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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商学院 

埃克塞特大学商学院致力于提供卓越的商
科教育与研究，解决企业与社会正面临的
重大挑战，同时创造财富，让世界更美
好。

我们的责任是助你作好准备，在瞬

息万变和纷扰复杂的未来取成得

功。为此，我们提供创新的研究主

导课程，课程均由全球德高望重的

领先学者任教。

我们的研究生课程跨越各个商务范

畴，并与业界伙伴和专业认证组织

携手策划，确保课程与时俱进，确

保你脱颖而出。

我们的就业支持指导服务屡获殊

荣，为你提供所需技能与经验，帮

助你迅速发展事业，充分发挥潜

能。我们的毕业生就业率及富有影

响力的全球校友网络，让我们倍感

自豪。诚邀你深入了解我们如何助

你实现职业抱负。

期望尽快与你相见。

Professor David Bruce Allen

Pro-Vice Chancellor and Executive Dean
University of Exeter Business School

David Bruce Allen 教授 

埃克塞特大学副校长及商学院执行院长

European Business Schools
Rankin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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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你的未来 
选择埃克塞特，便意味着加入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社区，跻身未来
最具头脑的商业人士之间。我校拥有21个专业、165名鼓舞人心的
学者和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学生，确保你将度过一段充实的多元文
化经历。以下是选择埃克塞特的七大理由： 

1.  国际认可

我们致力于高质量的教学、支持和研究，
也因此荣获了来自全球三大最具影响力的
商学院认证机构的三重认证：AACSB（国
际精英商学院协会）、EQUIS（欧洲质量
发展认证体系）和AMBA（工商管理硕士协
会）。

我校也跻身《金融时报》欧洲商学院百强
榜，质量在QS世界大学星级排名中荣获
五星，并且在所有英国大学排名中名列前
茅。

2. 卓越的教学与研究

作为罗素大学集团的一员，我们将金奖的
教学标准与世界领先的研究相结合，确保
你处于最新行业趋势和知识的最前沿。

我们携手本地和国际组织，让我们的研究
富有意义、影响力和全球颠覆性，确保
我们的创新课程始终与周围的世界息息相

关。

3. 专业认证

我们的许多课程都拥有知名专业组织的认
证，包括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学院、 
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CIOT 
（英国特许税务师公会）和CIM（英国特
许营销协会）的认证，使你能够在研究生
学习期间努力获取第二个资质，加速未来
职业发展。

4. 提高你的就业能力

我们的大多数课程均可在一年内完成。因
此为了帮助你充分发挥潜力，我们设立了
一个专门小组，提供专业的就业指导和建
议。我们还提供一系列的海外学习机会供
你选择，为你的硕士课程增添更多国际经
验。

5. 资金支持

我们希望所有人均能获得研究生学习机
会，因此推出了一系列的资助方案，面向
2020届学生的奖学金累计达100万英镑。详
见第58页。

6. 英国最美花园式校园之一

埃克塞特是一座安全、以学生为中心的城
市，充满活力，环境优美，富有历史底
蕴。距离伦敦仅两小时车程。

你可以在铺满鹅卵石的具有中世纪风情的
街道上探索，在著名的Princesshay 购物中
心发掘各式的独立商店，或在美食区挑选
一家餐厅尽享美味。学习之余，你可以到
剧院放松，去当地的艺术场所欣赏现场音
乐。你也可以去达特穆尔国家公园散步，
或搭乘一小段火车前往埃克斯茅斯（ 
Exmouth）的沙滩度假，远离城市的喧嚣。

▲ 2017年教学卓越框架  u2014年研究卓越框架 

拓宽你的专业
网络

培养顶尖雇主所
要求的技能

你可通过增加新的
学术经验与知识，
改变或加速职业

发展

为什么攻读硕士学位?

提升你的收入
潜力

7. 简化的签证申请

自2018年以来，内政部选择埃克塞特大学
作为Tier 4试点计划的参与者，该计划由少
数英国大学组成。如果你正在学习13个月
或更短的课程，你不仅可以从简化的签证
申请流程中受益，还可以在课程结束之日
起六个月内完成下一步的安排。这为你参

加实习或凭借工作签证找工作提供了充足
的时间。

欲知该试点计划的详情，请访问：

exeter.ac.uk/internationalstudents/glossary/tier4pi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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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siness School
Our Business School’s teaching and 
learning facilities are housed across three 
buildings (Xfi, Streatham Court and 
Building:One) and benefit from the very 
latest facilities including:

	Specialist IT labs

		Harvard-style lecture theatres 
equipped with the latest audio-visual 
equipment

		Sound-proof student discussion rooms 
with presentation facilities 

		Flexible seminar and meeting rooms

		Dedicated suite for MBA students

		High quality cafe serving global cuisine

		Additional 24-hour computer facilities 
at a number of locations across 
Campus

Top 10 University for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t the What Uni Student  

Choice Awards 2018

7th in the UK for overall student  
experience in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 Experience Survey 2018

7th

About Exeter
The Streatham Campus is the University’s 
largest site, and is built around a country 
estate overlooking the city. Often 
acknowledged a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in the country, its ponds, 
parkland, and gardens make it a very 
special place and a safe environment  
for you to study in, all just two hours  
from London.

With a recent investment of over £500 
million in world-class facilities to improve 
your learning experience, including a new 
£12 million sports park and dedicated 
social spaces, you will have everything 
you need, whilst living in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arts of the country.

Top 130 Worldwide University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Top

130

48th in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Mos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2018

Top 35th in the world in the  
CWTS Leiden Ranking 

35THT
O
PTo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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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LIBRARY

QUEEN’S

AMORYHOLLAND HALL

SPORTS PARK PHYSICS INNOVATION CENTRETHE LIVING SYSTEMS
INSTITUTE

LAFROWDA

2019泰晤士高等教育
世界大学排名 世界大

学前150

教学质量在QS世
界大学星级评定
中荣获五星

2019 年泰晤士高等教
育全球最国际化大学排

名 第38名

38th150
2018年Whatuni学生选
择奖国际化体验排名

前10

荷兰莱顿大学
2019年世界大学
排名 前24名

24 10埃克塞特大学  

WASHINGTON SINGER

ACADEMIC ACCOMMODATION

ADMINISTRATION EVENTS

SPORTS RESEARCH

STUDENTS’ GUILD STUDENT SERVICES

埃克塞特大学简介
Streatham 校区是埃克塞特大学主校
区，位于一处郊外大宅，俯瞰城市景
色。该校区常被评为是全英国最美丽
的大学校区之一，校内设有池塘、草
地和花园，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而独
特的学习环境。距离伦敦仅两小时车
程。

最近我们投资了逾 5 亿英镑建设世界
一流设施，改善学生的学习体验，其
中包括24小时图书馆，耗资1,200 万
英镑的运动公园和专门的社交空间，
一切皆在步行范围内。

DEVONSHIR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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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学与学习设施分布在三
栋建筑内，并受益于最新的设
施，包括：   

n	 	24小时研究生金融实验室

n	 	配有最新视听设备的哈佛风格演讲
厅

n	 	  配有演示设施的隔音学生讨论室

n	 	灵活的专题讨论与会议室

n	 	专为MBA学生设计的套房

n	 	供应全球美食的优质咖啡厅

n	 	实验经济学实验室

商学院设施 

-图片说明——研究生金融实验室

一号楼

就业指导中心

哈佛风格演讲厅

La Touche咖啡厅

MBA套房

Streatham公馆

学生讨论室

XFI 学习空间

exeter.ac.uk/business-school/postgraduate  9  8  University of Exeter Business School



金融与会计：

金融与会计：

经济学：

管理学：

PROFESSOR BILL PENG, Associate 
Dean (MSc Programme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Head of Accounting, BA (China),  
MSc, PhD (Lancaster University)

PROFESSOR VICKY KIOSS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ccounting, 

Director of Research (Finance), BA,  
MSc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MA, 
(Glasgow Caledonian University),  

PhD (Lancaster University)

PROFESSOR KEVIN 
MCMEEKI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ccounting, BA (University of 
Newcastle-upon-Tyne),  

PhD (Lancaster University)

PROFESSOR LYNNE OATS, 
Professor of Taxation and Accounting, 
B.Bus (Australia), PGDipBus (Curtin 

University), PGCE (University of 
Warwick), PhD (Australia)

DR ANGELA CHRISTIDIS,  
Senior Lecturer in Finance, Director of 
Education (Finance) BBA (Thailand), 

MSc, PhD (University of Exeter)

DR RAJESH THARYAN,  
Senior Lecturer in Finance, Director of 
Postgraduate Research MSc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PhD (University 
of Exeter), MBA

DR JANE SHEN,  
Senior Lecturer in Finance,  

BA (Wuhan University), MA,  
PhD (University of Exeter)

PROFESSOR CARLOS 
CORTINHA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BSc (University of Minho), 
MSc (Kobe University), PhD (University 

of Exeter)

PROFESSOR MIGUEL FONSEC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BSc, MSc, PhD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PROFESSOR SURAJEET 
CHAKRAVARTY, Associate Professor 
in Economics, Director of Postgraduate 
Research (Economics) PhD (California)

PROFESSOR DAVID BOUGHEY,  
Associate Dean (Education), Professor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History, BA, 

PhD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MSc (University of Oxford), PGCert 

(University of West England)

DR CLAIRE DINAN,  
Senior Lecturer, BA (QMC University of 
London), CIM Postgraduate Diploma, 

PhD (University of Exeter)

PROFESSOR WILL HARVEY,  
Associate Dean (Research & Impact),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BA (University of Durham) 

MPhil, PhD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OFESSOR GRZEGORZ 
TROJANOWSKI, Professor of 
Finance, Director of Xfi, Head of 
Finance, MSc (Warsaw School of 
Economics) MSc, PhD (Tilburg 

University)

PROFESSOR BRIT GROSSKOPF,  
Professor of Economics, Head of 

Economics, BA (Humboldt University), 
PhD (Universitat Pompeu Fabra),  
PhD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 ALEXANDRA 
GERBASI, Professor of Leadership, 

Head of Management, BA  
(Duke University), MA,  

PhD (Stanford University)

师资力量 
埃克塞特大学商学院的教师团队由充满激情和鼓舞人心的学者组
成，为你提供创新和前沿的教学。   

德高望重的国际学者

我们的教职工均为各自领域的精英，
他们将各自的丰富知识与经验融入课
堂。你将接触企业学术界的大师级人
物，他们将指导、提高和推动你充分
发挥潜力。

创新的教学法

为确保你充分利用学习时间，我们的
课堂和专题讨论都采用了多种创新科
技。

通过我们的“回应工具”，讲师可以
使用手机或手提电脑回答你的问题，
回答结果将在演讲厅内实时显示，以
便深入讨论。

我们也会利用课堂录制技术来记录课
堂内容，你可以随时复听课堂讲义。
你也可以利用我们的ELE（埃克塞特
学习环境）等线上学习资源，24 小
时随时获得课程资源。

个人导师

为了确保你获得所需的个人支持与指
导，成功完成学业，我们将给你分配
一名个人导师，你有任何问题均可以
向其咨询。

exeter.ac.uk/business-school/postgraduate  11  10  University of Exeter Business School



屡获殊荣的就业支持 
当今世界就业竞争激烈，提升你的就业能力资格至关重要。因此，
帮助你尽可能获得最佳学位，仅仅是商学院为你做的事情之一。

我们还付出了额外努力，确保能充分发挥你的潜能：

n	 	与我们的研究生职业规划顾问进行个人咨
询；

n	 	技能培养工作坊，包括个人简历设计和面
试辅导；

n	 	每周推送就业电子新闻简报，助你了解最

新的职业新闻和事件；

n	 	职业规划导师计划和 eXepert 专家计划，
帮助你与我校杰出校友建立联系。

学位课程学习期间，你也将有机会参与多种就业活动，这些活动由领先的毕业生雇主
和我们拥有丰富资格的职业规划顾问举办，活动包括：

方法指导——
技能发展，包
括面试演练。

职业分享——
雇主针对某个
具体职业或领
域，针对就业
问题发表的演

讲。

人际网络—— 
有机会与某个具体
职业或领域的少数
成功人士（包括校
友）建立人际关系

活动日—— 
学生集体访问
主要雇主。

招聘会—— 
雇主的招聘展
示会，内容包
括他们招聘的
职业和岗位。

欲知详情，请访问： 
business-school.exeter.ac.uk/careers/about

就业去向
我校学生近期就业去向包括： 

英国
n British Fortune Group

n Citigroup

n Coca Cola HBC

n Coutts

n  Deloitte (UK and China)

n  EY (UK, China, India, Thailand  
and Kuwait)   

n Forward Internet Group

n Goldman Sachs 

n IBM (UK and China) 

n JP Morgan 

n Jamie’s Foods

n Moody’s 

n Nestlé 

n Prestige

n  PwC (UK, China and Vietnam)

n  Red Bull

n  S&P Capital IQ

n  Saatchi & Saatchi

n  Sky

中国
n  Agriculture Bank of China

n  Apple

n AXA Insurance

n Bank of Beijing

n Bank of Communications 

n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n China Development Bank

n China Merchants Bank

n Fosun

n Grant Thornton

n Huaxia Bank

	

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n L’Oréal 

n Mars Petcare

n Nielsen

国际
n Baker Tilly

n Bank of Thailand 

n Blackrock

n BNP Paribas

n Danone

n Ford Motor Company

n Google

n HSBC

n Johnson & Johnson

n KPMG 

n Pinjin Asset Management

我曾经多次使用
Career Zone，特
别是用其寻找兼
职机会，以及未
来毕业后的工作。 我还预约
了向专家咨询，这极大地有
助我优化简历及向潜在雇主
展示自己。

Norramon 经济学硕士，来自泰国

为中国学生量身打造的支持计划

获得GUCCU（全球名校中国职业发展
联盟）2018颁发的“最具前瞻性的职业
服务”奖

商学院的所有中国学生都可以参加专为
中国学生创建的就业计划，称为中国
学生就业准备计划（China Career Ready 
Programme）。

我们了解在英国和中国申请工作所面临
的挑战，因此我们将帮助你获得在两个
招聘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必备技能。我们
将通过提高你的就业技能和职业规划能
力，帮助你做好“就业准备”，让你在
毕业生就业市场中极具竞争优势。

careers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exeter.ac.uk/business-school

career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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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习 

海外学习经历可让你充分体验国际文化、价值观和各种语言，有助你提升专业技能、拓宽

个人思维与扩展全球人脉。我校为硕士生提供多种多样的海外学习机会。

QTEM（经济管理量化技术）

全英仅两所大学提供QTEM硕士课程，我校
很自豪成为其中之一：QTEM通过培养分析
与量化技术方面的技能，支持国际化背景下
的决策，该课程汇聚了来自全球顶尖商学院
的杰出学生、跨国公司和学术伙伴。

课程结构：

n  选择一个QTEM的学术合作高校，并在合

作院校进行额外一学期的学习。

n  200小时（一个半月）的量化技术实习；

n  QTEM数据挑战，包括线上数据科学、数
字领导力课程和国际小组项目，注重现

实生活中的数据分析实践；

n  结课后，你将在获得埃克塞大学特硕士学
位的同时，被授予QTEM证书，证明你拥
有高水平分析技能、工作经验和重要国际
经验的独特学术背景。 

获得双硕士学位

首年在埃克塞特大学就读，次年赴另一所国
际知名的高校学习，不仅可获得双硕士学

位，还有机会进一步拓宽你的知识面。

我校提供两个双学位课程选择：

n  中国的复旦经济学院▲——2019年QS中国

大陆大学排名前三；

n  法国格勒诺布尔管理学院——获得三重
认证的商学院，其95%的毕业生均在毕业

后四个月内成功就业；

短期机会

如果你正在寻找短期的国际体验，你可在我
们全球的一所合作大学度过两到六星期的时
间。

具体机会包括各种与商业相关的课程、当地
公司访问以及文化和语言元素。你可选择学
习一套关于北欧营销的强化课程，或者沉浸
于南美的文化和语言之中——每个人都可以
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

欲知详情，请访问： 
business-school.exeter.ac.uk

埃克塞特大学商学院虽位于英格兰西南部，但学生的体验远超
于此。如今商业竞争日趋激烈，雇主争相招揽国际化人才，因
此塑造国际化形象对毕业生尤为重要。

▲  国际学生须知：选择不同的海外学习项目，需要另行申请相应主办大学的签证。

提供短期的海外
学习机会

入读我校双学位
课程，获取双硕

士学位。

学期的海外学习
及200小时的实习

我在埃克塞特大学的
经历和在QTEM交流
期间的经历对我职业
生涯十分宝贵。当时
我想在一家金融服
务行业的跨国企业工
作，现在我已拥有两
年的国际经验。通过
与来自不同文化和背
景的人合作，我的人
际交往能力得以提
高，并获得机会在实
际环境中进一步提高
我的财务和量化分析
技能。

Leyi，道衡（中国）估价服务
分析师
金融分析与基金管理
（QTEM）2018理学硕士

欲了解我校海外学习项目学生的详情，请访问  
exeter.ac.uk/business-school pg meet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exeter.ac.uk/business-school

study abroad m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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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学制◆ 有无论文要求 国际学生收费标准

Finance and Accounting

会计与金融理学硕士 MSc Accounting and Finance 12个月 有 24,200英镑

会计与税务理学硕士 MSc Accounting and Taxation 12或24个月 有 24,200英镑

财务分析与基金管理理学硕士  
MSc Financial Analysis and Fund Management 12个月 有 26,800英镑

金融与投资理学硕士 MSc Finance and Investment 9或12个月 仅12个月课程有 24,200英镑

金融与管理理学硕士 MSc Finance and Management 9或12个月 仅12个月课程有 24,200英镑

金融与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MSc Finance and Marketing 9或12个月 仅12个月课程有 24,200英镑

Economics

经济学理学硕士 MSc Economics 12个月 有 19,400英镑

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硕士  
MSc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12个月 有 19,400英镑

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理学硕士 MSc Behaviour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12个月 有 19,400英镑

金融经济学硕士 MSc Financial Economics 12个月 有 19,400英镑

货币、银行与金融理学硕士  
MSc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e 12个月 有 24,200英镑

经济学研究型硕士（通往博士）MRes Economics 
(Pathway to PhD) 24个月 有 11,400英镑

Management

管理学硕士 MSc Management 12个月 可选 22,000英镑

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MS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2、24或30
个月

有

理学硕士课程：22,000
英镑 研究生文凭课

程：14,900英镑

创业与创新管理学理学硕士  
MSc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12个月 有 22,000英镑

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MSc Marketing 12个月 有 22,000英镑

国际旅游管理理学硕士 MSc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12个月 有 22,000英镑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12个月 商业计划 22,000英镑

管理学研究型硕士 MRes Management 12个月 有 17,450英镑

全球政治经济学研究型硕士 MRes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12或24个月 有 17,450英镑

埃克塞特工商管理硕士 The Exeter MBA 12个月 MBA咨询项目 30,000英镑

◆	 	学制9个月与12个月的课程之间的主要区别为：12个月的课程要求学生提交论文或开展研究项目。埃克塞特已被 UKVI 选入参
与 Tier 4 签证新试点计划。在英学习13个月或少于13个月课程的学生，自课程结束之日起可在英国额外居留4个月，并享受简
化的签证申请流程。欲知详情，请访问：exeter.ac.uk/internationalstudents/glossary/tier4pilot

▲	 亦可作为文凭课程，详情请见第42页。

所有课程或有变更，请登录网站了解最新的课程详情。

我们的课程 

英语能力要求：雅思平均6.5分，
且各科成绩不低于6.0分。此外，
埃克塞特MBA、财务分析与基金
管理理学硕士、国际管理理学硕
士、市场营销理学硕士、创业与
创新管理学理学硕士，以及人力
资源管理研究型硕士/研究生文
凭要求雅思平均7.0分，且各科成
绩不低于6.0分。

埃克塞特大学风景
校园，令人惊叹。
春夏时节，百花齐
放，色彩鲜艳，美
丽的校园令你朝气
蓬勃。我喜欢在校
园里散步，探索新
的领域。空气很清
新，气氛很宁静，
非常适合高效的学
习。校园周围有几
处学习空间，可以
让你安静的学习，
校园也拥有设备齐
全的小组学习空
间。

Susan，财务分析与基金管
理理学硕士，来自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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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成熟的金融和会计硕士
课程将最新的学术理论与实
践技能相结合，由国际知名
学者授课，他们处于最新行
业趋势的前沿，并具有重要
的行业经验。

你将获得实践经验，培养你的分析技能
和对汤森路透、彭博和Capital IQ等金融
数据库的理解，助你在各行各业开展充
满活力的职业生涯。

我们在许多课程上与CFA®学院、英国
特许证券与投资协会、ACCA、英国特
许税务师公会或英国特许银行家协会合
作，让你在攻读硕士学位的同时获得专
业资质。此外，我校与专业公司和机构
联系紧密，意味着你的硕士学位将在当
今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得到广泛认
可。

我们是一个研究型教职工团队，涵盖主
题广泛，为我们的教学提供了洞见。我
们深知，会计和金融在组织和社会中持
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致力于相关研
究。我们许多鼓舞人心的学者经常受到
各大机构的邀请，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咨
询建议，包括英国税务与海关总署、国
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英国财务汇报局、
英国养老金监管局和英格兰银行。

你也可以利用我们的职业指导计划、有
影响力的社交活动以及由金融专家支持
的客座讲座，帮助自己建立和发展职业
生涯。毕业后，你将加入一个富有影响
力的全球校友网络，并从校友中脱颖而
出。

Masters

金融与会计
FINANCE AND ACCOUNTING

6th 7th

9th
2020年完全大学
指南英国大学排

名第9名

财务分析与基金管理理
学硕士课程拥有CFA大

学联盟项目地位

2019年《卫报》
英国大学专业排

名第6名

在硕士课程期间获
得第二个硕士学位

2019年《泰晤士
报》和《星期日泰
晤士报》优秀大学

指南第7名

与ACCA在内的专业
公司和机构联系紧密

很少有英国大学能像
埃克塞特一样，提供
税务专业方向的研究
生课程，其他大部分
课程都专注于国际税
收，这对于我的职业
目标而言太过狭窄。

埃克塞特的这门课程
很平衡，教学方法广
泛。虽然我熟悉这个
方向，但核心课程给
了我新的视角。

Loic，会计与税务理学硕士，
来自马达加斯加

ACADEMIC PROFESSIONAL 
PARTNERSHIP PROGRAMME

Master in Finance
Ranking 2018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exeter.ac.uk/business-school

CFA®是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学院的注册商标

入学条件

资质 欲知具体课程的详细
信息，请登录我校网站的课
程页面查看了解： 
exeter.ac.uk/postgraduate/taught/
finance

英语 如果你的母语不是英
语，根据要求，你需要提供
英语能力证明。申请课程时
无需提供证明，但是只有在
你已经提供了满足所有入学
要求的证明后，才会收到无
条件录取通知书。请参阅我
们网站上每门课程的具体要
求。

金
融
与
会
计

请注意，所列课程基于近期教学实
践，仅供参考。根据教职工的档期、
时间表和学生需求，未来提供的具体
课程或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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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与金融理学硕士课程适合

每一位希望深化自己会计和金

融知识，从而在相应领域谋求

职业发展的学生。

该课程为你的金融管理、金融

会计和管理会计基础知识打下

坚实基础，并将提高你的金融

量化技能。你将深入了解金融

和管理会计流程，并接受领先

数据库的实践培训，包括汤姆

森路透社数据流和其他金融数

据库和软件系统。

该学位之所以富有吸引力，

主要在于其提供的选修课广

泛——你可以选择国际税收、

衍生品定价、国内和国际投

资组合管理、企业融资和治

理、银行和金融服务、国际金

融管理、金融经济学专题，以

及许多其他主题深入专研特定

领域。

我们还邀请访问讲学者供一系

列专题讲座和工作坊，其中来

自领先银行的执业基金经理和

财务专家通过专题讨论、座谈

会和实际项目工作等多种形式

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

金融会计领域的选修课由

ACCA认证，教你撰写ACCA考
试科目中的专业级战略商业报

告（以前的P2企业报告）。

必修课
n 高级金融会计

n 高级管理

n 会计学

n 应用实证会计

n 财务基础

n 管理学

n 论文

n 四门选修课

选修课示例：
高级企业报告▲；高级企业融

资；另类投资；高级金融分

析；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治

理与财务；衍生品定价；国内

和国际投资组合管理；国际财

务管理；合并；管理层收购和

其他公司重组；金融经济学专

题；国际税收原则。

会计和税务理学硕士课程旨

在为你提供最佳的准备，让

你拥有税务方面的专长，从

而在会计领域的国际化职业

生涯中取得长久成功。

该项独特的课程将有助你获

得高层次的学术理解，在学

习会计学知识的同时，了解

英国当代发展和国际税收政

策与实践。

选定的税务课程由ACCA认
证，帮助你准备P6高级税务

ACCA专业考试。

除传统会计科目外，我们还

涵盖税收的各个方面，包

括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及英

国和海外税务系统的实际运

作。该课程将解读各种主

题。此外，各种各样的选修

课程，也有助于你在职业生

涯早期实现专业化。

课程学习期间，你还可以准

备考取国际税务资格ADIT
证书。它代表着跨境税务的

先进水平，由世界领先的专

家委员会设计，为国际税务

提供坚实的基础，帮助你在

有竞争力的毕业生中脱颖而

出。

ADIT由CIOT颁发

预了解ADIT的详细信息，请

访问： 
tax.org.uk/adit-international-tax

必修课
n 比较税制

n 英国税收简介

n 国际税收原则

n 国际会计经理人
◆

n  高级国际税收或高级英国

税收vv✝

n 税收的研究方法

n 论文

n 多达3门选修课

选修课示例：
高级金融会计；高级管理会
计；高级财务分析；高级企
业报告▲；公司治理与财务；
财务管理基础；数字商业模
式；国际商业原理；国际财
务管理。

会计与金融理学硕士 
MSc ACCOUNTING AND FINANCE

会计与税务理学硕士 
MSc ACCOUNTING AND TAXATION

C ECornwall ExeterC Full-time Part-time FT PT

▲	 	该课程已获 ACCA P2（战略商业报告）的认证。
v  该课程已获 ACCA P6（高级税务）的认证。
◆	 	

备注：具有会计背景的学生无需学习国际经理人会计，可
另选第三门选修课。

✝ 两门课程均可选修。

金
融
与
会
计

ACADEMIC PROFESSIONAL 
PARTNERSHIP PROGRAMME

ACADEMIC PROFESSIONAL 
PARTNERSHIP PROGRAMME

学制：12个月 FT   

起止时间：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4,200英镑

学制：12个月 FT  

学制：24个月 PT

起止时间：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4,200英镑

课程结构设计精良，结合了讲座和实践练习。特
别地是，有些课程涉及数据处理软件的应用，这
是大数据时代的必备重要技能。第一学期结束
后，我能够熟练地操作Excel和STATA，甚至编写简
单的代码，这对我未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Li，会计与金融硕士，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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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旗舰金融硕士课程含

金量高，十分适合有志于学

习高级金融理论并获得投资

分析或投资组合管理专业知

识的人士。其学术课程设置

严谨，确保学生获得全球组

织所需的技能。

该课程是全球限量的课程之

一，已获得CFA®“大学联盟

项目”资格，学生有机会在

课程期间参与CFA®的一级和

二级考试。这意味着学生可

以在硕士学习的同时获得专

业资格。

你将获得CFA®一级和二级考

试的高水平支持，包括9月的

为期三周的预备课程，以及

由学者和CFA®认证从业者领

导的强化培训。

该课程还提供一系列的额外

活动，包括：

n  国际游学之旅，参观公司

并参加我们著名的合作大

学提供的定制课程；

n  学术/研究挑战项目为你提

供机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

动与挑战，CFA®学院和我

们的合作伙伴，包括全球

CFA®投资研究竞赛、商学

院从业者职业伦理竞赛和

彭博投资创意竞赛；

n  海外学习机会，包括著名

的QTEM课程和双学位课

程；▲

n  由彭博、汤森路

透、Bureau Van Dijk、标准

普尔全球市场情报等知名

金融数据提供商的数据专

家提供的金融数据库培训

课程。

必修课
n 金融建模和金融原理

n 财务报表分析

n 定量研究方法

n 信贷工具和衍生工具

n 股权估值模型和问题

n  企业融资、报告和治理

n  投资组合管理和资产配置
n 另类投资

n 专业发展和标准

n 论文或应用项目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时间：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6,800英镑

金融分析与基金管理理学硕士 
MSc FINANCIAL ANALYSIS AND FUND MANAGEMENT

▲	 		欲了解QTEM的详情，请参见第14页。
  课程结构和课程大纲在付印之时内容正确。但可能会根据CFA候选知识体系

（CBOK）的变化而改动。

Master in Finance
Ranking 2018

n 先进金融理论与实际应用的专业金融硕士；

n  被评为2018年《金融时报》全球最佳硕士课程和2019年QS世界 
大学金融硕士排名世界最佳课程，获得CFA®一级和二级资格认证；

n 本门课程的学习有助于你通过CFA®的一级和二级考试；

n 由CFA认证从业者领导的为期三周的考前入门课程和强化培训。

可申请CFA奖学金和额外助学金， 
详情请访问我校网站。

欲了解更多CFA 
考试的信息，请

访问： 

cfainstitute.org

C Full-time Part-time FT PT

我选择申请金融分
析和基金管理理学
硕士，因为该课程
包含我认为对我未
来职业规划非常有
用的课程。

我很高兴毕业后在
伦敦开始担任花旗
投资银行业务分析
师。我将加入金融
机构组，负责金融
服务领域的并购和
其他公司交易。我
在埃克塞特的学习
以及学习期间所建
立的关系极大地帮
助了我毕业时获得
这份工作。

Florian，金融分析与基金管
理理学硕士，来自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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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希望在投资银行、金

融服务或跨国公司就职，该

课程是你的理想选择。该课

程于1973年推出，是英国第

一个金融硕士学位课程，在

提供卓越的金融培训和学术

知识以及实际应用方面享有

国际声誉。

该理学硕士课程由英国特许

证券与投资协会（CISI）认

证，是英国极少数获得著名

的CISI教育合作伙伴资格的

课程之一。这意味着你在获

得理学硕士学位的同时，也

有机会获得CISI学生会员资

格。欲了解目前CISI资格的

详细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

站。

该课程还提供一系列的额外

活动，包括：

n  由彭博、汤森路透和

Bureau Van Dijk等知名金融

数据提供商的数据专家提

供的金融数据库培训；

n  投资分析专题讨论，提供

对现实世界中投资分析技

术应用的深入洞察；

n  学术/研究竞赛，让你有机

会参加由学校、CFA和我

们的合作伙伴开展的各种

活动和挑战。

n  海外学习机会，包括双学

位课程和知名的QTEM课

程。▲

必修课
n 财务建模

n 金融工具

n 金融原理

n 投资分析I

n 定量研究方法
n  投资分析2（仅限12个月的

课程）

n  经验或投资分析论文（仅限

12个月的课程）

n  七门选修课（9个月的课程）

n  四门选修课（12个月的课

程）

选修课示例
金融选修课：高级企业融
资；银行和金融服务；衍生
品定价；国内和国际投资组

合管理；国际财务管理。

经济学选修课：经济学家的
优化技术；应用计量经济学
（一）；银行经济学；公司
财务经济学。

会计学选修课：国际税收原
则；比较税制；高级国际
税务

学制：9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时间：9月-次年6月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时间：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4,200英镑

学制：9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时间：9月-次年6月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时间：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4,200英镑

金融与投资理学硕士 
MSc FINANCE AND INVESTMENT

金融与管理理学硕士 
MSc FINANCE AND MANAGEMENT

n 英国第一个金融硕士课程（成立于1973年），拥有广泛的校友网络；

n 在攻读学位期间，获得额外的CISI资格；

n 国际学习选择，包括双学位和QTEM课程。

n  最大限度灵活地根据你的兴趣定制你的课程；

n  培训主要金融数据库，包括彭博、汤森路透Eikon和Datastream。

▲   欲了解QTEM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14页。 
课程结构和课程大纲在付印之时内容正确。但可能会根据CISI要求的变
化改动。

该课程非常适合希望就职于

组织的财务部门，之后进入

综合管理层的人士。

你将打下牢固的金融基础，

大致了解组织内部管理职能

的概况，并了解国际商务和

市场营销的主要思想和功

能。

你可以选择财务和管理方面

的各种课程，因此可以根据

你的职业目标定制你的学习

方案。

涵盖Datastream、汤森路透、

彭博等金融数据库和软件系

统（包括STATA和VBA）的

强化计算培训已纳入相关课

程，为你开启全球职业生涯

提供实践经验。

必修课
n 金融管理基础

n 投资分析（一）

n 管理竞争战略

n  营销策略（适用于9个月课

程）

n 投资分析（二）和

n  投资分析论文或管理学位

论文（适用于12个月课
程）

n  八门选修课（适用于9个月

课程）

n  七门选修课（如选择了12
个月课程的管理论文）

n  五门选修课（如选择了12
个月课程的投资分析论

文）

选修课示例：
管理学选修课：国际人力资
源管理；领导力与全球挑
战；运营管理；国际商务原
则；战略创新管理；市场营
销策略

金融选修课：高级企业融
资；银行和金融服务；衍生
品定价；国内和国际投资组
合管理；国际财务管理

金
融
与
会
计

C Full-time Part-time FT PT

我不得不说这里的教学非常棒。许多教
授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并将他们当前
研究的内容纳入课堂，这意味着课程非
常实用，而且是基于现实世界的问题。

Yishu，金融与管理硕士，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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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与
会
计

英国金融业约30%的工作岗

位都是市场营销和面向客户

的角色。如果你希望专注

于银行和金融服务领域的营

销，那该课程正好适合你。

你将获得了解金融服务产品

运作方式的技术知识，并培

养在这个高度活跃的行业中

谋职所需的营销敏锐度。相

关课程融入了涵盖彭博、汤

森路透、Datastream、Eikon、
晨星、标准普尔Capital IQ
等关键金融数据库和软件系

统的非评估型强化计算机培

训。

该课程提供CIM和CBI的一系

列创新选修课和专门的职业

发展途径，你可根据自己的

职业目标定制学习内容：

n  从CIM获得研究生门户状

态；

n  申请特许银行家经理称号

并获得准会员资格；

n  在成为特许银行家的路上

加速成长。

通过每个认证方向，你将有

机会培养对行业的最新和专

业洞察。你还将获得专业认

可，并加入一个由志同道合

的同仁组成的全球网络，帮

助你建立和发展职业生涯。 

金融与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MSc FINANCE AND MARKETING

n 与CBI（特许银行家协会）和CIM量身打造职涯方向选择；

n 24小时访问行业领先的金融数据库。

一般方向 特许营销协会方向 特许银行家方向

第一学期

金融工具

金融管理基础

整合营销传播

市场营销分析与研究

营销策略

投资分析（一）

第二学期

银行与金融服务

理解消费者行为 银行管理

银行的经济学

6门选修课（9个月课程）

多达4门选修课（12个月课

程）

5门选修课（9个月课程）

3门选修课（12个月课程）

3门选修课（9个月课程）

2门选修课（12个月课程）

第三学期（仅限于12个月的课程）

投资分析论文与投资分析（二）

或金融论文

或市场营销论文
实践项目

或银行与金融研究项目

建议CIM和一般方向的学生平衡选择财务和营销选修课。建议CIM方向的学生至少选择50%的市

场营销课程。欲知详情，请访问：exeter.ac.uk/postgraduate/taught/finance/marketing_financial

当我发现埃克塞特这门课程时，我知道它
对我而言堪称完美，我所了解的其他大学
都没有提供这种独特的金融和营销组合课
程。该课程不仅激发了我的创造力，也培
养了我的分析能力，这两项技能对任何工
作都至关重要。

Catherine，金融与市场营销理学硕士，来自德国

学制：9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时间：9月-次年6月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时间：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4,200英镑

C Full-time Part-time FT PT

exeter.ac.uk/business-school/postgraduate  27  26  University of Exeter Business School

http://exeter.ac.uk/postgraduate/taught/finance/marketing_financial


我们激动人心的经济学课程
不仅能让你更深入地了解一
门技术和严谨学科，还能教
会你一系列宝贵技能，帮助
你脱颖而出。

我们的研究生课程设计灵活，同时也根
据你的意愿为你提供专业机会。你不仅
会学习传统的经济学课程，还会学习经
济学理论的最新应用，包括行为和实验
经济学。所学课程与世界息息相关，有
助你在各行各业发展职业生涯。

我们的学生受到全球雇主的重用。我们
的许多学生毕业后担任公共部门的专业
经济学家，包括：英国政府的经济服务
部门、土耳其中央银行和韩国中央银
行。

埃克塞特经济学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的
创新教学方法。这包括强化统计培训，
教会学生分析和解释实验数据。实验经
济学研究小组目前正在研究欺骗、情绪
在决策中的作用、公平问题、市场设计
以及社会规范和群体动态。

通过我们最先进的研究实验室FEELE（埃
克塞特金融和经济实验室），你也将有
机会积极参与我们开展的积极塑造世界
的颠覆性前沿研究。

Masters

经济学
ECONOMICS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exeter.ac.uk/business-school

入学条件

资质 欲知具体课程的详细
信息，请登录我校网站的课
程页面查看了解： 
exeter.ac.uk/postgraduate/
taught/economics

英语 如果你的母语不是英
语，根据要求，你需要提供
英语能力证明。申请课程时
无需提供证明，但是只有在
你已经提供了满足所有入学
要求的证明后，才会收到无
条件录取通知书。请参阅我
们网站上每门课程的具体要
求。

经
济
学

创新的实验融入在
我们行业相关课程

的教学中

埃克塞特金融和
经济实验室是实
验经济学研究的
专业实验室。

10th 13th
2020年完全大
学指南英国大学
排名经济学第10

名；

2019年《泰晤士报》
和《星期日泰晤士
报》优秀大学指南经
济学排名第13名；

如想与我们实时聊
天，请参见封面内

页。

请注意，所列课程基于近期教学实
践，仅供参考。根据教职工的档期、
时间表和学生需求，未来提供的具体
课程或有不同。

获得双硕士学位或参
加QTEM ▲	交流项目

▲  QTEM课程对经济学硕士、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硕士，和
金融经济学硕士的学生开放

多门选修课，根据
兴趣定制你的学位

课程

这门课程非常实用，
包括游戏和前景理论
等内容，比许多其他
理论课更有趣。我们
的讲师和教授也非常
热情，我最喜欢的模
块是微观经济学，因
为该模块侧重理论和
实践元素，这真正拓
展了我的理解。

Guanyu，银行与金融理学硕
士，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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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经济学课程设计灵

活。无论你的本科以经济学

为主，还是以量化技术为

主，经济学为辅，这门课程

都能帮助你学到最多的知

识。

所有课程的核心目标是培养

你对经济学最新思想的洞

察。你将可以参加一系列研

究专题讨论，也有机会参加

部门专题讨论系列，这些专

题讨论云集了世界多所大学

的顶尖学者，让你有机会深

入了解当前经济学和计量经

济学的研究。

每门课程都借鉴了我们国际

公认的研究，以及我们的学

者在英格兰银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

组织（WTO）和联合国等组

织制定经济政策方面的丰富

行业经验。 

经济学理学硕士

该课程围绕最新经济思想拓

展你的知识面。你将获得经

济和计量经济学分析技术方

面的严格培训，帮助你更深

入地理解当代经济问题和量

化技能，用于分析和理解最

新趋势。

这是我们最灵活的课程，并

提供多门选修课。你可以根

据自己兴趣挑选搭配硕士课

程。无论你是打算攻读博

士，增强学术知识，抑或改

变职业生涯，该课程都可以

满足你的要求。

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理
学硕士

如果你想攻读更专注于量化

技巧的学位，并希望进入涉

及计量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

的职业，该课程正好适合

你。除了能学习到经济学理

学硕士的核心课程，你还将

学习到更高级的课程，为你

在计量经济学主题方面打下

坚实基础。

除核心课程外，你还有多门

选修课可以选择，帮助你巩

固专业学位，夯实选定领域

的基础，包括投资银行、政

策制定或进修深造。

经济学理学硕士与经济学和

计量经济学理学硕士的学生

也有机会申请知名的QTEM
课程（经济管理量化技术）

。（欲知详情，请参见第14
页。）

行为经济学与金融理学
硕士

该课程不仅有着标准经济学

理学硕士的严谨，还提供源

于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认

知科学所带来的交叉学科研

究。

该课程提供标准微观经济学

的量化培训，为实验经济学

背后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全面

的基础。它还提供分析和解

释实验数据所需的统计培

训。

该门专业课程深入研究个人

选择、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

济学，它将带你了解支撑行

为科学的标准模型，再到学

习该领域的当前发展，不论

是应用于劳动经济学、行为

金融学或行为公共财政学。

经济学理学硕士课程 
MSc ECONOMICS PROGRAMMES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时间：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19,400英镑

欢迎具有良好量化技 
能的心理学背景候选人 
提交申请。

经
济
学

必修课 经济学理

学硕士

经济学与计量经

济学理学硕士

行为经济学与

金融理学硕士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经济优化技术   

定量研究技术（一） 

定量研究技术（二） 

实验方法 

研究设计与论文  

高等经济计量学 

行为选择与金融决策 

实验与行为经济学 

工业经济学与策略  

应用计量经济学（一）  

应用计量经济学（二）  

实验经济学项目与论文 

选修课示例：

高级计量经济学；先进金融理论；银行和金融服

务；行为选择和金融决策；实验与行为经济学；国

内和国际投资组合管理；银行经济学

公司财务经济学；实验经济与金融；金融计量经济

学；卫生经济学；实验方法；银行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区域一体化；定量研究方法（二）

金融经济学专题；

任意两门 任意两门

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与安排简直超出我
本来的设想！我们能够深入细致地探索
实验经济学的各个方面，并且我正在学
习如何设计适用于现实世界的调查和实
验。本课程不仅帮助我学习经济知识，
而且还培养了我的关键可转移技能，如
演讲和编码，这是超出我期望的。毕业
后，这些技能将为我大大加分。

Audrey，行为经济学与金融理学硕士，来自美国

C Full-time Part-time FT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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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学金融经济学理学硕士 

MSc FINANCIAL ECONOMICS

该理学硕士是通向经济学家

职业生涯的跳板。无论你是

希望在行政部门、领先银

行，还是跨国公司工作，

该课程都可以帮助你实现目

标。对于未来想在大型投资

公司担任分析师的人来说，

该课程也是一个理想的选

择。

在学习专业计量经济学和数

学技术的同时，该课程将帮

助你理解经济学和金融理

论。该课程的重点是金融理

论的核心课程，同时你还可

以根据个人志向选择金融、

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的选修

课。

必修课

n 金融管理基础

n 经济学家的优化技术

n 研究设计与论文

n 金融经济学专题

n 企业融资经济学

n 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

n 应用计量经济学（一）

n 应用计量经济学（二）

n 一门选修课

选修课示例：

卫生经济学；银行与金融服

务；国内和国际投资组合管

理；银行经济学；公司财务

经济学；实验与行为经济

学；金融计量经济学；产业

经济与战略；银行管理；财

务管理基础；国际贸易与区

域一体化。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时间：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19,400英镑 如果你希望从事国际银行业

的金融和经济职业，我们的

货币、银行和金融理学硕士

课程是你的理想选择。

结合我们的经济学和金融学

院的专业知识，本课程重点

介绍先进经济学和金融理论

在商业货币市场和银行业中

的应用。

为了让你全面了解金融行

业，该课程也包含有关金融

数据库和软件的计算机强化

培训，包括汤森路透、彭

博、IQ和晨星。毕业后，你

将有能力在这个充满活力的

领域开展国际职业生涯。

必修课

n 银行经济学

n 企业融资经济学

n 应用计量经济学（一）

n 应用计量经济学（二）

n 财务建模

n 财务管理基础

n  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宏观经

济学

n 论文

n 两门选修课

选修课示例：

工业经济学与战略；实验与

行为经济学；银行与金融服

务；国内和国际投资组合管

理；卫生经济学；银行管

理；产业经济与战略；国际

贸易与区域一体化；金融经

济学专题。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时间：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4,200英镑

货币、银行和金融理学硕士 
MSc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E

n 重点关注先进经济学和金融理论在商业货币市场和银行业务中的应用；

n 有机会申请QTEM课程，获得更多国际经验。

本科学习经济学之后，我知道自己想要更
关注于货币和银行业务，因此我选择了该
课程。它引人入胜，而且比我想象的更实
用。我的课程融合了会计、金融和经济学
的知识，由于我此前从未学过会计和金
融，这三者的结合对我十分有用。

Zijing，货币、银行和金融理学硕士，来自中国

n 在学习专业计量经济学和数学技术的同时，深入理解经济学和金融理论；

n 有机会申请一学期的QTEM海外课程和实习。

C Full-time Part-time FT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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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为期两年的课程适合希望

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或任何

其他相关社会科学的学生。

该课程旨在达到世界一流研

究方法培训课程的水准。

你将学会各种技能，包括在

当前经济学发展的最前沿使

用的研究方法专业知识，并

接触主题前沿应用研究。

该课程将为你提供实质性培

训。第一年的课程包含核心

科目的正式培训，以及开展

实证工作所需的软件和计量

经济学技术。

第二年期间，你将学习与你

的研究领域相关的课程，以

提供更深入的培训，并使你

处于该领域当前研究的最前

沿。

必修课

n 研究方法（一）

n 研究方法（二）

n 微观经济学理论（一）

n 微观经济学理论（二）

n 宏观经济学理论（一）

n 宏观经济学理论（二）

n 计量经济学理论（一）

n 计量经济学理论（二）

n 研究论文

选修课示例：

微观经济学理论（拍卖、网

络、投票理论） 

宏观经济学理论（发达与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财政

政策、货币经济学）与实证

经济学（劳动力供给、卫生

要求、人力资本的代际传

承、贫穷与不平等、室内实

验与现场实验）

学制：24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时间：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11,400英镑

经济学研究型硕士（通往博士） 
MRes ECONOMICS (PATHWAY TO PHD)

n 获得严谨的经济学研究基础；

n 提供多达10个全额商学院奖学金。

XFI 学习空间

C Full-time Part-time FT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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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的劳动分工无法预
测。在如今变化莫测的社
会，不断地创新与颠覆才是
硬道理。我们的创新和相关
管理硕士课程有助你在充满
活力的全球市场蓬勃发展。

我们将以研究为导向的教学与实地考察
和项目工作等实践教学相结合，为你创
造机会，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真实场景。
毕业后，无论你选择在世界何处工作，
你都将拥有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我们的课程涵盖一系列学科，包括创
业、国际商务、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
理和旅游。通过与私营、公共和非营利
部门，以及特许市场营销协会（CIM）
和特许人事发展研究所（CIPD）等专业
组织的紧密联系，我们确保你的硕士学
位在当今的全球市场中得到广泛认可。

本课程由处于其研究最前沿的国际知名
学者授课。我们借鉴社会科学的学科，
并重点关注企业的动态性、全球连通性
以及未来全球挑战的管理和领导。

我们鼓舞人心的学者在诸多领先的研究
中心工作，提供主题广泛的尖端研究，
从市场营销、旅游、运营和供应链管理
到创业、创新和领导力。你可利用这些
前沿的研究，它与创新的教学方法相融
合，为你提供最新的学习内容。

Masters

管理学
MANAGEMENT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exeter.ac.uk/business-school

入学条件

资质 欲知具体课程的详细
信息，请登录我校网站的课
程页面查看了解： 
exeter.ac.uk/postgraduate/
taught/business

英语 如果你的母语不是英
语，根据要求，你需要提供
英语能力证明。申请课程时
无需要提供证明，但是只有
在你已经提供了满足所有入
学要求的证明后，才会收到
无条件录取通知书。请参阅
我们网站上每门课程的具体
要求。

Master in Management
Ranking 2018

3rd 8th
2020年完全大学
指南英国大学排

名第3名

2019年《泰晤士报》
和《星期日泰晤士
报》优秀大学指南商

科排名第8名；

许多课程适合无商
科背景的学生；

课程经专业认证，关
注商业的实践与应用

如想与我们实时聊
天，请参见封面内

页。

请注意，所列课程基于近期教学实
践，仅供参考。根据教职工的档期、
时间表和学生需求，未来提供的具体
课程或有不同。

我决定学习该课程，因为
我对商务知之甚少，并希
望在学习多个商务领域的
同时扩展我的知识面。

通过学习过战略、未来趋
势和会计课程，我对商务
有了广泛的了解。

到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
课程是可持续发展，因为
它改变了我对企业运营方
式的看法，并让我对行为
需要改变的方式有了更深
的理解。

Katherine，管理学理学硕士，来自
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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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学

如果你没有商业和管理学科

背景，该门课程是你的理想

选择，因为它将为你提供所

有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帮助

你发展自己的职业。

如果你希望学习战略、未来

趋势、领导力、运营管理、

营销和商业分析等领域的知

识，管理学理学硕士课程也

适合你。我们将针对上述领

域以及其他主题，为你提供

全新的方法，帮助你在复杂

的全球商界中取得成功。

您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

起学习，让你有机会扩展社

交网络，学习如何与其他文

化的人合作并开展业务。

课程期间，我们与企业合

作，学习他们的专业知识，

帮助你开展实践项目，提高

你的实际业务和管理技能。

该课程的核心重点是你的职

业发展，因此我们设计了一

系列活动来帮助你获得心仪

的职业：

n  职业训练营——在新生欢

迎周期间举办，帮助你建

立职业目标；

n  我们的专职职业教练将在

整个课程期间为你提供职

业辅导；

n  第三学期提供选修课，你

可根据你的职业目标定向

选择。

你将加入我们的校友网络，

校友的足迹遍布各大知名企

业，包括：法国巴黎银行、

花旗集团、德勤（印度）、

新加坡航空、汇丰银行、高

盛、IBM（中国）、中国工商

银行 、品今资产管理、安盛

保险（中国）、强生（俄罗

斯）、苹果（中国）和Baker 
Tilly律师事务所。

必修课：

n 国际管理未来趋势

n 国际经理人策略

n 商业分析和研究技能

n 国际经理人会计

n 管理学基础

n 全球职业管理

n 管理营销

n 国际运营管理

n 组织管理与领导力

n  可持续性、企业社会责任

和商业道德

第三学期的选修课

n 管理论文

n 商业项目

n 暑期班▲

n 工作经验◆

管理学理学硕士 
MSc MANAGEMENT

Master in Management
Ranking 2018

n  2018年《金融时报》全球管理学硕士排行榜最佳大学之一；

n  包括职业训练营和来自我们职业教练的专业支持；

n  第三学期时，可自由选择四门选修课，为你的职业定制课程；

n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同班学习，拓展你的国际网络。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时间：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2,000英镑

▲	选择过程和可选单位的详细信息将在学年开始时公布。
◆	 你有责任确保自己的工作实习安排。审批流程和截止日期的详细信息将在课程开始时提供。 

课程内容涵盖管理
科学和实践的各个
方面。讲师知识十
分渊博、备受尊
重，并在各自领域
取得了卓越成就。

Nilaanjan，理学硕士，来自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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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希望在人力资源管理

（HRM）领域开启或加速

你的职业生涯，该课程将使

你对这个充满活力的行业的

当代发展有一个高层次的认

识，同时培养你相应的职业

技能，帮助你在全球工作环

境取得成功。

通过一系列定制模块，你将

涵盖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所

有方面，包括招聘和选拔、

领导力和绩效管理，以及在

国际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方法。 你还将有机会参加有

别于传统课堂的寄宿培训课

程，在真实的商业环境中与

同伴竞争和协作。

本硕士学位课程的内容旨在

体现CIPD的高级学习成果，

帮助你吸收这些成果并成为

该所成员。

你可选择以研究生文凭的身

份完成该课程，获得CIPD认

证，该独立资质仅需9个月全

日制学习即可获得，或选择

包含研究生文凭课程的理学

硕士课程并完成硕士论文。

必修课

n 雇佣关系

n 情境人力资源管理

n 人力资源发展

n 人力资源技能

n 领导、管理和发展人才

n 资源和人才管理

n  雇佣法或国际人力资源管

理

n  管理研究报告（仅限文凭

课程学生）

n  研究方法（仅限学位课程

学生）

n  论文（仅限学位课程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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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一系列灵活的课程选择，满足你的学习需求；

n  由CIPD（英国特许人事发展协会）认证；

n  10月与5月提供寄宿课程。

理学硕士课程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时间：9月-次年9月
学制：30个月或24个月（在

职） PT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2,000英镑

硕士文凭课程

学制：8个月（全日制） FT  

21个月（在职） PT

起止时间：9月-次年6月 

（全日制） FT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14,900英镑

C Full-time Part-time FT PT

到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
课程是雇佣法，因为它最
具挑战性。这是我以前不
熟悉的领域，但我通过讲
座和老师布置的有趣任
务获得了很多洞见和理
解。课程讲师非常乐于助
人———如我们有任何疑
问题，他们时刻准备为我
们解答/。

Anna，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生文凭，
来自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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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希望发展自己的初创

企业，启动下一个大型数字

平台，发展现有的家族企

业，利用创新作为跨国组织

变革的催化剂，或创建社

会企业以产生最大的积极影

响，该课程正好适合你。

创业和创新管理理学硕士课

程融合了我们科学、创新、

技术和创业部门（SITE）的

国际公认专业知识，将为你

提供最新创业和技术思想的

理论基础，同时教会你实践

技能，帮助你驾驭复杂的未

来，引领业务增长。该课程

旨在培养你的商务技能，帮

助你管理不确定性，制定强

有力的计划，并在你所选择

的企业中引领业务增长。

该课程的教师均为具有丰富

创业和创新经验的专业人士

和从业人员，此外也包括领

先学者，他们将把各自的最

新研究和思想融入教学。

我们不仅要为你提供基本的

商业技能，还要让你了解新

的想法、工作方式，以及

在“加速时代”成为企业家

的必备工具和框架。

本课程融入黑客马拉松、设

计挑战和实时商业案例等实

践活动，培养你的创业技

能，并第一手学习如何适应

和管理创新。

必修课

n 企业家创业

n 创业实践

n 敏捷创新

n 商业法和降低风险

n 融资、会计和金融

n 运营与项目管理

n 组织与人才管理

创业与创新管理理学硕士 
MSc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n 获得一套先进的创业技能、知识和信心，创建新的企业；

n 将黑客马拉松、设计冲刺和现实商务案例等实践内容融入课程；

n  提供虚拟实时商务项目，参与者要么发展自己的初创企业，要么在现有企业内发展
一个增长项目。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时间：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2,000英镑

经CIM认证的市场营销硕士

课程，运用市场营销与社

会、消费者行为、服务业、

心理学和品牌化等领域的专

业知识，解读营销与消费在

个人层面乃至整个社会的运

作原理。

你将有机会拓展营销理论知

识，掌握为全球经济作出贡

献所必备的一系列实用管理

技能和知识。除核心课程

外，还附加专业选修课，你

可根据个人兴趣选择，建立

强化知识基础。

必修课

n 高级市场营销专题讨论

n 市场营销分析与研究

n 整合营销传播

n 市场营销策略

n 理解消费者行为

n  论文或市场营销实务 

 （12个月）

n 5门选修课（12个月）

n 7门选修课（9个月）

选修课示例：国际管理会

计；品牌设计；数字营销与

社会；消费、市场与文化；

创业：新创事业发展；国际

商务原理；旅游与市场销

售；领导力与全球挑战；数

字商业模式；采购和供应链

管理。

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MSc MARKETING

n 获得英国特许市场营销学院（CIM）的研究生入学资格；

n 提供数字营销、品牌设计或战略等多门选修课，量身定制你的学位。

学制：9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日期：9月-次年6月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日期：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2,000英镑

课程结构设计合理，实用性强。第一学
期学习了基础课程，到第二学期，我们
还给真正的公司制定了营销计划。

Shiyan，市场营销学硕士，来自中国

管
理
学

C Full-time Part-time FT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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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遍布各大洲，堪称全

球规模最大、分布最广的产

业。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行

业，其增长和影响离不开一

系列娴熟专业人士的管理。

通过学习本硕士课程，你将

掌握先进知识和重要见解，

胜任多元化且充满活力的旅

游业工作。我们的专业课程

充满趣味，富有挑战性，在

广阔的商业背景下，带你全

面了解旅游业及其与经济、

环境和社会的关系。

我们采用现实方法，搭配客

座演讲和实地考察，在理论

和应用之间架起桥梁。

毕业后，你将在国际旅游公

司和企业中找到合适的岗

位，如旅游目的地管理经

理、营销人员、顾问以及酒

店和活动经理，或者在私营

和公共部门负责旅游开发、

规划和影响评估。

必修课

n  旅游业：管理、影响与评

估

n 独立研究的方法和技巧

n 旅游与市场营销

n 游客行为：理论与实践

n 可持续旅游管理

n 论文

选修课示例：

国际商务原理；数字商业模

式；国际人力资源管理；领

导力与全球挑战；创业：新

创事业发展；全球化时代的

跨文化交流；食物、身体与

社会。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课程设置

灵活，不分学科背景，专为

雄心勃勃、渴望开创全球事

业的学生而设计。你将掌

握实用技能，以制定有效策

略，解决现实问题，无论你

选择在世界何处工作，你都

能以全球化的视角对待各种

业务。

本课程的优势在于，你将得

到课程主任贯穿整个学年的

全面支持。你还将制定自己

的商业计划，取代论文写

作，用于未来的就业规划。

这有助于培养实用的商业技

能，确保你在竞争激烈的毕

业生市场中脱颖而出。

踏上这趟学习旅程，你将参

加由国际知名学者讲授的有

关国际商务、全球化和可持

续发展等问题的专家专题讨

论。你还将学习从市场营销

和经济学到会计和金融等一

系列学科，并从以上学科和

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探索国际

商务，掌握进入不同职业领

域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必修课

n  国际商务原理

n  人事管理

n  国际金融管理

n  国际管理会计

n  国际商务的现有问题

n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或市场

营销策略

n  国际商务规划

n  3门选修课

选修课示例：

服务创新管理；创业：新创

事业发展；运营管理；战略

创新管理；国内外投资组合

管理；公司治理与金融；国

际贸易和区域一体化；市场

营销与新产品创新；品牌设

计；数字商业模式；国际人

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策

略。

 

国际旅游管理硕士课程 
MSc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  课程内容包含实地考察；

n  掌握先进知识，深入了解全球规模最大、分布最广的产业。

n  掌握全球商务的实践和应用经验；

n  获得全力支持，制定自己的商业计划；

n  提供选修课，满足你的兴趣需求。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日期 ：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2,000英镑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日期：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2,000英镑

管
理
学

C Full-time Part-time FT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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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学

本课程为管理学研究打下坚

实基础，帮助你学习社会科

学的研究技巧，以评估管理

问题，参与研究讨论。

通过微观及宏观管理组织理

论等专题讲座，你还将加深

对各种管理相关理论的认

识。在导师的支持下，你将

通过研究论文的写作，培养

你的研究技能，并在你选择

的领域内积累深厚的学识。

完成本课程后，你将掌握设

计和实施研究项目、自主自

发探索、发布管理学研究成

果所必备的技能，习得研究

能力，以高标准攻读并完成

管理学博士学位，在顶级期

刊上发表高质量、有影响力

的研究成果。

必修课

n 商业与管理研究技巧

n 商业与管理研究设计

n 社会科学哲学（一）

n 定量研究方法

n 定性研究方法

n 研究硕士论文

n 4门选修课

选修课示例：

管理经济学理论；先进研究

方法与分析；高级市场营销

专题讨论；消费、市场和文

化；创业：新创事业发展；

社会科学哲学；品牌设计；

运营管理；国际商务原理；

战略创新管理；竞争策略管

理；理解消费者行为；国际

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策

略。

本课程适合有志于从事学

术、政府、智库、慈善及私

营机构等领域的学生。你将

关注当代的重要课题，如全

球化、国际关系、不平等以

及其他公共政策挑战。

此硕士学位跨越管理学、经

济学、政治学和会计学等多

个学科，帮助你以丰富多元

和启发思维的视角，了解每

个领域对全球政治经济的直

接影响。

我们利用新的国际数据源和

方法，因此，你也将学习如

何充分理解、分析和处理影

响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问

题，同时掌握多种定量和定

性研究技能。

必修课

n 国际政治经济学

n 商业与管理研究设计

n 高级跨学科研究设计

n 定性研究方法

n 定量研究方法

n 研究硕士论文

n 3门选修课

选修课示例：

宏观经济学；国际商务原

理；国际关系：权力与制

度；粮食和农业政治经济；

领导、管理和开发员工；可

持续企业经济；资源和人才

管理；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消费、市场和文化；定量研

究技巧2；国际贸易和区域一

体化；公司治理、报告和监

管；国际税务原理。

管理学研究型硕士 
MRes MANAGEMENT

全球政治经济学研究型硕士 
MRes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n  建立严谨的管理学研究基础；

n  提供多达10项全额商学院奖学金；

n  符合ESRC SWDTP▲奖学金计划标准。

n  作为SWDTP▲培训项目的一部分，与巴斯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合作开设；

n  丰富多彩的课程，开拓你的视野；

n  毕业生可从事多种行业的工作，包括学术界、政府部门、慈善机构和私营企业。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起止日期：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17,450英镑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24个月（在职） PT

起止日期：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17,450英镑

▲ 本课程由埃克塞特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和巴斯大学合作开设，是西南博士合作伙伴式培训项目
（简称SWDTP）的一部分。学生可选择在埃克塞特、布里斯托尔或巴斯大学学习选修课。

C Full-time Part-time FT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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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MBA课程获国际认

可，适合拥有至少三年工作

经验、充满斗志与干劲的专

业人士，有助于你加快职业

发展或改变职业方向。

通过我们独特的MBA课程，

你将掌握有目的的领导、创

新、可持续发展和技术等领

域的理论方法和技能，不仅

改变你自己，更能永远改变

你周围的世界。

n  从我们的国际商务关系和

由1,600名校友组成的网络

中获益

n  透过学习考察、公司参

观、企业挑战及为伙伴机

构提供顾问服务的项目，

充分利用体验式学习的机

会，与各领域专业人士及

学者举办的专题讨论相辅

相成

n  通过我们量身定制的职业

规划课程，包括合格职业

顾问的一对一指导，探索

和开发你个人的独特亮点

n  与来自21个不同国家的学

生（女性占58%，男性占

42%）交流碰撞思维，培

养国际化视野▲

n  与全球最开明进步的非政

府组织、初创企业以及

IBM、可口可乐、联合利

华、Tribalingual、SAP、玛

莎百货、汤森路透和安永

等全球品牌共同应对现实

挑战，提升你的就业能力

课程

第一学期：9月开学

n  应对全球挑战，树立道德

观念

n  会计和金融

n  市场营销

n  管理经济学

n  循环经济企业挑战

n  数据与分析的实用性见解

n  个人转变（包括第二学

期）

n  社区项目（包括第二学

期）

第二学期：一月开学

n  战略性与负责任的创新

n  触发商业变革

n  创业思维模式

n  管理战略资源和运营

n  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n  谈判

n  战略

第三学期

n  工商管理学硕士（MBA）
咨询项目

选修课（选择其二）：

创业与内部创业过程；成功

开创新事业；通过深层次分

析洞察问题；企业对企业营

销；可持续金融；MBA国际

经验；具体背景下的商业模

式；如何领导具有复原力的

组织；领导能力考察；企业

金融。

课程信息适用于2019/20学年入学的学
生。未来课程或有变更。

埃克塞特工商管理硕士 
THE EXETER MBA

n  在《企业爵士》2017年度和2018年度“更好的世界”MBA课程排名中
名列前茅；

n 其全日制课程在2019年度CEO全球MBA排行榜中达到一级标准。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起始日期：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30,000英镑

有关在职进修的课程信息，请

联系：  
mba@exeter.ac.uk

The Exeter MBA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xeter.ac.uk/business-school

埃
克
塞
特
大
学
工
商
管
理
硕
士
（

M
BA

）

▲	2017/18级

-提供奖学金

C Full-time Part-time FT PT

埃克塞特商学院的
MBA课程很好地融入
了设计思维方法，拓
宽了我们的思维，以
不同的方式探索商业
解决方案。课程鼓励
我们进行跨文化合
作，不断运用倾听的
艺术展开建设性的对
话。这种对人际关系
的系统理解培养了我
的个人适应能力，对
于在复杂社会中的未
来发展而言是非常宝
贵的。

Delfina，Innodriven联合创始人
兼共益企业顾问（2017届MBA
毕业生），来自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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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供应链管理理学硕
士▲

MSc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学制：12月（全日制） FT  
起止时间：10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5,950英镑

n  专为希望学习管理理论和

实践精华的商务和工程专

业毕业生设计，同时拓展

你的技术工程知识范围。

n  课程将全面专注供应链，

研究世界复杂网络中使用

的构建、运营、管理、控

制和分配系统以及学习技

术，以有效评估和提高这

些系统。

n  获取涉及采购、供应链管

理和物流的各行各业的全

球管理职业机会。

n  与埃克塞特大学商学院联

合授课，并获得CIPS（皇

家采购与供应学会）的认

证。

欲了解整门课程的详细信

息，请访问：exeter.ac.uk/
postgraduate/taught/engineering/
supplymanagementmsc

工程商业管理理学硕 
士▲

MSc ENGINEERING BUSINESS 
MANAGEMENT▲

学制：12个月 FT  

起止时间：10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5,950 英镑

n  专为未来的工程领导者而

设计。本课程将教会你开

发提高业务运营的技术和

分析工具，同时让你全面

了解工程行业的流程与实

践——名副其实的强大组

合。

n  与埃克塞特大学商学院联

合授课，为你提供卓越的

学习体验，给你机会建立

优秀的个人网络，助力未

来的职业生涯发展。

n  提供专门针对工程师的管

理基础，使你能够快速进

入所选领域的管理角色。

欲了解整门课程的详细信

息，请访问：exeter.ac.uk/
postgraduate/taught/engineering/
engmanagemsc

应用数据科学与统计科
学理学硕士▲

MSc APPLIED DATA SCIENCE AND 
STATISTICS▲

学制：12个月 FT  

起止时间：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0,950英镑

n  培养数据科学和统计学建

模的基本技能，学习如何

从数据中提取信息，确保

做出基于证据的决策。

n  将统计方法和机器学习应

用于各种现实生活中的数

据集，包括来自工业、气

候与环境、医疗保健和金

融的实例。

n  了解如何将数据可视化,

并将复杂分析的结果传达

给各种受众。

n  无编码经验要求：你将学

习如何使用数据科学和统

计分析中常用的各种语

言，包括R和Python。

n  授课形式包括讲座、专题

讨论、项目工作和计算机

实操课。

欲了解整门课程的详细信

息，请访问：exeter.ac.uk/
postgraduate/taught/datascience/
applieddatamsc 

相关课程 
RELATED PROGRAMMES

商务数据科学理学硕 
士▲

MSc DATA SCIENCE WITH 
BUSINESS▲

学制：12个月 FT  

起止时间：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0,950英镑

n  全日制硕士课程，针对有

兴趣学习数据科学基础理

论及其实施和应用方法的

学生。

n  研究构建数据科学和人工

智能系统的数学和计算技

术。

n  你将用现有的编程技能应

用于机器学习和统计建

模，以及机器视觉、文本

挖掘和网络分析等应用。

n  将数据科学理学硕士的核

心课程与管理、战略、营

销和会计课程相结合。

n  当你在商业环境中探索数

据科学时，你的项目作为

理学硕士的主要组成部

分，将帮助你把握商业焦

点。

欲了解整门课程的详细信

息，请访问：exeter.ac.uk/
postgraduate/taught/datascience/
datascibusinessmsc

创意：创新与商业策略
硕士✝

MA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STRATEGY✝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24个月（在职） PT

起止时间：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2,000英镑（全日制）

n  创意产业对商业空前重

要。在不断扩张和瞬息万

变的市场中，培养将想法

变为实际交付的技能和经

验至关重要。

n  我们的开创性计划弥合了

创新与管理之间的差距，

激励一代企业家和行业专

业人士。本课程将帮助你

理解英国和国际创意产

业，学习如何驾驭创意过

程，有效沟通并协同工

作，从而将你的想法变为

现实。

n  本课程的核心为提供行业

专家客座导师、专业实习

机会和专家讲师，提供机

会助你发展在创意产业中

所需的关键技能和知识，

如电影、电视、在线娱

乐、视频游戏、戏剧、音

乐和出版。

欲了解整门课程的详细信

息，请访问：exeter.ac.uk/ 
postgraduate/taught/film/ 
creativity-ma

当代国际艺术：策展与
商业硕士✝

MA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ART:  
CURATION AND BUSINESS✝

地点：埃克塞特与伦敦

学制：12个月（全日制） FT  ， 

24个月（在职） PT

起止时间：9月-次年9月
国际学生2020/21学年学

费：22,000英镑

n  本硕士课程将研究型学术

课程与更加实用的实操经

验独特结合。

n  从全球视角出发，提供全

面的当今视觉艺术基础。

特别的是，本课程也带领

学生了解世界各地的主要

艺术制作中心、当代艺术

展览场地、与当代艺术实

践相关的关键背景和理论

方法以及其发展的社会、

文化和经济基础。

n  适合具有艺术史、创意实

践、博物馆研究、文化

史、哲学、社会学、文学

或现代语言背景的人，同

时借鉴跨学科研究成果。

n  通过本课程，你可接触专

家客座导师，参加国际艺

术博览会，进行伦敦实地

考察和专业实习，为你的

职业生涯平添优势。第二

学期的授课地点为伦敦市

中心的一处国际画廊空

间，临近艺术领域区域◆

欲了解整门课程的详细信

息，请访问：exeter.ac.uk/ 
curationma

▲	与工程、数学和物理科学学院联合授课。
✝  与人文学院联合授课。
◆ 有待审批。

C Full-time Part-time FT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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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校友 

作为埃克塞特大学的毕业生，你将加入由来自150多个国家的逾
26,000名商学院校友所组成的社交网络。  

我们的校友各自在真正影响全球发展的领域

作出贡献。有的从政、有的从事联合利华等

跨国企业的发展经理、有的带领旅游局提升

国际声誉、有的是管理数十亿资产的基金经

理，校友们的足迹遍布各行各业。而每位毕

业生都表示赞许的是大学提供的众多福利和

支援：

n  加入国际校友网络和群组；

n  独家使用线上图书馆，馆藏包括数千学术

资源和期刊；

n  出席全球各地校友活动；

n  《校友业务》杂志提供的最新大学消息和

研究资讯。

我们的埃克塞特校友就业支持是一项永远的

服务，这意味着你将始终可以获得My Career 
Zone中心的广泛支持，包括：

n  研究生职位发布和实习机会

n  与职业顾问一对一咨询

n  查询简历、求职信和申请表

n  在线网络专题讨论

n  职业指导（毕业后可接受长达三年的指

导，三年后可担任导师）

n  访问文章和播客

埃克塞特的学习生涯于我而言是一次变革性的体
验，它为我提供了做出关键业务和投资决策的技
能和知识。硕士课程学习是对自己的投资，但却
是国际竞争的必备选择。我曾在桑坦德银行工
作，共同创立了一个鞋类品牌，并领导了一个
投资策略和地缘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我现在是
Export Action Global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区主管，
为客户提供国际战略和贸易方面的建议。

Robert，Export Action Global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区主管（国际管理硕
士），来自英国

从商学院毕业后，我在ZALORA泰国区担任产
品经理，最近担任欧莱雅（泰国）高级产品经
理。这是在美宝莲纽约和YSLBeauté品牌内。

Niyada，偶来也泰国区高级产品经理（市场营销理学硕士），来自
泰国

我在埃克塞特获得的经验对我职业生涯的各个
方面都有所帮助。毕业后，我开始在Bocom总
公司担任交易员。Bocom商品交易台分为两个
部分：专有和代理。 前者侧重于向市场套利、
报价和标记，而我在后者的角色，更多的是商
品融资许可，即期/远期交易和对冲。

Zeyin，Bocom 稀贵商品交易员（财务分析与基金管理理学硕 
士），来自中国

毕业后我作为实习生加
入欧莱雅，并在几个月
内晋升为预算总监。现
在，我在香奈儿俄罗斯
和独联体地区的最大业
务部门担任财务总监，
并管理由三名财务分析
师组成的团队。

Alla，香奈儿俄罗斯和独联体地
区财务总监（会计与财务理学硕
士），来自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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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塞特大学中国校友会 

埃克塞特中国校友会（ECAA）由志愿者于2012年创立，自此成长
为埃克塞特最大的校友支持国际网络，在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和成都设有分会。

你将加入来自埃克塞特大

学中国区的强大校友网

络，获得持续专业发展空

间的同时，也得到宝贵的

交流机会，并在你的职业

生涯中获得在线图书馆资

源。

埃克塞特大学中国校友会

的目标是：

n   支持校友的专业发展

 （就业能力）

n  通过社交活动（事件和

社交媒体）吸引校友，

鼓励校友与大学之间建

立终身关系；

n  增加校友参与大学活动

的次数（志愿者活动与

事件）

n  向在校和未来学生提供

建议、支持和指导

埃克塞特大学中国校友会 
（Exeter China Alumni Association）
简称“ECAA”，旧称“埃克斯特
大学精英校友会”，是由校友于
2012年1月正式发起成立的全国性
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在北京、
广州、深圳等主要城市均设有理
事会团队。校友会员超过3500
人并且每年协同举办大学官方校
友活动，以及丰富多彩的论坛、
讲座、专题讨论以及各种联谊活
动，校友会为校友们提供更新知
识、分享经验、探讨问题、扩大
商机、增进友谊、共谋职业发展
的良机和平台。ECAA由会长、理
事会、资深校友顾问团队、志愿
者与校友会员构成；包括四大部
门：外联部、宣传媒体部、活动

组织部、会员关系部。

校友会微信公众号：搜索
ExeterAlumni

微博网址：搜索：”埃克塞特大
学校友会”  

官方微信群：全国群Ⅰ、Ⅱ、Ⅲ、Ⅳ以及四大地域群：华东群、华
北群、华南群、华西群。

加群方法：加微信goodheartliu并按照“姓名+毕业年份专业+所属地
区”方式发送加群申请，由管理员邀请入群。

各群包含校友地域如下：

华北群|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
江、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华东群|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
北、湖南

华南群| 深圳、广东、广西、海南

华西群|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全国  

Wengie Li alanlee6688@foxmail.com
微信：alanlee13  

上海  

Rui Li 393992036@qq.com
微信：lr393992036

北京   

Zhipeng Yan 1484125148@qq.com
微信：zhangtingyzp

广州

Wei Zhou carina.mint@me.com  

微信：carina_mint

深圳

Chong Li lichongbae715@163.com

微信：jessicalevele

成都   

Yingwei Liu Yingweiliu@126.com     
微信：goodheartliu  

上海

上海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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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课程 

你可以选择一个与你

未来职业发展领域相

对应的硕士课程，或

在你所感兴趣的专业

方向上继续深造。详

情请访问

exeter.ac.uk/business-
school/study/masters

查询入学要求 

欲了解有关入学要求的完整

信息，请访问我校网站。

如果你的母语不是英语，请

在8月31日前证明你的英语能

力满足要求。详情请访问

exeter.ac.uk/postgraduate/ 
apply/english

了解申请截止日期 

我们全年接受申请，但我

们建议你尽早申请，因

为我们可能由于申请人数

过多而关闭某些课程。此

外，你也需要留出时间申

请签证。详情请访问：

exeter.ac.uk/postgraduate/ 
apply/process

探索你的助学选择 

我们提供一系列助学选

择来帮助你的学习。如

果你申请资助，通常需

要获得录取通知书，

并在截止日期前提出申

请。详情请访问： 

exeter.ac.uk/business-school/
study/masters/scholarships

完成你的申请 

请通过我们的安全电子在

线申请中心在线申请： 
exeter.ac.uk/postgraduate/apply 

我们将在你申请开始时通

知你需要提交的支持文

件，请务必尽快发送相应

的支持文件，以便我们处

理你的申请。

申请之后

我们将在24小时内通

过电子邮件确认你的申

请。我们预期20个工作

日内通知你申请结果。

详情请访问：

exeter.ac.uk/postgraduate/ 
apply/process

硕士预科课程

如果你不满足入学要求，我校的

一些财务和管理课程将为你提供

通过国际硕士预科课程来衔接正

式的硕士专业学位。完成相关课

程的学习后，你将获得商学院录

取，学习你选择的硕士学位课

程。

exeter.ac.uk/postgraduate/taught/ 
into/graduatediploma

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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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助学金与奖
学金 
我们希望确保未来最聪明的学生能够获得研究生学习机会，我们
将继续致力于吸引和支持最有才华的学生，无论他们的经济条件
如何。  

学费

具体学费列于相关课程页面。若你申
请全日制授课式研究生课程并收到录
取通知书，你需要支付学费押金以确
认你的学位。

欲知更多有关我们学费押金信息，请访问： 
exeter.ac.uk/postgraduate/money/deposit

国际学生助学金

我们提供一系列以成绩为评定的奖学金，金

额从国际学生的全额学费到部分学费，以表

彰和支持杰出成就。

对于我们所有的奖学金，你需要获得录取通

知书后才具有申请资格，因此我们建议你尽

早申请。

奖学金全年更新。欲知申请截止日期，请

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最新信息：exeter.ac.uk/
business-school/study/masters/scholarships

你也可以搜索我们的资助数据库，其中包含

所提供的每个硕士奖学金的详细信息，以及

助学金和非学术奖学金。欲知详情，请访

问：exeter.ac.uk/studying/funding/search

申请Business World Class奖学金既有趣又富
有挑战。通过奖学金申请流程，我得以评
估和提高我的研究技能、知识和能力。 我
非常感恩获得这一荣誉，它为我打开了许
多大门。

Hanh，财务分析与基金管理理学硕士，来自越南

帮助支持 
我们希望你能享受在商学院的美好时光，把握一切机会，带着优
异成绩走出校门。  

如果你需要任何建议或支援，我们都乐意随

时伸出双手。无论是担心费用、课程内容、

住宿或个人问题，你都可以找到倾诉的对

象：

n  你的个人导师将为你提供有用的意见和建

议，涉及专业课程和校园生活等方方面

面；

n  Office Hour (与老师面谈时间）就让你有

机会轻松地与学术老师讨论课程的不同方

面；

n  学生建议小组就校园生活的不同方面提供

独立、保密和中立的建议，无论你的问题

是金钱、住宿或学术问题你都可以放心倾

诉。

除了商学院提供的支持服务外，你也可以在

有需要时使用大学众多支持服务，包括：

n  学生辅导服务

n  学术技能发展

n  残障资源中心（辅助使用）

n  住宿支持团队

n  不同宗教信仰支持

n  健康中心

n  托儿服务

n  社区协调员

欲知详情，请访问： exeter.ac.uk/ 
postgraduate/life/wellbeing

国际学生的额外支持

如果你是国际学生，国际办公室的
工作人员也可为你提供帮助，就你
在大学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任何问
题出谋划策，包括你当前的学术水
平和英语语言能力等方面。

欲知详情，请访问：  
exeter.ac.uk/internationalstudents

英语支持

INTO埃克塞特大学中心提供学期内英语课

程，该课程免费，旨在为所有国际学生提

供支持，使他们能够扩展和提高他们的语

言技能。这种支持包括：

n  学术写作与演讲技巧工作坊

n  学科特定课程、发音技巧与会 

话英语

n  一对一写作教程

商学院学生亦可参加专门为他们设计

的“商务学术英语”专题讨论。 欲知详

情，请访问：exeter.ac.uk/international/into/
programmes/insessional

面向2020届学生的

奖学金累计达100
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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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简介 

埃克塞特大学 Streatham  
校区 

火车
从伦敦帕丁顿火车站（London Paddington）
到埃克塞特市火车站（Exeter  
St David’s）的平均车程约两个多小

时。从 Streatham 校区步行至埃克

塞特市St David’s火车站仅需 15 分
钟（参见 Streatham 校区地图上标注

的步行路线）。学期期间提供免费班车。

长途汽车
英国国家快运公司（National Express）的长途

客车将停靠埃克塞特汽车站，包括由布里斯

托尔机场开出的 Falcon 号。

飞机
最近的机场位于埃克塞特市和布里斯托尔

市。埃克塞特至伦敦的飞行时间通常为 1 小

时。

汽车
可通过 M4/M5 高速公路从埃克塞特直达伦

敦、英格兰中部地区、南威尔士和北部地

区，包括苏格兰。到伦敦或英格兰中部地区

的平均行驶时间约为 2 至 3 小时。

卫星导航
搜索邮政编码 EX4 4QD 即可导航至 

Streatham 校区。请注意：校园的停车位极

其有限。有关交通方面的详细情况，请访问  
exeter.ac.uk/visit/directions

参观校园

欢迎你亲自参观我们的校园及设施。每逢周

五早上我们都会举办商学院导览，活动采取

先到先得方式，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报

名：exeter.ac.uk/enquiry

NEWQUAY

LONDON
London to Exeter: 

200 miles

BRISTOL

MANCHESTER

BIRMINGHAM

EXETER

CARDIFF

你可通过公路、铁路或航空抵
达埃克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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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exeter.ac.uk/business-school

Masters 

联系我们 

UofEBusiness

University of Exeter Business School

UofE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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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入读埃克塞特大

学商学院有任何疑问，可

于英国时间周二的11:00-
12:00或周四的14:00-15:00
期间与我们实时聊天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exeter.ac.uk/business-school

STREATHAM CAMPUS 

BUSINESS SCHOOL



Accuracy of prospectus information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ensure that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subject brochure and on the University website is correct at the time of going to press. The University will use reasonable 
endeavours to deliver programmes and other servi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scriptions provided. However, changes may 
be reasonably required to programmes, modules, entry requirements, services delivered by the University or the content of 
the prospectus, for exampl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n accrediting body or to keep courses current and accurate or to 
respond to changes which are outside the reasonable control of the University eg, a member of staff leaving the University,  
or to maintain standards of student experience. exeter.ac.uk/postgraduate/apply/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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