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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迪大学及商学院热烈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加入
我们。初入校园的前两周对你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将带
领你全方位了解学校提供的各种福利。此外，我们还将
与当地公司合作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我们将帮助你认识你的同学们和商学院的各位工作人
员，并向你介绍取得学业成功最关键的三个方面。首先，
我们鼓励所有学生能够互相支持照顾，结交朋友，并即
刻开始建立在未来商业圈的人际关系网络。其次，我们
希望你不要把自己隐藏起来。换言之，如果你有任何疑
问或不确定的事情，请随时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希望你能保持愉快的心
态。你必须努力学习才能取得成功，但请记住，努力也
是一种快乐。享受你在邓迪的时光吧，充分利用每一个
机会，当你回首往事时，会发现这是你一生中最美好的
时光。

邓迪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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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科目

商学院主要涵盖以
下关键领域：

→ 会计学
→ 银行学
→ 金融
→ 国际商务
→ 经济学
→ 市场营销
→ 管理学
→ 创业与创新

→  在商学院，我们有一支专业的
团队帮助你成就未来的事业。
我们将提供一系列就业服务，
你可以在这里与各大公司会面、
互动甚至合作，并从中获得专
家建议。

→  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
生学位将获得相关专业机构和
研究所的认证，其中包括特许
管理学院（CMI）以及特许公认
会计师公会（ACCA）。这意味
着你所获得的学位将得到国际
的认可。

→  我们的多数硕士学位都是灵活
的，因此你可以选择学习与你
的兴趣和职业规划相关的领
域，也可以在抵达邓迪之后考
虑更换专业。

→  我们鼓励你在留学期间积极结
交朋友、建立并发展商业联络。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一起
学习将会是一段非常激动人心
的时光。

邓迪商学院研
究生课程

→  我们愿意为有抱负的创业者
和创新者提供广泛的支持。学
校的创业中心也将就如何启动
并建立商业项目为学生提供建
议。

→  无论在课堂内还是课堂外，我
们的教职员工都愿意随时为你
提供帮助。

→  遍及全球的校友网络是我们教
学能力的最佳证明，其中多数
校友正任职于世界顶尖的企业
中。

→  邓迪大学乃至整个城市都将为
你提供舒适且充满乐趣的生
活、工作和学习环境。邓迪正迅
速成为英国最具创造力和活力
的城市之一。

为什么选择邓迪？

→  我们是英国特许商学院
协会（CABS）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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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不断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商
业网络是你成功的关键。这一过程应当从大学时代开
始，而我们将尽全力为你创造一切机会，帮助你与商
学院的同学们建立友谊。他们有可能成为你未来的
业务伙伴、客户或同事，当然，有一些同学可能也会
成为你未来的竞争者！在学习期间，你可以与志趣相
投的同学一起创业，或者听取他们的建议以完善你的
商业构想。从第一天起，你就将与其他同学一起完成
项目和报告，获得团队合作的经验。

开始建立你的
商业网络

商业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
不断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商
业网络是你成功的关键。

邓迪的商业环境

邓迪作为英国的一个重要港口，在航运业方面有着悠
久的历史。此外，邓迪还拥有举世公认的新闻媒体产
业，英国最大的媒体组织之一DC Thomson的总部至
今仍位于邓迪市。数百年来，邓迪的制造业不断变迁，
包括糖果等产业一直持续的发展。

如今，邓迪的商业环境非常注重设计的商务性、创新
性和前瞻性。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设计与文
化之城，邓迪已然成为英国“最酷的小城市”之一，这
里拥有英国的第二座V&A博物馆以及第一座设计博
物馆。此外，电脑游戏的设计与开发也是邓迪的一项
重要产业。

邓迪周边的安格斯地区在农业、食品饮料生产、旅游
观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即便是在这些传统领域，设
计、创新与创业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苏格兰
的威士忌早已闻名遐迩，但你可能不知道苏格兰现在
也是全世界杜松子酒（金酒）产量最高的地区，并且
大部分的苏格兰杜松子酒都是由农村小型创新公司所
生产的。

邓迪在苏格兰的中心位置也让它受益于英国的其它成
熟产业，包括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等。被称为欧
洲石油和天然气之都的阿伯丁距离邓迪仅有一个小时
的车程。邓迪历史悠久的港口已经焕然一新，与石油、
天然气、能源相关的项目和工作机会正在不断增加，
包括之前停用的项目也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另
外，爱丁堡的主要金融服务区距离邓迪同样也只有不
到一个小时的车程。

邓迪的市民和社区欢迎各种新奇的想法，这里不仅是
你拓展业务的理想之选，更是一座适宜生活、工作和
学习的城市，当然也包括学习商科。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设计
之城，邓迪已然成为英国“最酷的
小城市”之一。这里有着英国第二座
V&A博物馆以及苏格兰第一座设计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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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工作支持

我们知道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发展自己在
商务领域的职业生涯、或是从其它领域涉足商业、甚
至创建属于自己的企业。你可能希望加入国际品牌，
也可能钟情于中小型组织。

无论如何，我们都会为你提供各种服务，帮助你在毕
业后找到最合适的工作。

我们会为你安排由跨国公司组织的职业研讨会。在讲
座和辅导课上，你将有机会听取行业专家的意见。我
们拥有一支专门为商学院学生服务的员工团队，他们
将为你提供如何寻找理想的工作、以及如何规划未
来职业的建议。最后，作为学位课程的一部分，我们
的商业咨询计划也将帮助你组建自己的团队，并让你
参与实践项目以获得真实的工作体验。

我们的全球实习计划是另一个面向研究生开设的精
彩项目。我们将为学生提供在中国、越南、墨西哥和
英国的实习机会，并且主要集中在使用英语的企业
中。这些实习机会对你的课程学习至关重要。

行业支持

我们欢迎经验丰富的商务人士加入我们的商学院，和
学生们分享他们在商业领域的感悟。我们每年都在努
力寻求各种形式的行业支持，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行
业专家花时间与学生们分享经验与知识。

我们鼓励每一名学生充分利用这些机会，虚心采纳行
业专家的建议，并向他们讨教关于未来职业发展的问
题以获得更好的求职机会。

我们与专业机构的紧密联系会让你受益匪浅。作为学
位的一部分，专业机构的资格认证将进一步提高你的
就业能力。此外，这些机构所提供的其它服务，例如
嘉宾演讲、社交活动、研讨会和讲习班等也将给你带
来极具价值的帮助。

当你在邓迪攻读学位时，请尽可能地抓住一切有助
于你迈向成功的机会。我们发现，经常参加与就业能
力相关服务的学生总是更有机会取得在职业生涯上
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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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顾问委员会
2020年，我们迎来了第一批新成员加入我们的行业顾问委员
会。该委员会由全球各行各业的商业领袖和专业人士所组成，
他们每个季度都会与校方会面，以讨论不同的想法与创意。行
业顾问委员会旨在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同时确保我们为学
生提供的教学服务与行业发展保持一致。

Jeff Casson
首席投资官 
True Potential LLP

John Brown CBE 教授
主席 
NHS格拉斯哥和克莱德大区

Dawn McKaig
人力资源与运营主管 
Securitay

Caroline McKenna
首席执行官 
Social Good Connect 

Robin Presswood
执行董事 
邓迪市议会

Scott Brady
邓迪大学荣誉院士 
斯特林大学入驻企业家

Cilla Ross
诺丁汉大学合作学院院士、
合作教育荣誉教授

Omar Pacha
总经理及主教练 
Dundee Stars 

Lindsay McCallum
执行董事 
NCR

James McCafferty
常务董事 
Bestport (Europe ) Ltd

Alison Henderson
首席执行官 
邓迪安格斯商会

Gary  McEwan 教授
首席执行官 
Elevator UK

Harry MacLean
常务董事 
Carrick Management 

Ben Thomson CBE, FRSE

客座教授 
邓迪大学商学院

Alan Boyter
董事 
Dignity HR Solutions

David Morrison
合作伙伴 
Tax and Leisure, EQ

Magnus Lundback
执行副总裁 
Getinge 

Jim Love 教授
亚当斯密商学院 

David Nish
非执行董事兼主席 
沃达丰集团审计与风险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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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
安永

Aviva
英杰华

KPMG
毕马威

Standard Life 
标准人寿安本

PWC
普华永道

Morgan Stanley
摩根士丹利

Deloitte
德勤

Forestry Commission 
林业委员会

Scottish Enterprise
苏格兰企业协会 SSE

Shell
壳牌

Accenture 
埃森哲

Rolls Royce
劳斯莱斯

BNP Paribas
BNP巴黎银行

RBS 
苏格兰皇家银行

Nestle 
雀巢

L’Oreal – UK & global
欧莱雅—英国及全球

Fox News – USA
福克斯新闻—美国

Michelin Tyres
米其林轮胎

JP Morgan – UK & global
JP摩根—英国及全球

Lloyds
劳埃德

Black Rock
黑石集团

Bank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

Deutsche Bank 
德意志银行

HSBC
汇丰银行

Virgin Atlantic Airways
维珍大西洋航空

London Stock Exchange
伦敦股票交易所

Jaguar Land Rover 
捷豹路虎

毕业生去向
作为商科学生，你需要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并做好
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的充分准备。我们无法向你
保证你最终将在哪里找到合适的工作，但我们可以
向你展示部分毕业生在职业发展方面的成功案例。

Evette Mearns
安永税务顾问，爱丁堡 

邓迪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生

校
友
档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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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p Jaswal 
福克斯新闻频道国际事务负责人，纽约 

邓迪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生

Murray Mackinnon
德意志银行美国商业房地产首席运营官，纽约 

邓迪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生

Chris Mok
富达国际业务变更管理分析师，香港 

邓迪大学金融学专业毕业生



Jiayu Gu
管理与创业理学硕士

“我选择这个专业（管理与创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一直都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创业。我的梦想是成为

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并创建一个能够帮助他人的国际
慈善机构。

  我非常喜欢邓迪大学，不仅因为这里有一流的学习环
境，还因为这里的教授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都
非常友善。

  我在邓迪大学成立了全新的团队，经过2个月的努力，
我们拥有了来自不同大学的2000多名用户。虽然我
现在已经毕业返回中国，但我非常想念在邓迪度过
的一年学习时光。出国留学不仅能够学习知识、感受
文化差异，还让我们结交到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同
时，邓迪杰出的教授们用独特的教学方法给我们的生
活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dundee.ac.uk/stories/meet-jiayu-gu- 
postgraduate-student

如今，商业发展越来越关注创业、创新和企业管理这
三个方面。每年我们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渴望建
立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我们谈论创业和创新精神，
不仅仅是指创建自己的企业，还包括培养整体的创业
思维，以及为雇主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能力，这对于
不断提升企业效率、成本效益、盈利能力和应变能力
至关重要。

邓迪大学商学院与创业中心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创业中心旨在向有抱负的企业家提供从财务、法律、
销售到营销等全方位的建议和帮助。同时，创业中心
还将给予资金支持方面的建议，并为有创业理想的学
生提供一流的工作环境。每年的创业大赛还会为最终
的获胜者提供资金奖励。

作为邓迪大学就业服务的一部分，我们每年都会邀请
一批成功的企业家前来举办学生会谈，并和学生们分
享自己的个人经验。

创业与创新 Yan Jiang 
创业者—高尔夫旅游业务 
专业会计硕士专业毕业生 

Caron Dhillon
银行与金融学理学硕士 
(现为国际银行理学硕士专业） 

Raquib Alam 
壳牌石油市场分析师，伦敦 
经济学毕业生 

校
友
档
案

校
友
档
案

“我在邓迪大学获得了专业会计学理学硕士学位。之
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它可以让我在毕业后享受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9个科目的免考政
策（F1至F9）。这帮助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
ACCA考试计划。”

“中国实习生计划让我感受到了不可思议的文化体验。
在我去中国工作之前，我真的无法想象中国有多大，
不知道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中国的实习经验让我
了解了这个国家与众不同的商业运营方式。”

“努力获得最好的成绩并让自己与众不同，这非常重
要。企业界竞争异常激烈，你必须拥有一定的优势才
能从其他10,000个申请者中脱颖而出。实习、体育、
学术成就，这些都只是实现这一点的几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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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硕士学位通常为期12个月，旨在帮助学生提升特定学科
的教育资历。
商务硕士学位涵盖许多关键的商业主题，包括金融、管理、市场
营销、战略、会计等。一般而言，学生需要选择其中一个具体领
域深入学习。
成为商科硕士学位的学生意味着什么？
你必须努力完成学业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作为学习任务的一
部分，你需要积极参加讲座、辅导课、研讨会、以及分组学习。
此外，硕士生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独立研究以帮助你对所学内容
形成自己的看法。
在学习过程中，你既需要独立工作，也需要参与团队合作。无论
你将来进入哪个领域，团队协作和有效沟通都是必不可少的技
能，这将有助于你提出自己的想法并开发创新的解决方案。邓
迪大学商学院将努力为你提供机会发展这些技能。

商科硕士学位概览

学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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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  申请人应当至少拥有相当于英
国2:2级的荣誉学位。如果你此
前的学历不满足此要求但具有
一定的工作经验，仍然可以与
我们保持联系，我们将为你寻
找其它可行的入学方案。

学费

→  国际/欧盟学生学费—£18,950
 英国学生学费—£7,950*

访问以下链接获取详情： 
dundee.ac.uk/business/study

*此信息精确在打印册子前

转换学位

国际银行与金融类
→ 国际银行与金融学理学硕士

→ 国际银行理学硕士

→ 国际银行、金融与投资管理理学硕士

→ 国际银行、金融、风险与监管理学硕士

国际市场营销类
→ 国际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 国际市场营销与品牌理学硕士

→ 数字营销与社交媒体营销理学硕士

→ 国际市场营销与管理学理学硕士

→ 国际市场营销与金融学理学硕士

国际金融类
→ 国际金融学金融硕士

→ 国际金融与投资管理金融硕士

→ 国际金融、风险与监管金融硕士

管理类
→ 管理学理学硕士

→  管理学与金融理学硕士

→ 管理学与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 管理学与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 管理、策略与领导力理学硕士

→ 管理与创业学理学硕士

我们的转换学位包括...

转换学位还包含一系列的专业方向。不同的专
业方向旨在帮助你专注于自己认为重要且感兴
趣的领域。
这些学位的课程设置非常灵活，我们希望它们
可以让你的学业更加轻松，并且能够自由选择
适合自己也有益于你未来职业发展的学位。

“  我想要学习管理方面
的知识，该学位为我
提供了很多不同的专
业选择。”

 Aghogho Odibo 
 管理与国际商务理学硕士

国际商务类
→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会计与金融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银行与金融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创业学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金融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投资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管理学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市场营销与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策略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伊斯兰金融理学硕士

伊斯兰金融类
→ 伊斯兰金融理学硕士

→ 伊斯兰银行与金融理学硕士

→ 伊斯兰银行、金融与国际商务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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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银行与金融理学硕士

国际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该学位已获得特许银行家协会的认证。以下列出的前
三个学位可以向毕业生提供完整的特许银行家身份，
第四个学位则可以提供副特许银行家身份。

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并且变得日趋复杂。
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必须能够理解并分析各
项金融活动、准确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
这会涉及与银行、金融系统和国际市场相关的知识，
以及商业和中央银行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该
学位将重点研究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金融课
题，包括不同国家的国际银行体系、货币、投资和法
规等内容。

在过去的十年中，市场营销作为一门商业学科发生了
巨大变化，这主要归于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现代企
业越来越多的使用社交媒体与国际客户进行交流与
互动。尽管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营销的基本创始原理
仍然保持不变，并且与以往一样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邓迪大学商学院的营销学位重点关注营销的基
本原理，并涵盖专业营销人员必须使用的最新营销渠
道、工具和策略。

我们非常清楚学生希望在市场营销领域学习哪些内
容，因此，我们在国际市场营销学位的基础上设计了
多个关键专业领域。

你可以选择以下学位之一：

→  国际银行与金融理学硕士

→  国际银行理学硕士

→  国际银行、金融与投资管理理
学硕士

→  国际银行、金融、风险与监管理
学硕士

你可以选择以下学位之一：

→  国际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  国际市场营销与品牌理学硕士

→  数字营销与社交媒体营销理学硕士

→  国际市场营销与管理学理学硕士

→  国际市场营销与金融学理学硕士

国际金融学金融硕士
该学位旨在向学生介绍现代商业组织的运作方式，以
及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在全球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
无论你之前是否拥有商科学位，只要你希望涉足或拓
展自己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职业道路，那么国际金融学
硕士学位都是你的最佳选择。

国际金融学的选修课程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包括国际
金融、全球金融市场、全球风险分析、风险与投资、
以及新兴金融市场等。

你可以选择以下学位之一：

→  国际金融学金融硕士

→  国际金融与投资管理金融硕士

→  国际金融、风险与监管金融硕士

“  授课老师来自不同的背景，
课堂内外的小组讨论和小
组合作等互动形式都非常
精彩。”

 Lily Igwe
 国际商务与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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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理学硕士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学位重点关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
发展趋势。这是邓迪大学最受欢迎的领域之一，很多
学生都希望以此了解世界各地的商业运作所涉及的
不同流程、机制和决策。具体而言，你将接触以下领
域：全球金融市场、国际商务策略、国际贸易、全球风
险分析、公司治理等等。

伊斯兰金融理学硕士
邓迪大学商学院与Al-Maktoum学院合作开设了三个
不同的伊斯兰金融学硕士专业以帮助有需要的学生
提升、改变并拓展自己的职业前景。

我们在传统金融和国际商务方面的实力结合Al-
Maktoum学院在伊斯兰金融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专
业知识，确保我们所开设的这三个理学硕士学位理论
与实践并行。

我们的硕士项目将为学生提供在全球金融体系内从
事相关工作所必需的知识、技术和分析能力。

你可以选择以下学位之一：

→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会计与金融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银行与金融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创业学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金融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投资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管理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市场营销与人力资源管
理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策略理学硕士

→  国际商务与伊斯兰金融理学硕士

“  我之所以选择邓迪大学，是因为这里
拥有一支在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极为
强大的学术团队，他们在该领域取得
了杰出的成就。其次，邓迪还是英国
学生体验最佳的大学之一。”

 Jason Zhu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 你可以选择以下学位之一：

→ 伊斯兰金融理学硕士

→ 伊斯兰银行与金融理学硕士

→  伊斯兰银行、金融与国际商
务理学硕士

基于研究生的学术能力，你可以通过该学位获得管理
企业所需的管理和领导技能，甚至是创业能力，这其
中涉及人员及绩效管理、危机与变革管理、项目及其
风险管理等多个领域。

该专业为学生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去学习不同管理
学的观点和主题。我们所设置的课程可以帮助学生
掌握在不同场合（例如小型公司、覆盖全球的大型跨
国公司、公共部门、以及国际和慈善组织）胜任不同
工作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此外，该专业还将向学生
提供创立和运营自己的企业所需要的能力并培养学
生的创业精神，这对于跨国公司和中小型企业来说都
非常重要。

你将学习如何制定合适的策略来应对全球管理的挑
战与机遇，无论是为你的雇主、为自己的企业、还是
为慈善机构。你还将通过案例研究和现实项目学习如
何将最新的学术思维和管理策略付诸于实践。

该学位已获得CMI的双重认证。这意味着你将在完成
学位课程后成功获得第二个专业资格。

你可以选择以下学位之一：

→  管理学理学硕士

→  管理与金融理学硕士

→  管理与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  管理与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  管理、策略与领导力理学硕士

→  管理与创业学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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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理学硕士项目

选项

1 2 3
首先，你需要与我们的学术人员讨论你
所选定的项目构想，在这一过程中，你有
机会与专业组织进行合作。在一部分学
生看来，将本科所学知识与新的商业管
理技能相结合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因此，他们在保持最初热情的同时， 
也开始专注于新的商业技能。

独立项目

你将有机会加入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机
构进行为期8周的实践工作，你可以选择
在中国、越南、墨西哥或者曼切斯特（中
国）进行这次的实习。这将是一次绝佳的
机会，在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感受
其商业运作方式。在实习结束时，你需要
根据自己的经验撰写一份报告。

全球实习机会

你可以直接参与专业组织的咨询项目并
完成独立报告。我们每年都会向学生提
供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项目机会。你
需要在开展具体工作之前听取关于该组
织的简短介绍。此外，你还需要制定完
整的计划并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以撰写
独立报告。

应用咨询项目

我们为你提供了三种理学硕士项目课程的选项。无论你选择哪种转换学
位，项目课程都是你必须要完成的核心课程。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硕士
项目是获得最终学位的重中之重，它旨在帮助你在相关的学术领域掌握
必要的理论、经验、以及分析和陈述能力。

项目案例

“  我乐于在生活中接受不同的
挑战。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下
课后与同学们在图书馆会面，
而且我特别享受在邓迪和朋 
友们一起庆祝中国新年。”

 Xiaoxiao Zhang — 创业者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

Strathearn Strategic Consulting

公共部门应用咨询

邓迪市议会正在研究如何提高部门与部
门之间的流程和支出效率。目前，邓迪
市议会的商务转型团队正在审批多个项
目，他们很乐于与学生团体一起开展研
究和分析工作以明确邓迪市议会未来的
发展方向。这些项目非常适合那些对财
务、数据分析、工作流程和商业策略感兴
趣的学生。

Angus 3D Solutions邓迪市议会

创新型3D打印公司 
行业应用咨

你将有机会与一家充满活力的创新型公
司合作，对他们的潜在市场、以及如何
有效塑造和营销当前服务进行研究与分
析，以便为公司的未来发展提供有价值
的参考。

专门与中小型企业合作的专业管理顾问

“在这里的实习经验令我印象深刻，因为
它足够专业、并且以过程为导向。

我有幸参观了位于珀斯的公司办事处，
并会见了热情、充满活力的当地团队，他
们正在为苏格兰及其周边地区的中小型
企业提供解决方案以应对他们所面临的
复杂问题。”

理学硕士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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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们与Pagoda Projects的合作关系，我们很高
兴能够为学生提供在中国、越南、墨西哥和英国（曼
彻斯特市）的实习机会。此外，你还可以选择通过远
程和完全在线的方式进行实习。

我们的实习项目同时也面向入读转换学位的学生。

我们的硕士课程非常重视“团队建设”，旨在帮助学
生了解国际和国内文化差异在公司运作中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以及它们对产品和就业市场的具体影响。

全球实习为期8周，所有的实习项目都会与学生在中
国、墨西哥、越南或曼彻斯特（英国）所选择的行业
相匹配。

学生在出发前会获得学校提供的各项支持，并可以通
过Skype和Facebook加入其它实习社区。在你抵达
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后，我们将为你安排英语导师，他
们会向你提供持续的支持服务、以及24小时的紧急
联络服务，并会在你需要时提供必要的帮助。

全球实习机会

→  曾攻读管理学与市场营销理学
硕士

→  2019年英国曼彻斯特Slade & 
Cooper营销实习生

→  以详尽文档概述研究结果，为
项目经理、客户和其他营销团
队成员提供决策支持

→  组织相关活动以建立社区关系
并最大化营销策略

→  管理公司的社交媒体页面以及
博客

→  制作了包含超过500个潜在客
户的目标客户列表

Riya’s 的经历
“在曼彻斯特的工作经历对我来说

是梦想成真。我一直想体验不同
国家的职场文化，很幸运能够通
过Pagoda项目实现我的愿望。我
在实习期间获得的知识和信息让
我大开眼界，也让我对未来的规
划有了新的认识。这座城市有着
无与伦比的氛围，我很想再重新
经历一次。

我将永远感谢邓迪大学和Pagoda
帮助我开启职业生涯并实现我的
梦想。邓迪确实是最好的大学。”

Riya目前在印度的一家公司担任
品牌经理。

全
球
实
习
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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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 雅思总分6.0

学费

→  国际/欧盟学生学费—£18,950
  英国学生学费—£7,950*

→  一般而言，申请人应当拥有至
少具有相当于英国2:2级的荣 
誉学位。详情请参见学位具体
信息。

→ 每年1月和9月入学

访问以下链接获取详情： 
dundee.ac.uk/business/study 

*此信息精确在打印册子前

我们的延伸学位与专业学位旨在帮助学生丰富现有的知识储
备。这些学位主要面向在相关领域已经获得本科学位的学生，
以此将他们的学术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另外，这些学位
也非常适合希望从事实践工作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

延伸学位与专业学位

会计与金融类
→ 会计与金融理学硕士

→ 国际会计理学硕士

→ 会计、管理与策略理学硕士

金融类
→ 金融学理学硕士

→ 金融与风险理学硕士

→ 金融与银行理学硕士

→ 金融与投资理学硕士

专业会计理学硕士

我们的延伸学位与
专业学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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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理学硕士

“  邓迪是一座宜居的城市，这里的居民亲切且
友好。请做好努力学习的准备吧，课程作业
很多，但这是值得的。你将在毕业后获得职
业发展所需的关键经验和技能。在这里学
习是一次绝佳的机会，请不要错过。”

 Thanchanok Chayawatto
 金融学理学硕士

该学位专门为希望从事金融或财务管理工作的学生
而设立。

课程内容重点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关注的国际金
融、金融市场和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

金融学理学硕士学位旨在解释现代商业组织的运作
方式，以及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在全球经济中所发
挥的重要作用。具体的课程设置涵盖了金融实践中
用于调查公司价值和资产价格的最新统计技术，这
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金融学和金融市场中的当代热
点问题。

获得金融学硕士学位的学生可享有以下ACCA考试
的豁免资格：应用知识AB、应用知识MA、应用知识
FA（之前被称之为F1-F4）。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会邀请客座嘉宾对校内课程进行
有效的补充，为学生们讲解行为金融学、投资组合管
理、高频交易和国际贸易等方面的主题。

学生还有机会前往伦敦参观英格兰银行、劳埃德保险
市场，并出席由银行家和金融分析师发表的演讲会。

你可以选择以下学位之一：

→  金融学理学硕士

→  金融与风险理学硕士

→  金融与银行理学硕士

→  金融与投资理学硕士

会计与金融理学硕士
该学位旨在探索会计、财务、管理和战略等多个方面
之间的具体联系，例如国际金融会计与报告、公司财
务、公司治理、国际金融、风险管理、以及管理与战
略。这将有助于学生建立并拓展自己在会计、金融理
论及实践方面的国际视野。本专业的教学内容侧重于
会计准则、主要准则制定机构对商业运营施加的影
响、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

该学位将引导学生接触当代重大争议问题，并向学生
展示如何将理论应用于会计、金融、管理和战略领域
的现实问题中。此外，我们还将帮助学生了解在应用
这些理论时所面临的挑战。

你可以选择以下学位之一：

→  会计与金融理学硕士

→  国际会计理学硕士

→  会计、管理与策略理学硕士

该学位可提供ACCA考试F1-F4的
豁免资格（已被重新命名为应用知
识AB、应用知识MA、应用知识FA
和应用技能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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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eda Humayra Abedin 
专业会计学理学硕士

“我在邓迪度过了学习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对我而
言，这座城市以及这里热情友好的市民让邓迪成为了
我的第二个故乡。

在邓迪大学攻读专业会计硕士学位使我在就业市场
上具有了巨大的竞争优势。该专业的一个主要优点是
其课程设置与ACCA的形式高度符合，并且在成功获
得学位后，毕业生可以享有ACCA考试F1至F9的豁免
资格。因此，攻读专业会计学理学硕士学位可以为毕
业生成为一名合格的会计师做好充分的准备。”



专业会计学理学硕士
该学位将硕士水平的学术内容与英国特许公认会计
师公会（ACCA）的专业机构认证融为一体，这是英国
第一个获得全面认证（即，享有最多9门考试豁免）的
理学硕士项目。

毕业生可以获得ACCA所有应用知识和应用技能类的
考试豁免资格。

通过攻读该学位，学生将掌握未来雇主所看重的、进
入会计领域必不可少的关键技术和能力。它将帮助
你在日益全球化的会计和报告环境中更好地了解会
计惯例、法规和标准。

入学要求： 
一般而言，申请人需具有会计或相
关学科至少相当于英国2:2级的荣誉
学位，并掌握充分的会计知识。此
外，我们对于拥有相关高级专业实
践经验的申请人也会予以考虑。

英语语言要求： 
如果你的母语不是英语，则雅思总
分需要达到6.0（或同等水平）。

Sughter Gege 
会计与金融理学硕士 
全球优秀人才奖学金获得者

“邓迪是一个人口适中的小城市，这让它成为一个安
静的学习场所。不过，邓迪大学出色的排名和显著的
增长率才是真正吸引我来到这里的原因。不仅如此，
邓迪大学提供的课程大纲与我之前的研究非常相似。
我很荣幸能够获得这项奖学金。

来到邓迪之后我感到无比兴奋，这里的高地、邓迪山
丘、不同文化特色的餐厅、酒吧里的乐队表演都让我
印象深刻。而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里的居民，他们真
的非常友好、乐于助人。我爱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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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所以选择邓迪是因为这里拥
有强大的非洲社区，而且我从朋
友那里得到了很多好的建议。”

  Philip Botchway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



如果你之前的学历资格不符合我们的入学要求，请不
要失望，我们还将为你提供预科项目。

开设预科项目的邓迪国际学院（ICD）是位于邓迪大
学校园中心地带的一所嵌入式学院，主要面向国际
学生，旨在为你提供进入商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另
一种途径。我们的预科项目侧重于学习英语语言和大
学水平的核心知识与技能。在成功完成预科项目后，
你将获得所选学位的入学保证。我们不需要你再次
提交申请。

如果英语不是你的母语，那么你也可以参加我们的学
前语言课程，包括4周、6周、11周和14周四种不同课
时。对于9月入学的学生来说，语言课程一般从6月开
始，而对于1月入学的学生来说，语言课程一般从9月
开始。

完整详情： dundee.ac.uk/study/english-international-
students/pre-sessional/ 

学期中的语言支持——在专业课程开始后，你还可以
通过我们为期10周的语言培训项目来强化自己的英
语语言和学术能力。这一项目对所有国际学生都是免
费的，你需要通过分班测试进入该项目。

商务专业管理英语课程——这是为商务专业的国际学
生免费提供的课程。虽然该课程不会被计入最终的学
位成绩表，但会向成功完成课程的学生出具证书，这
是让你的简历增值的绝佳机会。

预科项目 英语语言支持

商学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乐于为你提供帮助，在
任何情况下，学生都是我们工作安排的重中之重。在
邓迪学习的最大好处是这里的讲师都非常平易近人，
且我们的班级规模不会太大，因此你可以在下课后随
时与讲师交谈，你还可以在讲座和课堂上提出自己的
疑问。此外，我们的辅导课采用小班制，旨在鼓励学
生参与互动并开展详尽的讨论和分析。你也可以与讲
师预约见面并提出自己的问题，作为回报，他们希望
看到勤奋努力、充满热情的学生。

我们面向国际事务的员工团队由各个领域的专家所
组成，包括战略、领导力、数字营销、城市品牌、经
济、银行学、投资等多个方面。

访问以下链接了解关于员工及其专业能力的更多信
息： dundee.ac.uk/business/staff

员工

商学院的科研工作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所（ISSR）
的一部分。具体而言，我们的科研项目涵盖以下关
键主题：

→  健康与福祉
→  社会正义与社会变革
→  治理、政策与法规
→  环境
→  方法与数据分析的创新

请与我们取得联系了解关于科研和博士学位的更
多信息。

科研与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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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期：6月 | 9月 
两个学期：1月 | 4月 | 6月

在研究生阶段，你可以选择学习我们的国际联合硕士
课程（IIM）。

IIM项目是专为那些没有资格直接进入邓迪大学攻读
研究生学位的学生而设计的，这可能是因为你在本科
学位中取得的成绩未能符合我们的要求、你目前的学
历不等同于英国本科学位、或者你想进一步提高自己
的学术和英语语言技能。

邓迪国际学院国际联合
硕士课程概述

我们的IIM项目将帮助你掌握必要技能以便在邓迪大
学完成研究生课程。根据你的学历和英语语言水平，
你可以选择学习一到两个学期的IMM课程。一学期的
课程将为你提供通往所选学位的捷径，学习时间超过
三个月。两学期课程的学习时长超过六个月，将为你
提供额外的学术英语和学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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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合硕士课程（IIM）

本国的本科学历 毕业

国际联合硕士
第1阶段 第2阶段

硕士预科 硕士课程学习

英语先修班
牛津国际
教育集团提供

升入邓迪大学



在攻读硕士学位的同时免
费提升管理英语水平

英语是世界通用的商业语言。作为硕士学位的一部
分，我们将为你提供学习“专业管理商务英语”的机
会（每学期安排一门课程）。这些课程不会计入你的
整体学位学分，但会在你的学术成绩单上列为“已完
成”。

我们的学生怎么说

通过这些课程，你将在毕业后进入就业市场时掌握
足够的商务英语技能，并确保自己的英语水平足以展
示你对学位课程的理解。英语教学的重点之一是支
持你完成所选择的专业课程，这意味着除了提高你
的整体英语语言技能外，你还可以获得额外的评估
支持。

“ 这门课程最好的地方是导师会一直向我们
提供支持，她不仅帮助我们提升写作与口语
能力，还会帮助我们批改作文、给予最及时
的反馈、并根据我们的评估情况调整她的
课程安排。”

“ 在老师的帮助下，我可以更好地理解课程内
容并在作业中完整表达自己的想法，这让我
受益匪浅。”

“ 这门课程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有用，例如它有
助于提高我们的学术写作能力和报告能力，
这一点已经反映在了我们的成绩上。”

“ 这门课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关于新
兴金融市场和投资的阅读材料、完成评估工
作、并且有助于同学之间通过线上方式相互
沟通和问候。”

“ 对于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国际学生来说非常
有用，它为我们提供了学术写作方面的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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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迪大学商学院有着友好包容的
氛围。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
学生。我们国际化的教学团队期
待为你传道、授业、解惑。

→ 阿根廷
→ 加拿大
→ 中国
→ 埃及
→ 法国
→ 德国
→ 加纳

我们欢迎来自以下国家/地区的学生：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爱尔兰
→ 意大利
→ 肯尼亚
→ 科威特
→ 马来西亚

→ 荷兰
→ 尼日利亚
→ 波兰
→ 卡塔尔
→ 新加坡
→ 西班牙
→ 沙特阿拉伯

中国•

加纳•
乌干达•

科威特•

阿根廷•

加拿大•

台湾•
泰国•

马来西亚•

荷兰•

• 尼日利亚

埃及•

• 坦桑尼亚

• 英国
• 法国

爱尔兰 • 

• 意大利

• 新加坡 • 印度尼西亚

• 印度

• 沙特阿拉伯

• 波兰

• 肯尼亚

• 卡塔尔

• 德国

• 西班牙

→ 台湾
→ 坦桑尼亚
→ 泰国
→ 乌干达
→ 英国

北美洲

南美洲

欧洲

非洲

亚洲

澳大利亚及
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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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迪是苏格兰对学生最为友
好的城市，这里约有五分之
一的人口接受了高等教育或
继续教育

1/5 740
→ 对于苏格兰经济的贡献 
  我们的年收入超过2.4亿英镑，

每年对苏格兰和英国经济的贡
献高达7.4亿英镑

1
→  我们的国际学生满意度在苏

格兰大学中高居榜首——基于
（国际学生调查）

7英国排名第 亿英镑 苏格兰第

16500名学生
→   邓迪大学共有16,500多名学

生和3,000多名教职员工

50世界
→  英国唯一入选“自然创新指

数”世界前50名的大学

→  我们的会计/金融专业在
 《2021/22完全大学指南》
 中排名英国第7位

20英国前
→  英国排名前20的大学 

根据2021年《卫报》大学排名

25%的国际
学生

→  邓迪是一个多元化的社区， 
我们有25%的学生来自英国 
以外的140多个国家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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