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在諾丁漢生活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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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課程 

13

相關課程

國際校園 



入學要求 
入學申請 

作為英國發展最快的機場其中之一，
東密德蘭機場 距市中心僅 40 分鐘路
程，且設有 24 小時巴士服務。

4

職業與專業發展
資助 

到達學校極為容易。諾丁漢距離倫敦
不到兩小時車程，這裏四通八達的交
通四通八達，可通往英國首都和其
他地方。

12
22
24

貝爾法斯特

26
27

一個具有開拓精神
的城市

諾丁漢市是工作與學習的首選之地。世界一流的諾丁
漢大學所在地，是一個文化多元、有著強烈的社區意
識的繁榮城市。

從諾丁漢駕車前往伯明罕國際機場
無需一個小時。

愛丁堡

曼徹斯特至諾丁漢 搭乘火車 2 小時

東密德蘭

曼徹斯特

伯明翰

諾丁漢擁有優良的交
通網，
與英國其他地方及更
廣闊的世界有著良

卡迪夫

諾丁漢到英國主要城市的鐵路服務
班次頻繁，其中前往倫敦的火車為每
30 分鐘一班。位於倫敦 St Pancras
International 的歐洲之星站可讓您
在短短幾個小時內就從諾丁抵達巴
黎或布魯塞爾。

諾丁漢

諾丁漢至倫敦 搭乘火車 1 小時 45 分鐘

倫敦

好的連結。

Jubilee 校區與大學公園校區均位於諾丁漢市中心，這裏是東密德蘭的商業與文化中心。多
家英國僱主企業總部設於此地，包括沃爾格林聯合博姿集團、益百利、第一資本、意昂集團以
及稅務局。

獲命名為英國最好

許多大型藍籌公司和知名組織機構在該市及其周邊設有辦事處，而商學院與其中多家公司有
著密切聯繫，其中包括位於德比郡附近的勞斯萊斯。這個城市有著創意區域正在蓬勃發展，憑
著創業家事業促進諾丁漢市的發展。

及最安全的地方
之一，8 次獲得紫

音樂愛好者可選擇世界知名的 Rock City、Motorpoint Arena 或小規模劇場舉行與觀眾更親
近的表演。如果您喜歡購物，這裏的獨立精品店與復古商店以及大型購物中心內的商業街必定
能滿足您的需求。這個城市也是熱門美食勝地，有著多家連鎖及獨立咖啡館、餐廳與熟食店。這
裏還有世界一流的體育設施，例如 Trent Bridge 板球場以及國家水上運動中心。

旗獎

諾丁漢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老城市 — 您可探索腳下古老的洞穴，或在 Wollaton 公園悠閒漫
步，參觀壯觀的伊麗莎白女王大廳。諾丁漢更有名的名勝有羅賓漢的雪伍德森林和每年十月
舉辦、歷史悠久的 Goose Fair。

世界前
100 名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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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學

2019 年度 QS 世界大學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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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我們？

沒有圍牆的大學

卓越教學

2017 年度卓越教學架構 (TEF)；TEF
Gold（大學教學評定）附屬羅素大學
集團八家大學之一

諾丁漢大學是享負盛名的羅素大學集團成員。

諾丁漢大學 商學院
諾丁漢大學商學院位於本校屢獲
殊榮的 Jubilee 校園，有著英國最
現代，最美麗的學習環境之一。

我們以世界領先的研究項目解決今天的全球性挑戰。研究項目旨在改變生活、塑
造未來、改善世界各地社會。

我們的六大卓越信標讓我們在食品安全領域、結束現代奴隸制、綠色交通、確保低
碳經濟、智慧產業和產品的革命，以及透過成像技術改變醫療保健。

諾丁漢大學在英國、中國大陸和馬來西亞設有校園，在教學和研究方面享譽全球。

46,000

位學生遍佈我們
各個校園

我們在諾丁漢、中國和馬來西亞的商學院獲得了歐洲
管理發展基金會授予 EQUIS 認可，同時獲得了世界領
先的商學院認證機構 Association of MBAs 認可。
我們是金融和管理教育的國際領先者，也是創
業精神、創新和可持續發展的研究領先者。
在最新的研究卓越架構中，我們在英國排名第
六，這正是我們研究的質量和影響力的反映。

我們的學術人員是所屬領域的領先研
究人員，我們的教學以其獨特的研究為
基礎。本校擁有來自超過 150 個國家的
學生和員工，可為您帶來獨特的國際經
驗， 有機會與全球同業建立有價值的業務關係。

97%

我們的研究獲得國
際認可
2014 年度研究卓越架構

令人感到振奮的
是，本校研究項目
總值超過
4

7.99 億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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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我們？

開發您的潛能

商學院位於創新的 Jubilee
校園為基礎，該校園因環保
設計而獲獎。來一次虛擬旅
程？

我們可助您掌握在工商及公共部門擔任高階職位所需技能，同時為博
士研究建立堅實基礎。
創新性課程

商學院設有一系列理學碩士 (MSc) 課程。我們的學
術人員是所屬領域的領先研究人員，我們的教學以
其獨特的研究為基礎。我們為您帶來獨特的國際經
驗，有機會與全球同行建立有價值的業務關係。

全球性連結

在諾丁漢，您將開拓國際視野。我們為課堂上的國際
多元化感到自豪，目前我們的 MSc 課程中有來自接
近 50 個國家的學生，讓您得以從不同角度學習。
倘您在本校中國或馬來西亞的校園學習國際商務理
學碩士 (MSc) 課程的一部分，您可獲得令僱主重視
的國際經驗。修讀商業與管理學理學碩士 (MSc) 課
程的學生也有機會在本校馬來西亞校園學習。

以研究為主導的教學

在最新的研究卓越性架構中，商學院的研究實力
在英國排名第六名。您的課程將由學術和行業
專家在人數較少且多元化的班組中進行。

風險、銀行與金融服務中心是金融服務、風險及保
險學科教學和研究的領先中心——其教員專為修
讀銀行與金融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授課。

Haydn Green 創新與創業精神研究所 (HG) 是本
校在創業與創業精神發展方面有著卓越成果的機
構，是歐洲領先的中心。創業精神、創新和管理理學
碩士 (MSc) 課程是 HGI 的旗艦課程，無論您的背
景如何，均可為您提供拓展創業技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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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振奮的地理位置

該校園以其創新的建築和環保技術而備受讚譽，於 1999 年
由英女王為其主持開幕。校園建於鄰近諾丁漢市中心的前
工業區的地區，擁有無可挑剔的綠色認證，是可持續發展的
領先者。University Park 校園離這裏僅一英哩，您可搭乘我
們的免費 Hopper 巴士前往。
Jubilee 校園佔地 65 英畝，這裏的建築物包括：全球參與
辦公室所在地 YANG Fujia Building，設有餐廳和多信仰中
心、用作體育中心的 Amenities Building，以及由倫敦標誌
性瑞士再建築的建築師 Ken Shuttleworth 設計，包括創新
園區、航空航天技術中心、能源技術大樓和英國最高的獨立
公共藝術作品 Aspire 的建築構想。

世界級設施

Jubilee 校園的設施包括商學院圖書館與學生服務中
心、自修室、電腦實驗室、餐廳、咖啡室、學生會商店、英
語語言教育中心，以及金融工商資料系統——可閱覽
Bloomberg、Datastream、Bankscope 以及 Financial
Times。

圍繞您而打造的體育運動網絡

我們提供的服務網絡包括學術支援、資助建議以及健康與
輔導服務。瞭解詳細資訊，請造訪
nottingham.ac.uk/studentservices

大學為國際學生提供一系列額外支援服務。瞭解詳細資訊，
請造訪 nottingham.ac.uk/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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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我們？

人脈遍佈
全球範圍

與商業連結

我們提供多種方式讓您與業務代
表會面並建立聯繫，獲得實踐經
驗，並將商業理論應用於實務。

超過 19,000 位商學院校友為您
連結 一個強大的遍佈全球的強大
商業人脈網絡。
校友經常以客座演講者的身份返校訪問，並為有意入
讀之學生擔任導師與顧問。其他校友則會在其公司或
機構內提供獲得工作經驗以及完成論文項目的機會。
當您決定申請本校學位課程並獲得錄取進入商學
院學習時，您可從本校校友網受惠。我們可以讓您
與校友聯絡，他們可以與您討論他們的經歷，並幫
助回答您在諾丁漢生活與學習上的任何問題。

「商學院為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為
我提供全額獎學金，幫助我攻讀碩士課
程。沒有學費壓力的學習不僅改變了我的
生活，還使生活變得充滿啟發性與動力。
沒有經濟上的協助，我就沒有機會在英國
頂尖商學院學習。」
Elitsa Nacheva，來自保加利亞，管理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埃森哲金融服務管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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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經驗

商學院與一系列的職位安排計劃、社區參與計劃和組織密
切合作，讓您以最大限度獲得經驗及接觸商業實務的機會。

塑造 更美好的世界

Scott Rosenberg 從創業精神、創新與管理學理學碩士
課程畢業後，推出了一個創新的應用程式，以協助有需
要之家庭照顧阿茲海默病患者。名為 Javoo 的應用程
式為病患者的家庭成員提供專屬的私人社交絡，幫助
他們生活得更輕鬆。Javoo 應用程式為 Scott 贏得了
大學學生企業獎，並且是研究生創新獎的前 10 名入圍
者，該獎項還為進一步開發應用程式提供了資金。Scott
和 Javoo 團隊正在與 MindTech 合作，MindTech 是
開創性心理健康研究所的一部分。

我們與英國國際貿易部合作為研究生開設國際商務初階
課程。這將讓本地企業連結擁有語言能力且對國內瞭解的
學生，為進入與開拓海外市場予以支援。

論文項目

您可以將論文研究的重點放在企業面臨的特定問題或挑
戰。您可為探究這一內容選項獲得支援，並獲得協助以識
別及獲取適當項目。

志工服務

我們的研究生志工計劃 Cheese Matters 讓我們的學生與
當地企業合作，為中學生提供金融教育。您將有機會與公
司代表一起參與訓練和發起會議，以提高年輕人的金融意
識。透過商學院、本校社區參與計畫和學生會，您將獲得各
種各樣的志工服務機會。

本校研究所提供適合您學習的本地企業短期兼職機
會。Unitemps 是本校學生招聘機構，提供兼職工作機會。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在校內與校外申請臨時工作和兼職。

主講人系列

頂級商人透過我們的商業領袖系列 (Business Leaders Series) 與學
生分享他們的專業知識和經驗。我們與來自各個領域的專家進行了
會談，其中包括：
	Paul Smith 爵士，知名時裝設計師

	Willie Walsh，國際航空集團執行長
	Rob Johnson，捷豹路虎採購總監

	Andrew Griffith，天空公司營運長兼財務長
	Maurice Benisty，Demica（如圖）商務長

	Ashish Kumar Chauhan，孟買證券交易所董事總經理兼執行長

從事財務相關工作的專家也會透過我們的財務思想系列 (Financial
Minds Series) 講述各種當今議題。

演講嘉賓經常參加我們的課程，我們還提供實地考察； 包括以下公
司: 沃爾格林博姿、JCB 和彭博。這些演講環節將為你提供 業務相關
的案例研究以及針對實務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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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與專業發展

這裏只是開始， 以後的方向完全
由您決定

近期畢業生在管理顧問、投資銀行、金融服務、公共關係、營
運管理、企業責任、可持續發展與行銷等廣泛領域展開他們
的職業發展。自營事業和進修也是受歡迎的選擇。

86%
諾丁漢大學商學
院理學碩士 (MSc) 畢業生

在畢業後六個月內有著穩
定工作、自營事業或進行進
一步深造*

零售 4%
房地產 4%

認證您的職業

透過結合您的專業學習和我們提供的職業支援可加速您的事
業發展，您將處於一個良好位置，助您職場步步高升。
您的職業，您的前途

本校的直屬研究生生涯規劃團隊提
供專業的建議和指導，讓您可以在
職業發展道路上作出正確決定。

一旦您收到入學通知，我們就會與您合作，以
支援您職業規劃所需。Career Leader 是一個
線上評估工具，協助您在課程開始之前評估您
的商業興趣和動機。您可透過 Career Leader
參與課前職業討論及享受遠距線上支援。

在您修讀課程期間，您可從以下方面獲益：
	職業領導者計畫是MSc課程中藉由豐富的
經驗發展技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由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提供

科技 6%

最近畢業生就職目標企業包括：中國銀行、巴克萊銀行、中
國光大銀行、戴爾、德勤、愛立信、安永、匯豐銀行、安侯建
業、雀巢公司、寶僑、普華永道、勞斯萊斯、法國興業銀行、福
斯汽車、聯合國

顧問 11%
大宗消費商品 6%

能源 3%
其他 18%

媒體/娛樂 1%
製造業 6%
醫療保健 1%

財經服務 35%

政府/非營利機
構 5%

 	獨家職業活動、交流機會和各種工作經驗
選擇，如短期項目和兼職工作

	一對一專家指導：職業規劃、應用程式、選擇流程和專業技能

 	訪問線上資源與校友網，讓您獲得有關在各
個國家/地區職位空缺提醒訊息
 	讓您隨時知悉最新職位空缺提示

 	我們亦會提供心理測量評估，提高您的自我意識，並
提供對的招聘過程中所使用測試的見解。

 	我們的法律專家講座協助國際學生瞭解有關在英國就職的最新規定。
然而，我們的服務並不止於此。作為校友的我們將與您保持聯繫，
緊貼您的職業發展，您仍然可以使用訪問我們的許多服務。

「從第一天起，我就感受到
這段旅程會充滿振奮人心的
體驗。我知道無論走到哪裡，
我都會把這些經歷帶在身
邊，他們會為我提供必要的
技能，讓我想要追求的職涯
上成功。」
Rawan Abu Ishira，來自巴勒斯坦，創
業、創新與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 2016/17諾丁漢大學商學院全日制碩士畢業生的已知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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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課程

資助

為您的學習
提供資助
諾丁漢大學商學院為 2019
年理學碩士 (MSc) 課程學
生提供大量獎學金。

我們的獎學金是根據學業成績而頒發，其金額佔學費總額
的 20-100％。

專業與運動卓越性

如果您已達到或被預期獲得本科學位的高級評分，您將被
考慮授予商學院院長卓越獎學金，一旦成功授予，將獲得
相當於獎學金 75％ 或 100％ 的金額。此外，我們為那些在
體育上有卓越表現的碩士生提供獎學金。

獲認可課程

本校多個理學碩士 (MSc) 課程已獲專業機構認可。
這可讓您在取得您的研究所學位的同時獲得額外
認證的機會。

金融與投資理學碩士課程 已被英國皇家特許
金融分析師學院協會認可

人力資源管理和組織 理學碩士課程
已獲得英國特許人事與發展協會的
認可，豁免您考取協會其他的高級
文憑

銀行與金融理學碩士 (MSc) 課程 擁有英國
皇家特許銀行家協會卓越中心認證——銀行
專業人士的黃金標準

市場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獲得英國皇
家特許行銷學會的認證——您將獲得學
位和專業資格，為您帶來競爭優勢

您的表現會被自動考慮，無需自行申請。然而，倘若您需要
申請該等獎學金，則須在 2019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三）之
前遞交理學碩士 (MSc) 學位課程之入學申請。瞭解詳情，請
造訪 nottingham.ac.uk/business/msc/scholarships

校友獎學金

英國、歐盟和國際校友自動合資格獲得其中一項獎學金。
獎學金可作學費扣減，並在接受學位後短期內授予。

國際獎學金

大學提供廣泛的國際獎學金，為指定國家或地區而設。瞭
解詳情，請造訪
nottingham.ac.uk/go/masters-scholarships

國際學生指引

瞭解英國生活費用、預算管理、在英國開設銀行戶頭以及
獲資助學生等方面指引，請造訪
nottingham.ac.uk/go/international-finance

風險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獲得英國
皇家特許產險業學會一世界領先的保險
及金融業服務機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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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學

銀行學

金融學

專業課程教授會計學理論和應用，使您現有的會計
和金融 知識進一步提升

我們的商學院是世界銀行教育的領導者，我們的研究
被英國皇家特許銀行家學會授予卓越中心 (Centre of
Excellence) 的地位。

在本課程中，您將會向英國其中一個最大的金融專家團隊
學習金融領域中最新的知識和技術。

會計與金融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倘您是商業相關科目的大學本科畢業竹生並希望將
財務會計作為明確的職業道路，專業課程將十分適
合您。
透過參與當前在以上領域的辯論，您將有機會在參
與現場辯論的同時，讓您對會計和金融領域上重要
題目的理解更加豐富並得以拓展。
您須在兩個學期內修畢五個核心模組的課程，並完
成一篇暑期論文。選修模組可讓您在修讀學位時根
據您的興趣與職業取向選擇適合自己的課程。

銀行與財務理學碩士 (MSc) 課程

本課程旨在為您提供有關銀行、金融市場和金融業風險的
最新知識。您將加入領先行業專家之中，一起分享他們在
金融世界中的經驗 。
本課程非常適合希望透過加入國際性銀行金融市場部門
而進入高階管理職位的人。

這將使您能夠發展分析金融機構和工具、市場、消費者需
求與競爭的技能。您將在銀行、政策、經濟學和風險管理
及相關領域的當前概念與技術上建立屬於自己的一套概
念與理論基礎。

您還將了解一系列經驗技術，使您能夠分析行業動態，創
新對績效的影響，以及監管和政策干預對企業銀行和金融
的影響。你選修的課程注重銀行和金融的國際層面，您將
能夠在論文中分析您所選擇的國家/地區。

金融學與投資理學碩士 (MSc) 課程

這將為您提供現代金融和投資的堅實基礎，並使您在投資
銀行、財務管理或相關研究進修上有很好的準備。

除暑期論文外，您將學習兩個學期內修讀多個課程模組。
教授課程由五個核心模組及兩個在公司財務、資本市場和
財務安全評估等主題選修模組。您還可以提升在金融學的
研究方法上的完整基礎，並有機會學習行為金融學。
本課程具有明確的定量重點，理論概念及應用手法並
重。您可透過實時訪問我們的彭博終端機 (Bloomberg
Terminal)，學習利用數據分析金融工具及作出 有效的決
策。

我們的課程組合乃專為 來自不同背景的畢業生而設。
如果你本科階段有學習管理學，可透過商業與管理學
理學碩士 (MSc) 課程進一步提高您的技能。如果您以
前很少或沒有管理或人力資源管理經驗，碩士國際商
務理學碩士 (MSc) 課程、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或
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理學碩士 (MSc) 課程都是您的
理想選擇。
這些課程讓您有機會向各種學科的專家學習，包括組
織行為、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經濟學、行銷、創業、會
計和金融。

商務與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在這一課程中，充滿活力的管理學課程是現代組織中
非常重要的商業專業領域構成。
我們的教學實際上集中在管理科學的最新
思想和原則上。我們與著名組織和領域合
作，確保教學符合多位僱主的實際情況。

本課程非常靈活，可根據您的需求和職業興趣為
您量身定制——開發您在業務和管理方面已有的
相關經驗。這一課程緊貼商業和管理學科的關鍵
概念，並為廣泛的實務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
您將涵蓋企業財務戰略、管理經濟學以及人
員與組織管理以及管理的行為和人力資源方
面等領域。課程旨在透過小組項目與研究論
文，培養發展你在企業管理的關鍵技能。

「本課程傳授您系統的財務知
識，提高您的邏輯思維和能力。
雖然在一開始很難，在同學和教
授的幫助下，我成功了！經過這
個過程，我也學會了在感到疲倦
時緩解壓力的方式。我認為這種
能力不僅有利於我的學習，也有
利於我未來的職業生涯。」
Fanyue LI，來自中國，銀行與金融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商務與管理

近來有些畢業生已展開英國與國際上主
要商業和管理顧問公司的職業生涯。

風險、銀行 與金融服務中心

該課程由我們的風險，銀行與金融服務中心的工
作人員提供，他們是風險研究和思想領導的世界
領導者。他們與業內同業密切合作，並在關鍵政策
制定方面為政府提供建議。該中心是商學院的一
個包容性的合作研究小組，作為碩士生的您將獲
得其大量資源和領先的國際研究。瞭解詳情，請造
訪 nottingham.ac.uk/business/crbfs

「我已經在業務和管理相關方案中培養了我的批判
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課程中，我有機會成為
諾丁漢顧問挑戰賽的一員，該挑戰賽讓我體驗了項
目管理的經驗。模組學習也增強了我追求挑戰性業
務需求的信心。」

Karen Amissah，來自迦納，商業與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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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倘若您沒有太多接觸人力資源管理，但認識到在招聘、激
勵、保留和發展人才方面獲取知識的重要性，那麼這個
CIPD 認可的課程專為您設計。

倘若您希望獲得從事高階工作的技能，包括在私人、公共
或非營利部門管理僱傭關係，以及在您自己的企業中充分
利用您僱傭的人員，這將使您受益。
您將加深對正確組合人才與適當的技能和能力、領導力的
重要性和作用、變革管理、人才的開發與保留，以及管理多
元文化和全球人員的挑戰的重要性的理解。

Duc Phuc Le，來自越
南，創業、創新與管理
理學碩士 (MSc) 課程

「這門課程幫助我培養了許多適用於現實世界
的技能。我所建立的知識對我目前的業務和其
他正在進行的初創企業非常有價值。我在大學
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是獲得了一級研究生企業
家簽證。這鼓勵我拓展自己的企業家生涯。」

本課程將利用創新和變革協助塑造您的領導力和管理技
能，為您帶來創造性思考以及將新獲得的知識付諸實踐的
機會。這將幫助您在管理範疇從事各個領域的領導力工作。
我們鼓勵您分組工作，並由在各自領域擔任領導的工作人
員和客席講師講授。本課程將挑戰並激勵您對管理的關鍵
學科進行不同的思考。
這包括管理學、商業經濟學、會計學、領導力與創造性解決
問題的核心模組，並讓您透過一系列選修模塊根據您的要
求自行修讀課程。教學內容包括講座、案例研究、研討會以
及個人和小組項目工作。

您的創業技能是否足夠成熟，可以創建自己的新企業或為
現有企業增加價值？

在 Haydn Green 創新精神與創業研究所 (HGI) 的帶領下，
我們的創業精神課程將幫助您開發創新和創業方法，並使
您的思維具有創造性優勢。

該課程的兩個主要特點是其多學科性質，以及在理論與實
務中對當代辯論的參與。您將有機會向世界級專家學習，
並參與互動講座、研討會、案例研究分析和部落格。您還將
參與嚴謹的研究並向從業者學習，將理論應用於您在工作
生活中將遇到的實際組織環境。

管理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創業精神 與創新

創業、創新與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國際商務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專注於國際商務的各個方面，您將學習國際會計、商
業經濟學、管理組織和國際行銷的基本內容。您將
真正深入分析不斷變化的國際商業環境和戰略。

您將能夠使用各種模組自設您的課程，使您能夠專注於實
現您的職業抱負。此外，您將獲得嚴謹的研究方法基礎，並
將進行論文寫作，使您能夠利用您所獲得的知識與理解，並
將其作為您職業生涯的跳板。
本課程利用本校國際運作，並在中國和馬來西亞的商學院
授課。這使您有機會在中國或馬來西亞體驗生活的同時，利
用整個第二學期在任一校園修畢核心課程與選修課程。
您將獲得具有國際聲譽的教員為您教學，特別是在新興市
場，以及成功的企業家和具有國際經驗的客戶講師，在具
有挑戰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中開展業務。各種方法
的結合，如講座、案例研究、小組協作和見習，將增強您的
學習體驗。

本課程專為有意以創業方式工作人士而設計，無論是在您
自己的企業、家族企業、中小企業、大型跨國公司，還是商
業顧問或分析師。
HGI 的項目展示了我們的創業精神和創新教育方法，將理
論與實踐相結合。在這一年中，您將與熱情的學者、企業家
和其他從業者一起參與，他們將指導您的學習之旅。

最初，您將參與「創業創新」模塊中的「創造力」流程。之後，
您將透過現場諮詢項目部署您的新知識，最終將您的理念
注入不斷增長的本地業務的新機會。
這個創業精神項目經常被引用為課程的重點。在這一年
中，您將涵蓋課程模組中的核心主題，如啟動新風險投資，
背景企業家精神和領先企業家成長。夏季學期是製定自己
的商業計劃的機會，或者是關於創業主題的論文。

跨領域課程
整個大學提供一系列跨領域的創業課程，由其他學校及部
門與商學院共同管理。
這些課程提供了一個拓展僱主所尋求的商業和創業技能
的絕佳機會。這包括發展機會，為組織和創造性工作帶來
創新能力，同時從核心學科拓展專業知識。

 用生物製藥生物技術與創業精神理學碩士 (MSc) 課
應
程為您提供科學研究技能和商業知識，將科學發現轉化
為發明和商業產品

	溝通與創業精神理學碩士 (MSc) 課程提供了一個激動
人心的機會，可以在創業和商業環境中調查溝通
	文化產業與創業精神理學碩士 (MSc) 課程旨在為您提
供對文化研究，其原則和實踐的批判性理解，以及探索
創意企業發展的各種模式的技能

	電氣電子工程與創業精神理學碩士 (MSc) 課程將助您
獲得開發和商業化電氣和電子工程新技術的技能
	可持續能源與創業精神理學碩士 (MSc) 課程旨在為您
提供可再生能源技術和商業方面的先進技能

作為 HGI 的成員，您將加入一個積極的企業家生態系統，
致力於支持您追求自己的職業抱負，無論這些是什麼。

Haydn Green 創新與創新精神 研究所

Haydn Green 創新與創新精神研究所有著英國創業教
育最悠久的傳統之一。這是大學對創業技能開發、創新
的重視以及與中小企業的合作。諾丁漢是英國四個大學
企業區之一，在這裏大學與企業共同協作促進當地成
長與創新。瞭解詳細資訊，請造訪 nottingham.ac.uk/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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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學

行銷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本課程將幫助您了解消費者行為和消費、行銷管理、戰略、
分析和關鍵行銷等關鍵領域。
您將能夠透過從眾多行銷模塊中進行選擇以自設您的學
習，並將在行銷研究方法中採用專門的模組。

本課程由英國皇家特許行銷學會 (CIM) 認證，該學會是全
球行銷人員的領先專業機構。我們為學生提供機會，在他們
修讀理學碩士的同時完成 CIM 專業行銷文憑課程，無需額
外費用。這意味著您將畢業於兩個國際認可的專業資格。
我們的教學實際上集中在行銷實務的最新理念和原則上。
我們與著名組織和領域合作，確保教學符合多位僱主的實
際情況。
畢業後，您可以選擇繼續學習 CIM 課程，並具有行銷相關
職位的適當經驗，獲得正式會員身份並成為特許行銷學會
會員。

國際旅行管理與行銷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本課程將為您提供夯實的國際業務基礎，以及針對旅遊
業的管理和行銷知識。
您不需要預先具備這些領域的知識，因為該課程將涵蓋
旅遊和國際商業的理論、概念和技術。
本課程將幫助您瞭解影響全球市場的力量以及
旅遊管理和行銷中的消費者行為，同時了解行業
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可持續性。您還將拓展關
鍵的認知、解決問題、研究和小組工作技能。

分析學

商業分析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您想在國際專家領導的最先進的教學設施中學習將數據轉化為商業
見解的方法嗎？您是否有興趣使用真實數據庫發現分析，發展您的職
業和諮商技能？

這個先進的理學碩士課程由 N-LAB 與跨國企業合作開發，旨在提供他
們所需的精確技能。
除了學習利用大數據工具，數據科學技術和管理分析項目之外，您還
將從重要的行業參與中受益。
N-LAB 的合作夥伴遍佈全球，目前包括：
 易購
特
沃爾格林聯合博姿集團
IBM 研究院
世界銀行
Tigo Mobile
NHS
Dunnhumby
Ipsos

除了客席講座，課程作業將基於真實世界的數據庫，提供企業正在尋
找的技術的實踐經驗，以及管理實際業務分析項目所需的技能。

請注意，由於本課程須大量使用實驗室，本課程僅限 30 名學生，因此
建議儘早申請。

營運管理學
如果您具備定性和定量技能並希望從事營運管理職
業，那麼這些密切相關的營運管理課程將適合您。
該等課程探討解決企業、行業和公共部
門管理問題的決策。該等課程研究用於解
決組織困難的方法、模型和技術。

該等課程將管理技術與他們掌握的技術相結合。他們將
為您提供分析技能，以瞭解業務中營運管理挑戰的複雜
性，並培養您的創造性思維，以產生潛在的解決方案。
根據您選擇的課程，您將學習管理科學的模組
以獲得決策支持；在第一學期管理當代營運、供
應鏈計劃和管理。在第二學期，您將能夠在所選
課程中培養深度的知識和技能，並能夠從多種
選項中進行選擇，以專注於您的職業抱負。

工業工程與營運管理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資訊系統與營運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供應鏈與營運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這一課程帶我進入一個驚人的發展歷程，
為我提供了行銷實踐的基本理論、工具和技
術。在排名靠前的大學學習讓我達到了從未
想過的極限。」

Dung Đoàn，來自越南，行銷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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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AB

分析課程由諾丁漢國際商業分析的新卓越中心 N-LAB 提
供。N-LAB 提供最先進的研究、數據可視化和教學設施。

其教學重點是現實世界的問題，反映了實驗室的研究動
力。由於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Innovate
UK、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與 Newton Funds 的資助，該實驗室目前在全球範圍內展
開項目。

在開設 N-LAB 課程的同時，您將成為我們研究家族的擴展
部分，其中包括專家團隊和博士生。與全球合作夥伴公司合
作，N-LAB 從頭開始設計，以滿足對具有深入分析知識和
管理技能的畢業生不斷增長的需求 – 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在
實務。瞭解詳細資訊，請造訪nottingham.ac.uk/n-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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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課程

風險學

風險管理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在本課程中，我們將為您培養對風險分析、風險和社
會、企業風險、定量風險管理以及風險管理中保險戰
略使用的理解和知識。
您將學習研究方法並撰寫針對風險管理的
論文。本課程為您提供在醫療保健、航空、法
律、工程、石油與天然氣、健康與安全以及
保險領域設立風險長職位所需的一切。

本課程獲得英國皇家特許產險業學會一世界領先的
保險及金融業服務機構認證。此外，本課程的畢業生
可以隨後申請英國皇家風險管理協會的會員資格。

要修讀 MBA
課程？

「您能在商學院得到真正的
人脈。這不僅是您希望與之
學習的人，而是整個校友圈
的人脈。」
Rachael Lamb，來自英國，高階
企業管理碩士 (Executive MBA)
課程

無論您是希望在職業生涯中取得進步還是
拓寬您的專業人脈，諾丁漢大學商學院獲得
AMBA 認證的資格證書都可以幫助您實現
自己的潛力。
透過與來自世界各地的MBA 學生一起工作和學習，您將擁有國際商業
前景，發現自己的領導風格，並開拓新的職業機會。

具有卓越學術成績及/或經驗的申請人可獲得授予商學院獎學金，其金
額可達 30–100%。

企業管理碩士 (MBA) 課程

本校獲得 2017 年度《經濟學人》MBA 課程前 100 名的 工商管理碩士
(MBA) 課程，可在一年內完成全日制學習。這一課程為您提供了符合
您職業目標、向研究活躍的學者和行業專家學習的專門學習機會，並連
結我們的全球校友網。
申請人任何學科成績為 2：1（或國際同等認可之成績）;其他相關的專業
資格也獲考慮。此外，您通常需要至少 3 - 5 年的全職管理職位的工作經
驗，最好從本科學位畢業後獲得。

高階企業管理碩士 (Executive MBA) 課程

「完成我的研究所課程為我提供了一個寶貴
的知識工具套件，可以在我未來的職業生涯中
使用。由於我在諾丁漢大學商學院的整體經
驗和職業團隊，我已經能夠在一家大型歐洲
防務和太空公司獲得研究生計劃。」

根據 2018 年 QS 全球 EMBA 排名，我們的 EMBA 課程在全球排名前
100 位。您可以在培養技能的同時平衡當前的工作和生活承諾，利用靈
活的學習選項將高級商業管理教育應用到您當前的角色。
本校醫療保健高階企業管理碩士 (Executive MBA) 課程已由 NHS 領
導學院所指定，旨在助您應對組織和管理複雜醫療保健服務的挑戰。

申請人任何學科成績為 2：1（或國際同等認可之成績）;其他相關的專
業資格也獲考慮。此外，您須擁有至少五年管理工作經驗。

「學習是一個終生的旅程，我
度過了美好的一年。講座是由專
業師資群講授，不只是傳授知
識，還能快樂學習。遇見來自不
同背景的同學，增廣見聞。團隊
協作使我懂得如何與不同性情
的人合作。我們伙伴之間的關係
像一家人一樣，我真的很喜歡他
們！」
Jiang WU，來自中國，企業管理碩士
(MBA) 課程

George Shearing，來自英國，風險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Leadership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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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課程

成為改革的領
先力量

從心理學的角
度來看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解決環境和可持續
性挑戰需要基礎知識，實際解決問題的
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的獨特組合。

您是否希望在職業心理學、管理、諮商、
人力資源或研究方面取得進步？

環境領導力與管理 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在地理學院的帶領下，該課程旨在培養有能力推動和指
導組織變革的環境領導者，以應對當代嚴峻的環境挑戰。
如果您渴望成為能夠為環境帶來積極變化的領導者，這是
理想的選擇。本課程對科學和人員技能的雙重關注將為您
提供實用的環境解決方案，包括可持續發展管理，環境諮
詢，綠色政策制定和環境創業。
您將得以：

與來自工商界的經驗豐富的環保領袖合作

專注於與您的職業抱負相一致的特定環境挑戰領域，如
氣候風險、水資源、城市化或可持續生態系統
位

獲得領導和管理學院的 5 級證書，以及您的理學碩士學

申請人要求通常為相關學科之成績為 2:1（或國際同等認
可之成績）。瞭解詳情，請聯絡項目主任 Dr Chris Ives 博
士，電子郵箱地址為 chris.ives@nottingham.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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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學院，您可以培養設計和改進組織選擇，開發和管理人員方式
的技能。

這三門課程使您有機會獲得額外的歐洲測試用戶資格，包括職業能
力和個性測試。

在夏季學期，您將參加一個應用研究項目，這是一項可以在世界任何
地方進行的現實世界研究。

職業心理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該課程由英國心理學會 (BPS) 認證，將培養您的選拔、訓
練、領導力、員工福祉和組織變革方面的知識。
如果您的心理學成績為 2：1（或國際同等認可之成績）且
滿足特定畢業要求，那麼這一課程適合您。

作為職業心理學家，您將獲得專業實踐的第一套要求，並
通過研討會和實踐練習獲得第二套要求的經驗。最近的畢
業生已經在工業、顧問公司、研究與教學、公務員和監獄
服務以及 NHS 和國防部擔任職務。

遠距教學
工作與組織心理學 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在本課程中，您將學習如何將心理學應用於工作場所，以
提高組織和個人的表現。

如果您的心理學或相關科目成績為 2：1（或國際同等認可
之成績）而未獲 BPS 認可，則本課程適合您。課程反映了
職業心理學碩士學位。
潛在的職業道路包括在訓練、選拔、人力資源或諮詢，研
究和學術界的職業領域為工業工作。

工作場所健康管理與福利理學碩士
(MSc) 課程
這個兼讀制課程將幫助您發展知識，為組織提供有關
改善員工健康和福祉有效方法的建議。

作為遠據學習課程，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進行學習。也
有機會透過密集的研討會在本校學習。
如果您參與管理員工健康和福祉中的當代問題，或者
有抱負，那麼這可能是您的選擇。例如，這可以包括職
業衛生、治療、健康及/或安全、護理和人力資源。
瞭解詳情，請造訪 nottingham.ac.uk/go/
mscworkplacehealth

管理心理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本課程將使您習得設計或改善由組織選定的開發和管理
人員的方式。

一個組織只有與他們的人員一樣好，而其人員的素質取決
於他們的管理和領導能力。本課程重點介紹應用心理學對
我們理解和實踐戰略管理和工作場所多樣性的貢獻。
如果您在心理學以外的學科成績為 2：1（或國際同等認
可之成績），則本課程可以幫助您將心理學原理應用於實
際的組織環境，無論是作為直線經理、人力資源經理還是
顧問。

nottingham.ac.uk/pgstudy
nottingham.ac.uk/go/workpsym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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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校園

在中國或馬來
西亞學習

商學院
中國

諾丁漢大學商學院中國校園位於寧波，這是中國
最具創業與商業導向的城市之一。

其一系列理學碩士 (MSc) 課程的畢業生受中國和國際領先公司高度
青睞。
商業分析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創業、創新與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財務與投資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國際商務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國際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行銷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高級會計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www.nottingham.edu.cn/en/business

本校在中國和馬來西亞設有校園，為您
提供攻讀研究所學位和體驗不同國家
生活和學習的機會 。
所有課程均以英文授課，符合與英國諾丁漢大學相同的教學評估標
準，因此您可以放心，您的學位將獲得全球僱主和大學認可。
三個校園的商學院均為由歐洲管理發展基金會認可的 EQUIS。

兩個校區均為專門建造，特色教學和資訊科技設施、宿舍、體育中心和
食品店都近在咫尺。

申請方法

國際學生可申請本校馬來西亞校園之兼讀制及全日制課程，以及中
國校園之全日制課程。您須持有有效簽證方可學習您希望的課程。申
請應直接寄往您希望就讀的校園。
在我們所有校園所獲之成績均獲一致認可。但請注意，英國境外機構
認可的課程可能不會在我們的國際校園以同樣方式獲得認可。

商學院
馬來西亞

設於馬來西亞的諾丁漢大學商學院於 2000
年設立，其為亞洲商業成長與發展提供獨特
的視野。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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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園內大量的理學碩士 (MSc) 課程和 MBA 課程可助您為一系列行
業的職業生涯做好準備。
商務與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財務與投資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國際商務理學碩士 (MSc) 課程

高級會計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企業管理碩士 (MBA) 課程
財務學 MBA 課程

www.nottingham.edu.my/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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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要求

入學申請

課程要求與費用
授予學位
會計學

會計與金融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銀行學

銀行與財務理學碩士 (MSc) 課程
金融學
金融學與投資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商務與管理

商務與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入學要求

任意科目之成績為 2:1，其中須包含大量會計學科目
會計學、商科、管理學、金融學、經濟學或經濟計量學科目之成績為 2:1
（或國際認可之同等成績）
；其他學科之優等學位亦可獲考慮
申請人最後兩年學習時，平均成績須達 2:1 (60%)，且課程模組須涵
蓋以下科目之一：數學、統計學、定量研究方法、金融學金融工程學及
計量經濟學

商科、會計學、管理學、營運管理學、經濟學、金融學、數學、物理學（或
任意其他自然科學科目）
、電腦科學或工程學之成績為 2:1

學費

申請方法
國際學生

12,960 英鎊

24,975 英鎊

瞭解詳情，請造訪 nottingham.ac.uk/pgstudy/how-toapply 參與按步驟列出之指引。

24,975 英鎊

本校理學碩士 (MSc) 課程之成績要求通常為 2：1（或國際認可
之同等成績）
，以及個人自述一份。尚未完成大學本科學位課程
之申請人可能需同時提供最後一年學習之課程模組列表。瞭解
特定科目之詳情，請參閱第 26 頁。

12,960 英鎊

申請人須擁有極強之數量學/數學背景，最後兩年學習期間之平均成
績為 2:1 (60%)，且課程模組須涵蓋以下科目之兩科：數學、統計學、
定量研究方法、金融學金融工程學及計量經濟學

12,960 英鎊

2:1 商科、經濟學或管理學

12,465 英鎊

24,975 英鎊

21,465 英鎊

12,960 英鎊

24,975 英鎊

任意科目成績為 2:1，不含商科及/或管理學

12,465 英鎊

21,465 英鎊

創業、創新與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任意科目成績為 2:1

12,465 英鎊

21,465 英鎊

行銷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任意科目成績為 2:1，不含帶有大量行銷學課程之學位科目

12,960 英鎊

24,975 英鎊

國際商務理學碩士 (MSc) 課程

管理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創業與創新
行銷學

國際旅行管理與行銷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任意科目成績為 2:1

12,465 英鎊

21,465 英鎊

商業分析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任意學科成績為 2:1；申請人不得在過往研讀過大量商業分析，但須
在學位課程等級之數量學課程模組之成績為 2:1（或國際認可之同等
成績）
，且該等課程須含有大量數學/統計學之內容

12,960 英鎊

24,975 英鎊

商科、工程或理科相關科目成績為 2:1

12,465 英鎊

21,465 英鎊

2:1 商科、經濟學或管理學

12,465 英鎊

21,465 英鎊

分析學

營運管理學

工業工程與營運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資訊系統與營運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供應鏈與營運管理理學碩士 (MSc) 課程
風險學

風險管理學理學碩士 (MSc) 課程

入學要求

與我們會面

任意科目成績為 2:1，不含人力資源管理及/或組織之英國專業學位
科目

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理學碩士 (MSc) 課程

我們力求使申請程序過程盡可能簡
單有效。

英國/歐盟
學生

住宿申請

我們保證所有新入學之研究生可獲得大學安排入住宿舍單
人間 一年，讓您盡可能以簡單且沒有任何壓力的方式前來
諾丁漢居住。要獲得該項資格，您須接受其中一項理學碩士
(MSc) 課程之錄取，並在指定日期前申請住宿。瞭解本校住
宿，包含入住資格之最新資訊，請造訪 nottingham.ac.uk/
accommodation

機會平等政策

大學旨在創造條件，使學生和職員完全因其優點、能力及潛力
而獲得認可，不論其性別、種族、膚色、國籍、民族或國族、年齡、
社會經濟背景、殘障狀況、宗教信仰或政治取向、團體成員會
籍、家庭狀況、性取向或其他無關的差別而受歧視或區別對待。

我們定期參與國內外之 代理活動及大型展會。瞭解詳情，請造
訪 nottingham.ac.uk/business/events

歐盟與國際申請人

我們的全球社區由來自超過 150 個國家的職員和學生組成。工
作人員定期在中國、迦納、印度、馬來西亞等地舉辦活動，與有
意申請入學之學生見面。瞭解詳情，請造訪
nottingham.ac.uk/internationalstudents/meetus
倘您需要申請簽證前來學習，本校可為您提供您所需的一切資
訊和建議。瞭解詳情，請造訪
nottingham.ac.uk/go/student-visa
瞭解特定國家之包括入學要求、聯絡詳細及代表人之資訊，請
造訪 nottingham.ac.uk/go/yourcountry

本校設有專為特定國家及地區提供的一系列國際獎學金。瞭解
詳情，請造訪
nottingham.ac.uk/go/masters-scholarships

為您的學習提供資助

英國、歐盟和國際學生可申請涵蓋高達 20-10% 的學
費之商學院理學碩士 (MSc) 課程學位獎學金供用於開
始 2019 學年之學習。瞭解詳情，請參閱第 12 頁或造訪
nottingham.ac.uk/business/msc/scholarships

英文語言要求

對於母語並非英文之申請人，本校 IELTS 分數要求為 6.5 分（
各項不得低於 6.0 分）
，企業管理碩士 (MBA) 課程、高階企業管
理碩士 (Executive MBA) 課程以及醫療保健高階企業管理碩
士 (Executive MBA) 課程，IELTS 分數要求為 7.0 分（各項不得
低於 6.0 分）
。瞭解本校接受之其他英文能力要求證明之項目
詳情，請造訪
nottingham.ac.uk/go/alternativerequirements

學術英文預備 及支援

本校英語語言教育中心提供高質量的預備課程和支援。該等課
程為英國範圍內英國文化協會認可之英語教學。本校特設入學
前課程助您提升英語語言及學術技能至升讀研究所課程所需
水平，而無需再次參加 IELTS 或類似之同等水平考試。本校同
時提供為期五週及十週的商業與管理專門課程。瞭解詳情，請
造訪 nottingham.ac.uk/cele

瞭解其他學系所開設之相關課程之入學要求與學費之詳情，請造訪 nottingham.ac.uk/pg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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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tingham.ac.uk/pgstudy

nottingham.ac.uk/pgstudy/how-to-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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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理學碩士 (MSc) 課程事宜請聯絡：
學生招聘詢問中心

+44 (0)115 951 5559

nottingham.ac.uk/contact
UoN.NUBS

本出版物 可提供其他格式：
+44 (0)115 951 5559

@NottmUniBSchool

nottingham.ac.uk/business/msc

本手冊乃於適用學年開始前完成起草。我們已全力確保本手冊內含資訊在發佈時準確無誤，但該等內容（例如課程內容）會因課程公佈與開始之間時間間隔而可能會有所變化。
因此，在您申請該等課程之前，請造訪 nottingham.ac.uk/pgstudy 查看本校網站是否有任何更新至關重要。倘若本手冊內容與本校網站有差異，則以網站內容為準。
© 諾丁漢大學 2018 年。保留一切權利。2018 年 8 月印製。										

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