codebase。

 除了与业界有着密切联系、良好的学术声
誉和出色的研究成果外，优美的校园环境也
是学生选择我校的众多原因之一。我校占
地面积 330 英亩，距斯特灵市中心只有两英
里，校园内景色宜人，包括校内湖泊、一个
高尔夫球场和 18 世纪至今的艾尔特里城堡 
(Airthrey Castle)，还设有丰富多样的体育
设施和充满活力的学生社区。

1 2018 英国国际留学生晴雨表 (ISB) 基准
2 《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评选的 2020 年泰晤士英国大学排名 
(Good University Guide 2020)
3 2015创业公司调查(Quality Formations Research 2015)

斯特灵校园生活

stir.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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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tationOUR

斯特灵大学管理学院设在本校屡获殊荣
的斯特灵校区，位于苏格兰中心地带，学
院环境优美，助你在苏格兰就学期间度
过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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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校就读，你将了解到各学院前沿的领域研究。在最新的“卓越研
究框架 (REF)”中，我们很荣幸地跻身英国商业及管理研究绩效排名
前 25 位之中，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研究质量及其影响，也体现了我
们对于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承诺。
 
斯特灵大学管理学院隶属于一家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上的大学，是国
际商学院协会 (AACSB) 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FMD) 的成员，我校
还签署了“责任管理教育原则 (PRME)”。

专业排名
2020 卫报大学排名
(THE GUARDIAN UNIVERSITY 
GUIDE 2020)：

· 会计与金融——苏格兰经济类排名前五——
苏格兰排名第二，英国排名前十

· 商业、管理与市场营销——苏格兰排名前五

《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
评选的 2020 年泰晤士英国大学排名：

 
· 2020 年度体育最佳大学
· 会计与金融——苏格兰排名前五
· 商业研究——苏格兰排名前五，英国排名

前二十

2014 年“卓越研究框架 (REF)”：

· 商业与管理专业研究影响力在苏格兰排名
前五，英国排名前二十五。

2020 完全大学指南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2020)：

· 市场营销——苏格兰排名第二，英国排名
前十

· 会计与金融——英国排名前二十

2019英国全国大学学生满意度调查调查 
(NATIONAL STUDENT SURVEY 
2019)：

· 人力资源管理——英国排名第一
· 市场营销——苏格兰排名第三

QS 世界大学排名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 2020 年，斯特灵大学跻身世界 500 强高校，
并在教学质量、就业能力、国际化、校园设
施和包容性等方面获得了五星评级。

· 2019 年，跻身商业与管理专业 400 强高校。

会员资格

QS 卓越奖
教学质量、就业能力、国际

化、校园设施卓越奖1

专业认证与获奖

英国皇家特许管理协会 (CMI)

我们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获得英国皇家特
许管理协会 (CMI) 认证，确保你毕业时具备
双资质，即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 CMI 战略管
理和领导力 7 级文凭。

特许注册会计师协会 (ACCA)

特许注册会计师协会（ACCA）是世界公认的
专业会计机构。在获得我们的国际会计与金
融理学硕士学位的同时，你还将获得专业的 
ACCA 资格证书。ACCA 还对我们所有的本科
会计学士 (BACC) 学位授予认证，让你在毕业
后免于参加部分 ACCA 考试。

英国特许银行家协会 (CBI)

我们受国际认可的银行学与金融学理学硕
士课程获得英国特许银行家协会（CBI）认
证。毕业时，你将同时获得该协会的专业资
格学分，让你能更快地获得特许资格。

英国人事与发展特许协会 (CIPD)

我校是经英国人事与发展特许协会 (CIPD) 
认可的认证中心，我们的人力资源本科及研
究生课程均获得了 CIPD 的认证。此专业认
证适用于 2019 年以后入学的学生。

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 (CFA)

我校是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CFA） 大学
联盟计划 (UAP) 的成员之一，我们的投资
分析理学硕士课程获得该协会认证。此成
员资格旨在认证那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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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企业宪章 (SBC)

作为一所“小企业宪章 (SBC)”认证学校，我
们因支持小企业、地方经济和学生创业而受
到认可。

责任管理教育原则 (PRME)

我们很荣幸被公认为一所遵循责任管理教
育原则 (PRME) 的学校。该原则于 2007 年在
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
上提出，旨在让管理学教育与联合国持续发
展目标更加一致。

英国特许营销协会 (CIM)

我们的市场营销理学硕士课程获得英国特
许营销协会 (CIM) 的双重认证。如果你学习
的是市场营销理学硕士课程，那么你毕业时
还可以获得 CIM 证书或文凭，具体取决于所
选择的课程模块。

1 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0)

声名远扬

国际商学院协会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特许商学院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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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PRITCHARD
 
RETAIL,PETS AT HOME GROUP 
集团
首席执行官
零售学工商管理硕士，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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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ail at Pets at Home 集
团首席执行官一职（自 2015 年至今）。他于 
2011 年加入该公司，担任商业总监一职。

YUANYUAN QIU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
(JSBCI) 国际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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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SON BRITTAIN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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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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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行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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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仅有的五位女性首席执
行官之一。

Stirling

ANDY MURRAY OBE 爵士
 
职业网球运动员
荣誉博士学位，2013 年毕业
 
ANDY MURRAY 来自邓布兰市，年轻时曾在
斯特灵大学的国家网球中心接受训练，后
来移居西班牙发展自己的运动事业。2005 
年，Andy Murray 转为职业选手，并于同年
年底跻身前 100 位高级球员，在 2006 年首
次摘得 ATP 冠军。2009 年，他获得了世界
排名第二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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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FERGUSON 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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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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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阿伯丁足球俱乐部经理，于 1983 年率
球队在欧洲杯夺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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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总杯和欧
洲杯。Alex Ferguson 爵士于 1999 年被授
予下级勋位爵士荣誉。

JOANNE DENNEY-FINCH
 
慈善机构首席执行官兼零售顾问
零售学工商管理硕士，1991 年毕业
 
Joanne 是 IGD——一家研究和培训慈善机
构的首席执行官，该机构致力于帮助食品及
杂货行业发展，以满足公众的需求。她曾与
世界上一些最大的食品及消费品公司的首席
执行官、董事长和总裁合作，并因为食品及
杂货行业提供服务而被授予 OBE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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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ferenceBE THE 

选择斯特灵

成就不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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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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的职业支持
 
斯特灵大学管理学院有专门的就业导师，他
与职业与就业服务部门的同事合作，为你做
出明智职业选择并给予支持和建议，实现自
己的目标，提高你的职业技能，帮助你在职
业生涯中脱颖而出并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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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
习期间，你还将有机会与未来雇主接触，
他们会举办关键技能研讨会，如简历撰
写、LinkedIn 和评估日准备。
 

腾飞计划 (FLYING START)

我们独有的“腾飞领导力计划 (Flying Start 
Leadership Programme)”旨在帮助学生
发展个人技能，为他们未来的研究生之旅
做好准备。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你将参加
一系列旨在提高自我认识和设定个人目标的
挑战。研讨会涵盖了一系列最受雇主重视的
重要技能，包括沟通和表达技能、个人发展
与社交技能、团队合作等。
 
作为“腾飞计划”的一部分，你将有机会与
来自各大组织机构的商业领袖讨论时下的
商业与管理问题，包括帝亚吉欧 (Diageo)
、IBM、企业号控股集团 (Enterprise 
Holdings)、苏格兰皇家银行 (Royal Bank 

of Scotland)、FDM 集团 (FDM Group)、政
府机构以及当地成功的民营企业家。

stir.ac.uk/flyingstart

行业洞见

想了解你选择的职业吗？我们常年举办各
种客座讲座。从知名企业家到国际管理专
家，你将获得有关最新管理问题宝贵的洞
见，并将感受于充满活力的国际商业思想
家社区。

 
企业合作项目

我们的许多课程为你提供了与外部组织合
作完成论文项目的机会，这些外部组织亦或
正在寻找应对特定挑战的解决方案，亦或
正在为其战略或运营流程寻找新的视角。
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计划——企业可以从
你的研究、见解和想法中获益，而你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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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联系

斯特灵网络 (Stirling Network) 为学生提供
了一个专门的社交平台，以便与世界各地的
校友和商界友人建立联系。在校园生活中，
我们鼓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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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学生主导的活动

斯特灵大学管理学院的学生都热衷于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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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eer-ready
1st in 

Scotland  
职业服务苏格兰排名第一

英国排名前五
世界排名前十五1迎接未来职业生涯

13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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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MCMILLAN
金融学教授

Trade
SECRETS

什么是 Amplify Trading Boot Camp 训
练营？

这是一项明星计划，是我们所有金融相关
学位的重要组成课程之一。该训练营使学
生能够在模拟环境下，对在芝加哥商业交
易所 (CME) 报价的一系列期货合约进行交
易。训练营由总部位于伦敦的专业交易培
训公司 Amplify Trading 提供，为期一周。
 
Amplify Trading Boot Camp 训练营使我
们的学生能够体验使用虚拟货币，从而获
得金融市场实时交易的经验，弥合了学术
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从而使他们受益
匪浅。学生们可以在无任何风险的情况下
体验赚钱的喜悦和赔钱的痛苦。他们还可
以获得参与证书，用来向未来雇主展示他
们的经验。

什么是 CFA 协会全球高校投资分析大赛 
(CFA Institute Research Challenge)？

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 (CFA) 全球高校投资
分析大赛被誉为学生界的“投资奥运会”，
比赛要求参与者担任投资分析师的角色，针
对上市公司作出详细的股权研究报告，并提
供买入、持有或卖出建议。这些报告由专业
投资分析师打分，成绩最好的队伍将被邀请
参加当地决赛，在决赛中，他们将在行业专
家小组面前就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陈述并
回答问题。
 
在举办比赛的 12 年中，我校投资分析理学
硕士十次闯入英国决赛，这一记录在英国联
盟合作大学中无人能及。

斯特灵大学管理学院的多门课程获得专业
认证，这意味着什么？

专业机构认证可以向雇主表明课程内容
与行业的相关性。作为特许金融分析师协
会 (CFA) 的大学联盟合作伙伴 (UAP)，我们
必须在投资分析理学硕士课程中涵盖至少 
70% 的 CFA 课程。我们致力于为学生提供
一个坚实的深造平台，帮助其获取业内的  
“黄金标准”资质。
 
我们的课程获得了特许注册会计师协会 
(ACCA) 认证，因此国际会计与金融理学硕
士毕业生可免除 4 门科目考试，如果选择相
关春季可选课程，还可免除 2 门后续科目
考试。

特许银行家协会认证课程为银行学与金融
学理学硕士毕业生提供获得特许银行家资
质的学分，并且提供申请成为协会准会员资
格的机会。

David McMillan于2011年以金融学教授的身份加
入本校，现任斯特灵大学管理学院会计与金融系主
任。Dav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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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担任多家国际知名期刊的高级主编和副主编，包括
《Cogent Economics and Finance》和《欧洲金融
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Finance)。

商业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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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与金融
本课程结合了有关银行业和金融机构的运
作、战略和监管职能的理论知识，以及有
关重要概念、财务报表和风险管理工具的
实践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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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是英国为数不多的获特许银行家协
会认证(Chartered Banker Institute)的课
程之一，毕业后你将有资格成为该协会的
会员。这为毕业生提供了一条获得准特许
银行家和特许银行家资质的捷径，这两项
资质都是全球公认的专业资质。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c

Msc BANKING AND FINANCE
银行学与金融学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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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获得金融决策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以
及有关金融市场在资本配置中的运作和作
用的实用知识。

在本课程中，你还将学习定性分析和定量
分析技术，并用此解释 Brexit、石油价格冲
击和金融危机等地缘政治事件所产生的市
场反应。
 
除了固定课程外，学生们还可以参加由顶
尖金融专家举办的客座讲座，其中包括斯
特灵大学杰出校友。这有利于学生积累人
脉，并了解金融行业的最新发展。
 
本课程涵盖大部分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 
课程内容，帮助你更快成为 CFA 特许资格
证书持有人。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r

Msc FINANCE
金融学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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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特许金融师分析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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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会计学、金融学、银行学和经济学课程
由各领域拥有丰富的教学、研究和实践专业
知识的领先学者授课。学生将学习在快节奏
的商业环境中取得成功所需的知识和分析技
能，并了解金融公司、监管机构和家庭之间的
相互影响。

   AMPLIFY TRADING 

由于管理学院非常重视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参加课程的学生将受益
于我们与合作伙伴 Amplify 一起开办的明星金融交易训练营(Amplify 
Trading Boot Camp)。
在短短一周内，学生们将获得实时市场数据，并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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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硕士课程为学生提供基于现实问
题的决策和分析技能。将重要的应用经济
学与金融学相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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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2s2

Msc FINANCE AND ECONOMICS
金融学与经济学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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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3

Msc FI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金融与风险管理理学硕士

 

斯特灵大学的投资分析理学硕士享有世界
一流的学术声誉，是英国在该领域开设时
间最长的研究生课程。该学位课程是加入
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 (CFA) 大学联盟计划 
(UAP) 的英国精选硕士学位课程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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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学习如何使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技
术来评估投资价值，了解制定和评估投资
组合管理策略。你还将发展从财务报表中
获取基本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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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Msc INVESTMENT ANLYSIS
投资分析理学硕士

 

这门课程是为应对国际会计实践日益全球
化和逐渐趋同而开发的，它满足了行业对
国际会计与金融硕士学位毕业生日益增长
的需求。你将全面学习国际会计基础，发
展全球组织机构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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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A 考试。部分理学硕士课程还
涵盖了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 所有三个级
别的课程内容，帮助你向 CFA 特许资格证
书持有人迈进。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1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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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感兴趣的其他课程：
· 金融行为决策理学硕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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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r.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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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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因与当地和地区企业的合作而获得了小企业宪章(Small Business 
Ch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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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与管理

在一些课程中，想要提升就业能力和
为商业客户增加价值的学生有机会
参与为期三个月的暑期咨询项目，以
代替传统的论文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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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人士建立人脉。目前的

客户包括从创业公司到公共领域、私
营领域和非营利领域的国际组织的
各类部门。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1dd

   学生咨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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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将带你深入了解现代管理实践，让
你有机会发展一些功能性、创造性和操作
性技能，从而成就一个负责任的事业。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gj

MSc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商业与管理理学硕士

你将了解国际贸易过程，培养跨境贸易所
必需的管理技能。你还将了解在经济、货
币以及监管体系领域运作的组织机构，并
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利益相关者合作，
有效开展跨区域小组合作，获得相关工作
技能。
 
你可以选择我们的核心硕士学位课程——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或者专修国际商务理学
硕士课程营销方向。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15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

此硕士学位获得英国人事与发展特许协会 
(CIPD) 认证，并以行业实践为导向，旨在培
养人力资源管理从业者所需的关键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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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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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将为你提供分析和决策技能，使你
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业或政策分析师。你将
探索国际机构、政府机构与家庭之间的相
互影响，将经济分析应用于商业和政策。
学生将学习如何对企业绩效、管理风格、官
方统计数据以及公共、社会和宏观经济政
策进行评估。
 
课程以应用研究为重点，你将有机会把最
前沿思想应用于财政政策、失业、环境和
老龄化等关键领域。本课程还调查了当
前宏观及微观层面的问题，包括英国脱欧 
(Brexit) 对商业的影响、全国最低生活工资
的作用以及市场不能正常运作时公共干预
的正当性。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1cp

MSc ECONOMICS FOR BUSINESS 
AND POLICY
商业与政策经济学理学硕士

本课程在我们的可持续实践与生活中心
授课，为你提供学术基础和实践知识，引
领组织机构走向更可持续的未来。你将探
索战略性可持续管理及其三个维度——环
境、社会和经济，聚焦三个关键领域:可持
续商业、战略管理和企业家精神，以引领可
持续发展。你将深入了解可持续管理及其
机遇和挑战。
 
我们的硕士课程获得苏格兰环境保护署 
(SEPA) 等领先的可持续发展组织的认可。
本校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 
(SDSN) 的成员之一。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1db

MSc STRATEGIC SUSTAINABLE 
BUSINESS
战略可持续商业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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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变得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获得构建和领导团队的技能以及成功应对
现代商业环境挑战的理论和实践知识。
 
我们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特别关注负责任
的领导力、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如何有效
地管理有限资源并产生最大影响。你还有
机会参与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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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r.ac.uk/1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商管理硕士

商业与管理研究方法是一个专属领域学
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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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商业与管理研究方法硕士课程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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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e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S
商业与管理研究方法研究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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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理学硕士

MSc BIG DATA
大数据理学硕士

我们这门开创性的硕士课程是与商业分析
领域领先机构共同开发的，包括 SAS、汇丰
银行 (HSBC) 和 The Datalab。本课程解决
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即我们缺乏具备
数据分析专业知识的商业领袖和管理者。
 
毕业后，你将具备难得的数据分析、商业头
脑和高级管理技能。你对高级分析在工业
和科学上的相关性及其在战略决策和经营
决策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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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或管理学模块来培养
专业技能。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je

当今的金融业需要能够分析大数据并据此为
投资决策提供信息的人才。本课程是为满足
市场对擅长数据分析的金融专业人才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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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行业占
据更多优势。
 
本课程结合了两个重要的学术领域：金融研
究专业和计算机科学，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技
能，以满足现代金融业对人才的需求。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2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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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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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科学
与数据分析

在一些课程中，想要提升就业能力和
为商业客户增加价值的学生有机会
参与为期三个月的暑期咨询项目，以
代替传统的论文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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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人士建立人脉。目前的

客户包括从创业公司到公共领域、私
营领域和非营利领域的国际组织的
各类部门。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1dd

   学生咨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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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帮助企业理解大量的结构化和非结
构化数据，并迅速提供见解，使企业能够
以更快的速度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我们的
硕士课程将为你提供大数据技术、高级分
析、工业应用和科学应用等方面的实践技
能。
 
斯特灵大学是创新中心——The Data Lab 
的成员之一。该中心旨在培养苏格兰产业
所需的数据科学人才和技能，促进行业参
与及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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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th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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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商业分析在工业和
科学上的相关性，以及如何将其应用于各
产业部门的战略决策和经营决策过程。本
硕士课程适合正在向数字商业领域进军的
管理者。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2sh

金融科技正在席卷银行业和金融业。我们
处理资金的方式正在改变，从国际银行到
创业型企业，整个行业对此极为关注。要
想在金融科技领域取得好成绩，你需要了
解科技、金融和企业创立过程。
 
如果你想进入金融科技行业，我们最新的
金融科技理学硕士将是你的理想选择，为
你提供坚实的计算机技术、金融理论、道
德和监管约束以及商业技能基础。
 
金融科技结合了大数据与分析、移动计算
和现代金融服务等领域的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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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1jm

MSc FINANCIAL TECHNOLOGY 21 
(FINTECH)
金融科技 (FINTECH) 理学硕士

2020 年 1 月即将推出
在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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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特灵大学的市场营销课程在《2019 完全大学指南》中排名苏格兰第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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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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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课程中，想要提升就业能力和
为商业客户增加价值的学生有机会
参与为期三个月的暑期咨询项目，以
代替传统的论文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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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人士建立人脉。目前的

客户包括从创业公司到公共领域、私
营领域和非营利领域的国际组织的
各类部门。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1dd

   学生咨询项目

你可能感兴趣的其他课程

本硕士课程将使你深入了解对外英语教学 
(TESOL) 的原则和实践。本课程适合所有
教师（新手和经验丰富的老师），将为你提
供所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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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

MSc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TESOL)
对外英语教学理学硕士 (TESOL)

MSc SPORT MANAGEMENT
体育管理理学硕士

MSc PSYCHOLOGY
心理学理学硕士（认证转换课程）

MSc MEDIA MANAGEMENT
媒体管理理学硕士

MSc MARKETING
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我们设置这一硕士学位的目的是为了满足
行业对优秀职业经理人的需求，这要求我
们的学生能够将管理、财务技能与体育专
业知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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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这是一门涵盖心理学基础的密集型硕士课
程，专为已经获得另一门学科学位但想转
到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设计。你将学习心理
学的重要概念和核心知识，并提高自身的
研究技能。这门课程包括一个月的实习期，
以拓宽你在心理学方面的实践经验。
 
你将进行一项为期三个月的独立实证研
究项目，由一位顶尖的学术专家进行一对
一监督。课程结束后，你将能够以毕业生
身份申请英国心理学会 (BPS) 的特许会
员资格。这是成为一名特许心理学家的第
一步。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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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了理论和案例研究的基础，并以适当的
研究方法对当代媒体和文化理论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1g

在英国领先的市场营销研究中心学习，从
理论和实践层面了解市场营销这个领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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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选择我们主要的硕士学位课程——
市场营销理学硕士，或选择以下方向之一：
· 市场营销与品牌管理理学硕士
· 市场营销与零售理学硕士
 
欲了解有关本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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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英语教学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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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ed 在世界大学国际化排名中，
本校连续获得 QS 五星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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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研究生课程准入的一个途径。一般来说，
你需要拥有一个名校的荣誉学士学位或同
等学位——但具体要求因国家而异，根据所
选课程，你可能还需要满足进一步的条件。
 
欲了解所在国家具体入学要求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stir.ac.uk/1ef

签证信息

所有有意向来斯特灵学习且学习时间超过
六个月的国际学生在出发前都需要申请四级
（Tier 4）学生签证。你需要通过向英国政
府申请，费用包括申请费和医疗附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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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课程

我们的语言课程是与全球教育领导
者——INTO 教育集团 (INTO University 
Partnerships) 合作开设的课程，为已经达
到学术要求并将于 2020 年 9 月在斯特灵大
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学生提供短期密集的
学术英语准备。

我们提供哪些课程？

· 为期 12 周的语言课程（6 月至 8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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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至 8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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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期 3 周的语言课程（8 月）：如
果你已经收到我们的无条件录
取通知书，但仍希望提高自己的
英语语言能力，这一短期课程将
是你的理想选择。

欲了解有关如何申请、入学要求、开学日期
和费用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ac.uk/presessional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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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周课程）

未来可期

stir.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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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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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研究生学位要求至
少获得二等荣誉学位或同等学位，
但有些课程还要求具备相关学科领
域的工作经验或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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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3. 填写申请表

你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在线申请表
进行申请：stir.ac.uk/1cq
 
如果你来自国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
国内的国际代理商申请。你可以通过
我们的本地化网页找到你们的国内
代理：stir.ac.uk/1ef
 
收到申请后，我们的招生组会向你发
送一封确认邮件。

2. 何时申请

在斯特灵，我们没有明确的研究生申
请截止日期。你最早可以在课程开始
前两年提出申请，我们全年都接受申
请。我们大多数学生都是在本科最后
一年申请。
 
如果你是需要四级（Tier 4）学生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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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回复录取通知书

如果你收到录取通知书，恭喜你！你
将被邀请访问我们的申请者门户网
站，以回复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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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研究生招生组。
 
+44 (0) 1786 466 655
graduate.admissions@stir.ac.uk

Apply
只需四个简单步骤即可申请到斯特灵大学学习，
离你的理想更进一步。

奖学金

斯特灵大学提供许多种类的奖学金，帮助国
际学生支付学习费用。

有关本校提供的所有奖学金的最新详细信
息，请访问斯特灵大学的“奖学金查询工具
(Scholarship Finder)”
stir.ac.uk/scholarships

研究生学费

我们大部分的研究生课程学费为每年 
15,250-20,750 英镑。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irlinguni.cn/fees-and-scholarships

申请方式

stir.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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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联系

GETconnected
我校的中文网站里有你所需要的课程、入学要求、
费用和住宿信息。

stirlinguni.cn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