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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德比商学院，这是一个非常专业、充
满活力且具有前瞻性的环境，让所有学生都能
做好准备，以应对全球企业、机构和社会所面
临的挑战。我们认识到，要让学生们为这些全
球性的挑战充分做好准备，我们需要一个由
来自国际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所组成的社群。因
此，我们特别欢迎来自中国的学生来我校学
习。

为了使我们能从中国招募最出色的人才，并在
择校过程中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设
立了专门的中国办事处，为有意申请本校的学
生提供服务。我们还将继续通过网络直播、在
当地大学的示例课程、留学前的帮助和一对一
咨询等方式，在学生到达德比之前与他们进行
互动。

德比商学院
在德比，您将会融入一个日益国际化的学生团
体，并有机会参与本地和国际性的活动，例如
参访本地的历史遗迹、参观公司和海外实地考
察。通过我们专门针对中国学生而设立的一些
专门支持机制，您还将获得学术和生活方面的
帮助。我们希望您会考虑到德比商学院学习，
我们期待着您的到来。

卡米尔·奥默特索（Kamil Omoteso）教授
副校长兼商业、法律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2020 年《卫报大学指南》

前十位
商务和管理专业

2020 年《卫报大学指南》

前十位
会计与金融专业

2020 年《卫报大学指南》

前十位
市场营销专业

德比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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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聊一下商科。如果您在该领域有动力、活力和野心，那么德比大学的德比商学院将引
领您更进一步。

为什么选择 德比商学院？

我们的城市

德比地理位置优越，位于英国中心地区，从各地都能便捷地到
达。若搭乘火车，距离伦敦和曼彻斯特的旅行时间为90分钟，
距伯明翰35分钟。德比靠近M1和M6高速公路，到东米德兰兹机场
（East Midlands Airport）的交通便利。

所有的德比商学院课程都在我们最大的校区肯德莱斯顿路
（Kedleston Road）授课。这里设有卓越的学习设施，包括我们
的彭博金融市场实验室（Bloomberg Financial Markets Lab）和主
要图书馆，以及学生会、多信仰中心、体育中心和医生诊所。

走进我们的世界，观看我们的校园：
derby.ac.uk/virtualcampus

专业组合

您可以从全方位的最新和具有启发性的课程中进行选择，包括会
计、商业管理、经济学、金融学、国际商务、人力资源管理、物
流和市场营销等。 

我们的许多课程都获得了领先专业机构的认证，例如，特许管
理学院（CMI）、特许证券投资协会（CISI）和特许营销学院
（CIM），使您在毕业生就业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从第14页开
始的学科专题部分中找到适合您的课程。

让您的简历脱颖而出

您可以在获得学位的同时获得专业资格，并争取获得我校用
于表彰课外活动的“未来奖”（Futures Award）。利用彭博金
融市场实验室的卓越设施，您还可以获得彭博市场概念证书
（Bloomberg Market Concepts Certifi cate）。所有这些都将向雇主
展示您的多样才华和潜力。

品质卓越

我们承诺向您提供优质的学习体验。德比大学在2020年《卫报
大学指南》中排名前30位，并在“卓越教学和学生成果框架”
（TEF）中获得金奖。我们德比商学院内的课程也都获得了很高
的排名，其中商业与管理、会计学、金融学和市场营销等领域的
学位在2020年《卫报大学指南》中均排名前十。

无限机会

工作实习、咨询项目、商业竞赛、社交活动、学习考察、客座讲
座 —— 在我校学习的体验每天都会有所不同。我们与许多雇主
建立了坚实的合作伙伴关系，让您有机会在工作实践中运用所学
到的知识。

请在第8页上查阅更多信息。

广阔的职业前景

跟随我们往届毕业生的脚步，他们现已在包括德勤（Deloitte）
、普华永道（PwC）、安永（Ernst�Young）、劳斯莱斯（Rolls 
Royce）和IBM在内的全球知名企业中担任毕业生级别的职位。我
校也提供独特的研究生学位，您可通过继续深造，在专业学习上
更上一层楼。

请在第32页上查阅更多信息。

德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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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德比和德比郡。德比大学位于英国的中
心地带，我们深知如何发挥您现有的特长，并让
您不断提高。

早在18世纪，这一地区就在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比
坐落于德文特河谷工业区（Derwent Valley Mills）世界遗产名录
登录地，周围仍随处可见工业革命时期的遗迹。

德比商学院的学生在我们的主要校区肯德莱斯顿路
（Kedleston Road）上课，但是我们也在附近的其他地区设有
校区，包括历史悠久的温泉小镇巴克斯顿
（Buxton），该校区位于德比郡峰区国家
公园（Peak District National Park）的边
缘。

所有这些历史并不意味着我们固
守过去。德比是英国具有最高
科技的城市之一，也是劳斯莱斯
（Rolls-Royce）、丰田（Toyota）
和庞巴迪（Bombardier）等国际制
造商的企业所在地。

北京到伯明翰 – 13小时

上海到伯明翰 – 14小时

广州到伯明翰 – 15小时25分钟

北京到曼彻斯特 – 12小时50分钟

上海到曼彻斯特 – 14小时15分钟

广州到曼彻斯特 – 14小时10分钟

从海外前往德比的旅行时间

以下的地图显示了从中国各大城市出发的飞行时间。
此处显示的是只转机一次的最快时间。具体旅行时间
可能会因您选择的日期、航空公司和航线而异。

德比位于英国的中心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拥

有良好的公路和铁路网络，交通便利。

• 若搭乘火车，距离伦敦和曼彻斯特的旅行时 
  间为90分钟，距伯明翰35分钟。
• 靠近M1和M6高速公路，到东米德兰兹机场   
 （East Midlands Airport）的交通便利。

德比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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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莱的当地企业工作几年后，忻世对于企业的运作产生了好奇，想要创建自己的公司。她选择在
英国留学，因为她想增强自己的独立性，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感受不同的文化。

我们的学生：黄忻世

忻世想选择能帮助她了解国际商业实务复杂性、同时能让她学
好学精商业技能的课程。她说“全球化已经成为趋势，所以如
何从‘全球’的角度做生意特别重要。我想让自己感受学习不
同的文化，体验在与亚洲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如何做生意。
德比大学提供的课程最契合我的期望。”

“选择在德比大学深造让我有机会看到当地的公司如何运作，
让我具有全球视野。除了学术知识，在德比大学的学习让我同
时获得了工作经验，让我在毕业求职时拥有了竞争优势。在德
比大学，学生能够理论结合实际，所以我现在很有自信，我能
在不同的公司职能部门高效地工作，并能为企业创造价值。”

忻世的海外留学经验让她开阔了眼界。她说：“将自己置身于
不熟悉的环境很有好处。举例来说，你可以和来自全球的学生
交朋友，而不是只与自己往常的朋友们混在一起。在与来自不
同国家的人结交时，会发现许多精彩的事情。”

“这一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
一。大学采取小班上课，讲师们对他们
的专业充满热情，并且总是愿意帮助学
生解决他们的疑问和迷茫。

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了一系列丰富的活
动和最大程度的支持，丰富我的留学生
活。英国没有多少大学提供这门课程，
因此与其他毕业生相比，我更具有竞争
优势。”
黄忻世（音译）
国际商务与金融学专业学生

德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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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比大学与各行各业关系紧密。学生从入学伊
始，就能与企业领导结交、参与项目，将课上
所学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这些实践经验能让
学生在毕业时充分做好就业准备。

知名雇主
参与

德比这座城市拥有全球领先的行业、充沛的活力，也有创新与
创意。从慈善行业到议会，从中小企业到跨国公司，德比大学
与各行各业的雇主联系紧密。与我校有协作关系的企业包括英
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劳斯莱斯（Rolls-Royce）、劳埃
德（Lloyds）、普华永道（PwC）、杰西博（JCB）、敦豪速递
（DHL）等著名企业以及许多法律公司。

我校与业界的紧密关系让学生有机会获得无与伦比的实践学习
机会：学生可以进行行业带薪实习，工作见习、现场咨询项目
以及行业访问参观。学生学习的各个方面都以当今企业组织所
真实面临的挑战为依据。

德比大学为学生提供各种项目，包括嘉宾演讲、商业会议、求
职招聘会和社交联谊活动。这意味着学生们有机会和自己心仪
的行业权威建立联系，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增添人脉。

德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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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二和最后一年的学习之间，我在劳
斯莱斯实习了一年项目管理。我一直在参
与该公司的一个全球项目，在这样一家拥
有真正世界一流业务声誉的机构工作，使

我对行业有了深刻了解。”
乔纳森·斯托勒（Jonathan Storer）

商业管理专业毕业生

德比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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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哥本哈根的经验非常宝贵，让我融会贯通了三年制学位课程所学到的知识，
并将其应用于更广阔的世界中。我们在哥本哈根大学参加了有关洗钱和欺诈的讲
座，还参观了为我们安排的画廊和博物馆。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绝妙的经历，我
会向所有人推荐！”

安迪·格兰维尔（Andy Glanville）
会计与金融学专业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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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中，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对于
成功至关重要。在德比大学商学院，学生能在
学习的方方面面拓宽国际视野。

全球 机遇

出国留学或海外工作是拓宽国际视野的绝佳机会，能带来新想
法，带来新的职业发展。通过德比大学的“广阔天地、开创未
来”项目（Go Places, Go Further scheme），学生可以亲身体
验其他文化。学生能够在德比大学的合作院校学习交流一学年
或一学期，大多数合作院校用英语进行教学。学生还能在其他
国家进行带薪实习或工作见习，加入我校在雅典或巴塞罗那等
城市进行工作实习的学生队伍。

“广阔天地，开创未来”项目的受益者、获得市场营销（公共
关系与广告专业）文学士（荣誉）学位的毕业生伊恩·帕里格
瑞（Ian Paligori）说：“在德比大学的学习和工作经验激发出
我的最佳状态，助我实现理想与目标。我参加了马德里的交换
项目，以及在几家博物馆和画廊的实地考察。”

短期海外学习为学生的商业思维增添了新的维度。近日，德比
大学商学院的学生去哥本哈根就国际艺术品欺诈和洗钱等热点
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另有一队学生踏上了去往都柏林的经济学
研究之旅，参加爱尔兰投资发展局（IDA Ireland）这所招商引
资机构的活动。

此外，德比大学商学院的学生积极主动地参加包括国际旅游奖
（International Travel Awards）在内的各项学校活动。2019年，
几位大三学生参观冰岛蓝湖温泉（Blue Lagoon）以及黄金旅游
环线（Golden Circle），增长了见识。

universityofderby.c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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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来自超过150个国家的学生来到德比大学学习，实现理想和抱负。这使德比大学成为具有丰
富的多样性、充满活力的学习社区。在这里，学生们可以专注于国际化背景下的商业学习。
每年有来自超过150个国家的学生来到德比大学学习，实现理想和抱负。这使德比大学成为具有丰每年有来自超过150个国家的学生来到德比大学学习，实现理想和抱负。这使德比大学成为具有丰
富的多样性、充满活力的学习社区。在这里，学生们可以专注于国际化背景下的商业学习。富的多样性、充满活力的学习社区。在这里，学生们可以专注于国际化背景下的商业学习。

来自全球的社区

2018年英国国际学生晴雨表基准小组

第一位
国际学生中心

2018年全球国际学生晴雨表基准小组

前十位
在国际学生学习体
验方面的世界评级

2018年英国国际学生晴雨表基准小组

第一位
国际学生迎新服
务际学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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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一名国际学生，我们不仅可以帮助您适应新课程，还
可以帮您融入新文化。我们的国际学生中心在英国排名第一，
并且在国际学生学习体验方面排名世界前十（2018年英国国际
学生晴雨表基准小组）。

您将受益于：
•  专门的国际招生团队将在在线申请流程的每个阶段为您提供 
 帮助。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derby.ac.uk/international/contact
• 日程丰富的迎新周活动计划，包括免费的机场接机服务。

• 向所有人开放的多信仰中心。
• 从大学校园步行可达的安全、实惠的住宿，或者您也可以乘 
 坐我们的免费大学巴士。

如果您认为需要提高自己的语言技能，则可以参加我们的免费
英语课程，以增强您在学术写作和演讲等领域的信心。我们的
学习顾问计划（Our Study Advisor Scheme）还能提供保密的一
对一辅导。

“除了不可思议的文化多样性、学生会和对国际学生的支持外，我认为作为初次来
英国学习的留学生，我受到了很热烈的欢迎。与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一起，我留下
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温周文（音译）
国际商务与金融学专业学生 universityofderby.c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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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比商学院注重教育的国际化。无论学生来自哪个国家，都能从与来自全球各国的同学的合作中
获得收获。在当今世界，许多现有理论无法解决的商业和经济问题都需要全新的解决方案。

国际教育

产生新想法最佳的方法是让不同国籍的人分享对于不同事物的
看法和观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因此
来自中国留学生的观点弥足珍贵。

德比商学院积极使中国学生发挥最佳表现，重视中国学生对于
班级讨论的重要贡献。为帮助中国学生在商学院取得成功，德
比商学院聘请了三位在中国大学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英国学
者。

学院国际教务主任（中国部）经常到中国面试新生。在校园
里，他负责监督学生的学习表现，并提出提高学生学习表现的
建议。他同时帮助学生们更好的开展在德比大学的学习和生
活，确保学生于求学期间在德比大学度过美好的时光。

学习选项

为了能开始就读所选的德比商学院本科课程，您必须在雅
思考试（IELTS，即“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中取得总
分6.0分的成绩，并在所有分测试（口语、听力、阅读和写
作）中获得至少5.5分，或持有同等水平的英语考试成绩。

如果您目前的英语语言能力低于雅思6.0分，我们建议您考
虑参加我们的学前学术英语（EAP）课程，因为这将使您
在开始新的学术课程之前达到同等的英语成绩。

要参加我们的学前学术英语课程之一，我们通常要求雅思
总分至少达到4.5分（所有单项成绩至少达到4.0分）和第4
级（Tier 4）签证。

学前英语课程将帮助您达到入学水平。

您所选择学位的英语要求。这些课程是全日制教学，共持
续五周、八周或十二周（取决于所选学位所需的英语水
平）。课程会在德比和北京举行。

“我已有15年以上在中国大学教授模块课程的经验，为学生的需求和
能力提供支持，并已帮助数百名中国学生实现毕业目标。我完全理
解，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自信才能做出到另一个国家留学的决定，因
此，当学生们抵达本校时，我总是充满热情地给他们提供额外的帮
助和支持。”

马库斯·塞顿·沃伦（Marcus Seton Warren）
学院国际学术总监（中国）

“我已有“我已有
能力提供支持，并已帮助数百名中国学生实现毕业目标。我完全理能力提供支持，并已帮助数百名中国学生实现毕业目标。我完全理
解，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自信才能做出到另一个国家留学的决定，因解，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自信才能做出到另一个国家留学的决定，因
此，当学生们抵达本校时，我总是充满热情地给他们提供额外的帮此，当学生们抵达本校时，我总是充满热情地给他们提供额外的帮
助和支持。”助和支持。”

马库斯·塞顿·沃伦（
学院国际学术总监（中国）

德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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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科承担的早已不再是过去的后台服务功能。现今，会计专业人士走在当代商业的前列，勾
画公司的发展战略，推动公司的各项变革。德比大学的课程帮助学生应对挑战，让学生坐上全球
商业领域职业发展、晋升高级w职务的直通车。

会计

关于我们的课程

通过应用类课程、获奖教师和关注现实世界的学习重点，德比
大学培养的学生拥有过硬的专业技术能力，在商业领域具有敏
锐的前瞻性。

德比大学会计专业的课程为学生提供一系列专业机构的豁免，
在完成学业之后，学生能够获得专业的会计资格证书。学生在
领导力、战略规划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遥遥领先。德比
大学的毕业生在普华永道、博姿(Boots)和英国税务海关总署
（HMRC）等用人单位大放异彩。

为什么要在德比大学学习？

•  加速您的职业发展：学生不但能拿到学位，也能拿到专业资 
 格证书。根据自身的选择，学生能够获得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CIMA)、英格兰及威尔士特 
 许会计师协会（ICAEW）、澳洲会计师公会（CPA Australia）
 和美国会计师协会（AIA）等机构的豁免，踏上在这些主要行 
 业机构获得资质的快车道。

•  丰富您的职业经验：学生可以进行为期一年的带薪实习或 
 选择暑期见习。我校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玛扎尔会计师事务 
 所（Mazars）有合作关系，“玛扎尔直通途径”（MAP） 
 为选择该项目的学生提供有保障的、有报酬的带薪实习机 
 会，让学生有机会在专业工作环境中收获宝贵的工作经验。 
 学校的咨询项目使学生能够为公司机构解决真实的问题。学 
 校的大师班、嘉宾讲座和专业研讨会架起课堂学习与职场实 
 践之间的桥梁。
•  提高您的操作能力：在我校的彭博金融市场实验室  
 （Bloomberg Financial Markets Lab），学生能够使用与全球 
 金融专业人士所使用的相同技术开展学习。德比大学是少数 
 几所能够全方位使用彭博数据、情报与分析的英国大学。
•  给学生支持与启发：德比大学的教学团队给学生带来当代会 
 计与金融学科前沿的见解。德比大学因教育质量高、创新力 
 度大在英国具有全国知名度。

本科 大一 大二 大三

会计和金融学文学士（荣誉）学位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商业会计和金融学文学士（荣誉）学位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国际会计学文学士（荣誉）学位（专升

本）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会计和金融学本硕连读硕士（MAccFin）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德比商学院会计课程 入学要求

我们还提供以下研究生课程：
会计与金融学理学硕士、金融领导理学硕士、全球工商管理硕士（包括专门的专业方向）

德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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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验非常重要，因为它使你在其
他毕业生中脱颖而出。你需要经验，而
不仅仅是学位。在德比大学，你将会学
习整个企业的运作方式。这激发了我对
企业和市场营销的关注，以及企业为你
提供的所有其他选择。”

辛西亚·科卡（Cinzia Cocca） 
会计专业学生

欲了解有关课程和入学要求的更多详情和最新信息，请访问

德比大学的会计与金融学在
2020年《卫报大学指南》中
名列前十

德比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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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知道要成为出色的商业领袖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我校的商科注重实际、激发灵感，将学
生置于商业活动的中心，为学生在任何企业、机构、全球任何地区担任管理岗位做好准备。

商科

关于我们的课程 

在德比大学，学生能够成为专业商务人士。我校的课程理论结
合实际，让学生置身于商界，并具备在商界成功所需的技能、
态度和自信。我校的毕业生在巴克莱银行（Barclays）、敦豪速
递（DHL）、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等著名企业担任管
理职务。

我校的商科获得特许管理学会（CMI）的认可，课程设置灵活，
第一年拓宽并巩固学生的课程基础，在之后几年的学习中，学
生可以选择自己的专业学习方向。商业管理文学士（荣誉）学
位涵盖企业、金融、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或市场营销等专
业方向。 

我们鼓励并支持学生在求学期间进行实习和见习，帮助学生积
累经验，为个人简历增光添彩。我校的学生在劳斯莱斯（Rolls- 
Royce）、温坎顿（Wincanton）、恩特普赖斯（Enterprise）、
宾利（Bentley）等大公司获得了宝贵的实习经验。学生也能在
实地考察中获益，观察企业如何在实际生活中运作。

为什么要在德比大学学习？

• 口碑出众：我校的商务与管理专业在2020年《卫报大学指 
 南》中排名前十。根据2019年英国全国学生调查（National  
 Student Survey 2019），91%的学生对于我校商科的整体质量 
 表示满意。 
• 高标准：学生除了能获得学位，还能拿到备受推崇的特 
 许管 理学会（CMI）管理和领导力5级证书，这是获得特许 
 管理师资格的第一步。学生无需额外花费就能成为特许管理 
 学会（CMI）的预备会员，提高自身的职业竞争力和就业能 
 力。
• 专业的指导：我校给学生提供机会，让学生能与最出众的商 
 业人士接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我校的商业管理文 
 学士 （荣誉）学位为每位学生学习的所有阶段配备外部CMI 
 导师，乃全英国首创。
• 注重实践：德比大学与用人单位进行合作，提高学生的学习 
 和工作水平，通过商务情景模拟和咨询项目，培养学生的决 
 策能力和领导能力。

“通过学习商业管理，学生能了解自己的特长，从而在所擅长的领域发展职业方
向。我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我们是与企业合作处理实际案例，因此可以获得有关
业务实际运作方式的经验。”

布列塔尼·迪克森（Brittany Dixon）
商业管理专业毕业生，已被劳埃德银行的毕业生计划录取。

德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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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与管理 
在2020年《卫报大学指南》
中名列前十

本科 大一 大二 大三

商业管理文学士（荣誉）学位（CMI认证）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商业管理（金融学）文学士（荣誉）学位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商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文学士（荣誉）学位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商业管理（国际商务）文学士（荣誉）学位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商业管理（市场营销）文学士（荣誉）学位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商业管理（专升本）文学士（荣誉）学位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德比商学院商科课程 入学要求

我们还提供以下研究生课程： 
全球工商管理硕士（包括专门的专业方向）、国际商务理学硕士、国际商务和金融学理学硕士、国际商务和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
士和国际商务和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欲了解有关课程和入学要求的更多详情和最新信息，请访问

德比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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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用人单位都很重视应用经济和金融分析能力。德比大学的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专业不
同凡响——学生会将核心原则和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环境中，解决实际工作问题。

经济与金融

关于我们的课程

我校培养大胆、有远见、能做出重要决定的经济和金融专业人
士。学生将精于处理复杂的金融数据，进行经济研究和分析，
并利用自己的调查结果来制定商业策略。

我们与全球商业和金融信息领袖彭博（Bloomberg）合作，投资
卓越的学习设施。在我校的彭博金融市场实验室，学生将形成
对金融交易活动的理解，并将学会使用全球领先的金融专业人
士所使用的信息和技术。学生还可以在获得学位的同时获得彭
博市场概念证书，以提升自己的专业形象。

我们的课程获得著名专业机构特许管理协会（CMI）和特许管理
会计师协会（CIMA）认证，这意味着我们的课程是针对雇主需
要的技能精心设计的，并能为学生提供额外的奖励和/或专业机
构的豁免会员资格。

德比大学的经济与金融学理学士（荣誉）学位和金融学理学士
（荣誉）学位也获得了英国最大、最受尊敬的证券和投资专业
机构——英国证券及投资特许学会（CISI）的认可。这两个学位
的课程都为英国证券及投资特许学会（CISI）的投资基础入门资
格证书量身打造，帮助您为未来的考试做好准备。

为什么要在德比大学学习？

• 尖端的竞争优势：这是学习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激动人心的时 
 刻，因为从英国脱欧到美国总统任期，时事的影响在世界 
 经济中都能感受到。我们的课程为您提供全新的视角和全球 
 思维，以应对转变带来的挑战。
• 雇主参与度高：学生将与企业一起进行现场金融咨询和经 
 济研究项目，并有机会在英国或海外实习。我校的合作伙伴 
 关系使学生有机会在普华永道、敦豪速递和英国企业董事协 
 会（Institute of Directors）等机构获得工作经验。
• 令人鼓舞的学习氛围：我们的课程充满了实用的场景——无 
 论是建立投资组合、在会议上展示经济分析，还是与客座 
 讲师和客座教授（如劳埃德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特雷弗·威廉 
 姆斯）讨论伦敦金融城的最新发展。
• 助您脱颖而出：德比大学的教学团队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 
 国际研究背景。学生还能参与有影响力的研究项目，并能通 
 过我校的个人辅导体系得到一对一的支持与指导。

“德比大学为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支
持，因为是小班教学，并且老师对我们
进行了大量一对一的辅导。他们根据学
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并帮助我们发
展技能。”

布里亚·考尔（Preeya Kaur）
经济学专业学生

德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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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大一 大二 大三

经济学文学士（荣誉）学位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经济与金融学理学士（荣誉）学位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金融学理学士（荣誉）学位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银行与金融学文学士（荣誉）学位（专升本）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德比商学院经济与金融学课程 入学要求

我们还提供以下研究生课程：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国际商务和金融学理学硕士和全球工商管理硕士（包括专门的专业方向）

欲了解有关课程和入学要求的更多详情和最新信息，请访问

德比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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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选择、培养和留住合适的人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这就是人力资源管理（HRM）专业人
士的作用所在。在德比大学学习人力资源管理，释放自身潜力，迎接充实未来。

人力资源
管理

关于我们的课程

如果您觉得您能帮助机构招到最好的员工，并能帮助员工为机
构发挥最大的作用，那么在人力资源领域工作是您明智的选
择。如今，高级人力资源专业人士被视为商业伙伴，他们在与
其他领导者一起支持机构实现总体目标、取得成功方面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德比大学，学生将掌握规划与执行增加战略价值的最新人力
资源策略、流程和实践的各项技能。从员工敬业度到平等和多
样性，德比大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课程将涵盖当今行业面临
的一些最紧迫的问题。

我校的毕业生已经在国际公司、英国国民保健服务（NHS）
、地方政府以及瀚纳仕人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Hays 
Recruitment）等人力资源领域的知名企业获得了职位。

为什么要在德比大学学习？

• 深厚的行业联系：学生将从我校与知名雇主、特许人事与 
 发展协会（Chartered Institute of 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和特许管理协会（Chartered Management  
 Institute）的联系中获益。选择德比大学的商业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专业）文学士（荣誉）学位课程，学生可以拿 
 到获得特许人事与发展协会（Chartered Institute of 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和特许管理协会（Chartered Management  
 Institute）这两家专业机构的资格证书，提升从业资质，深化 
 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所长。
• 为学生提供在工作场景中学习的机会：学生可以选择一整 
 年的工作实习或通过暑期实习、雇主主导的项目、商务情 
 境模拟，以及参与我校与用人单位骑士1759（Knights 1759） 
 合办的模拟就业法庭来获得在工作场景中学习的机会。学 
 生拥有充分的空间来检验自己的想法，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的 
 能力、决策能力、谈判水平和领导能力。
• 激发学生的灵感和动力：我们的教学团队拥有丰富的研究和 
 咨询专业知识，学生将收获最新的专业思路。行业领导者会 
 与学生分享自身的成功经验，讲述他们如何用强大有效的人 
 力资源管理手段获得了事业的成功。
• 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指导：德比大学的课堂人数少、环境气 
 氛好，学校为学生提供一对一指导，将学习引向个人最感兴 
 趣的专业领域。

“讲师们亲自实践，确保我们了解手头的任务。我的学位使我更了解了人力资源工
作包括了哪些内容，并对我想探索的人力资源领域有了更多认识。拥有现实世界的
经验意味着，你在离开大学之前就已经对该行业有所了解。”

莫莉·弗林（Molly Flynn） 
人力资源管理跨专业荣誉学位毕业生

德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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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大一 大二 大三

商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文学士（荣誉）学位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德比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课程 入学要求

我们还提供以下研究生课程：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生文凭（CIPD认可）、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专升本）和国际商务和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

欲了解有关课程和入学要求的更多详情和最新信息，请访问

德比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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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商学院学习，做好准备，在国际商业生涯中立即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我
校独到的课程安排将使学生掌握高超的技能和深厚的知识，帮助学生在全球商业舞台上走得更
远。

国际商务

关于我们的课程

高素质的国际商务专业毕业生可以获得优秀的起薪，期待快速
提升职业发展。在德比大学，学生将全面了解当今国际组织所
面临的经济、金融、政治、法律和文化因素，从而为在高级职
位上脱颖而出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非常重视将最新的商业和经济理论应用到现实世界的实践
中，以提高您的分析和批判性思维。德比大学注重培养学生当
今雇主所期望的更广泛的素质和能力，例如解决问题的能力、
决策能力、撰写报告的水平、研究和演示技能。

我们的课程获得领先的专业机构特许管理协会（CMI）和特许管
理会计师协会（CIMA）认证，这意味着我们的课程根据雇主需
要的技能来设计，并能为学生提供额外的奖励和/或专业机构会
员资格的豁免。

为什么要在德比大学学习？

• 开阔的全球视野：德比大学支持学生通过一学年或一学期的 
 海外学习来拓宽他们的视野。也有定期的海外学习旅行可供 
 学生选择。
• 丰富的商业实践：学生可以选择通过在英国或海外的实习和 
 见习来获得真实世界的实践经验。在我校的彭博金融市场实 
 验室，学生能够获取丰富的全球商业数据，了解交易大厅的 
 操作务实，从中受益匪浅。
• 全面的专业技能：我校采取跨学科的方法来传授国际商务知 
 识，学生毕业时在经济分析、战略、法律、金融、市场营销 
 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专业技巧深入而全面。
• 与专家面对面：德比大学的教学团队将行业经验与科研专 
 长相结合。学生有机会通过大师班、网络活动和当前的案例 
 研究与商业领袖和金融专业人士保持联系，跟上国际上的最 
 新发展。

“我之所以选择就读德比大学，是因为我想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商业的世界，即国
际化的视野。我遇到了来自许多不同背景的人，这大大丰富了我的学习。 英国是
我最喜欢的国家之一，在这里生活以及尽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都是非常好的经
历。”

劳拉·吉米尼斯·塔拉戈纳（Laura Jiminez Tarragona）
国际商务（专升本）毕业生

德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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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大一 大二 大三

国际商务文学士（荣誉）学位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国际商务文学士（荣誉）学位（专升本）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国际商务与金融学文学士（荣誉）学位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国际商务与金融学文学士（荣誉）学位（专升本）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德比商学院国际商务课程 入学要求

我们还提供以下研究生课程：
国际商务理学硕士、国际商务和金融学理学硕士、国际商务和人力资源管理理学硕士和国际商务和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欲了解有关课程和入学要求的更多详情和最新信息，请访问

德比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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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比大学学习物流，学生将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在一个令人兴奋的、技术驱动的行业获得
成功。德比这座城市科技技术高、战略位置好，运输和物流业强大，为新一代物流专家提供了丰
富的机会。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关于我们的课程

德比大学会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和重大问题。无论是革新的
网上购物、运输应急物资，还是确保易腐货物到达超市货架，
物流都是一个充满无限挑战和机遇的职业机会。

我们的重点是培养多才多艺、机敏灵活的毕业生，他们拥有适
用于现代商业和新兴职业机会的通用技能，能跟上物流和供应
链管理变革的步伐。

我校与NOVUS的合作为学生带来了激动人心的机会，包括客座
讲座、专家指导、行业访问和职业实习。学生有机会与零售商
ASOS、敦豪速递(DHL)、塞恩斯伯里超市（Sainsbury’s）、雀巢
公司和Arla等公司建立联系。

为什么要在德比大学学习？

•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德比大学坐落于物流和供应链公司聚 
 集地，是企业社区的一部分，为学生提供企业参观和实地考 
 察的机会，促进学生的学习。
• 专业信誉：我校的课程通过了英国特许物流与运输协会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ogistics and Transport）的认证。学生 
 能获得免费学生会员资格，并获得特许会员资格的学术要求 
 豁免。
• 行业知识：您的学习内容将包括一年行业见习机会、现场咨 
 询项目、客座大师课程和实地考察。学生能充分利用德 
 比大学蓬勃发展的运输和物流行业，以及我校与敦豪速递 
 （DHL）、杰西博（JCB）、尼尔森（Nelsons）、全球国际 
 货运（Schenker DB）、博姿(Boots)和劳斯莱斯等公司的行 
 业联系。
• 研究专长：我们的研究将给学生带来灵感。我们的供应链改 
 善中心是射频识别技术（RFID）、人工智能、精益生产和低 
 碳供应链的先驱。

本科 大一 大二 大三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理学士（荣誉）学位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德比商学院物流课程 入学要求

我们还提供以下研究生课程：
供应链改善理学硕士

德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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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比学习物流一直是我职业生涯的
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这座城市能便捷
地接触到庞大的物流和供应链网络，所
以让我开阔了眼界，拥有了许多机会。
你所获得的技能可以应用在任何行业
中，因此你将拥有多元化而灵活的职业
选择。”
艾米丽·凯（Emily Key）
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已被DHL供应链运营管理毕业生计划录取。

欲了解有关课程和入学要求的更多详情和最新信息，请访问

德比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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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对现代商业至关重要，也是毕业生就业的热门选择。我们的课程集艺术、科学和商业于
一体，让学生学有所成，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市场营销

关于我们的课程

在这个快节奏的行业，对具有专业知识的市场营销人员的需求
很大。德比大学的学位可以让学生专注于最吸引自己的营销专
业。您可以在广告和公共关系专业释放自己的创造力；利用最
新的数字技术和行业趋势，寻找与客户沟通的新方式；或者利
用消费者心理帮助公司和机构抓住竞争优势。

我们所有的课程都通过了英国特许市场营销协会（CIM）的认
证，并且是“CIM 毕业生门户”（CIM Graduate Gateway）的
组成部分，学生将获得CIM 专业市场营销证书的豁免，学生毕
业时将获得潜在雇主的青睐。

您可以选择入读我校最富盛名的市场营销（管理）文学士（荣
誉）学位，也可以选择我校市场营销（公关和广告）文学士（
荣誉）学位、市场营销（数字）理学士（荣誉）学位或市场营
销（消费者心理学）理学士（荣誉）学位，让您的简历与众不
同。

为什么要在德比大学学习？ 

• 独特的思考方式：以核心营销、品牌管理和商业原则为基
础，学生将了解到接触不同受众的创新方法。学生将擅长
组织有说服力的广告宣传活动、设计强有力的市场营销策
略，加强企业的盈利能力。

• 影响力网络：德比大学将帮助学生与机构和企业建立联
系，为学生提供具有挑战性的咨询项目和专业指导机会。
我校组织的2020年市场营销大会等活动将行业领袖带进校
园，让学生跟上最新的行业发展。

• 令人兴奋的机会：学生可以参观交易会和展览会，出国交
流一学期，或者进行一学年的工作实习。除了CIM文凭豁
免，学生还能获得奥多比认证（Adobe）和谷歌认证等资
质。

• 经验和专长：德比大学的导师认真敬业、拥有丰富的行业
经验，他们的研究领域从消费者行为到市场感知，无所不
包，学生将获得这些专业导师的一对一指导。

“我们实地参观了许多公司，这对我很有益。我现在很有信心进入职场并了解客户
的需求。从高中到大学课程是迈出很大的一步，但德比有很多机会。这是一个很好
的学习过程，你将获得所需的所有帮助和支持。”
金·西杜（Gin Sidhu）
市场营销专业学生

德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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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比大学的市场营销专业在
2020年《卫报大学指南》中
名列前十

本科 大一 大二 大三

市场营销（管理）文学士（荣誉）学位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市场营销（管理）文学士（荣誉）学位（专升本）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市场营销（公关和广告）文学士（荣誉）学位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市场营销（消费者心理学）理学士（荣誉）学位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市场营销（数字）理学士（荣誉）学位 高考成绩达到50% 大一、大二的成绩都达到75% 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都达到75%

德比商学院市场营销课程 入学要求

我们还提供以下研究生课程： 
市场营销管理理学硕士和国际商务和市场营销理学硕士

欲了解有关课程和入学要求的更多详情和最新信息，请访问

德比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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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向远大的经济学学生杰克•戈内拉（Jake Gonella）获得学位时还将拿到一个著名的奖项，他在英
国大学生交易挑战赛（University Trading Challenge）上展示了自己非凡的交易技能，有所斩获。

我们的学生：杰克·戈内拉

杰克是由三名选手组成的德比队的一员。德比队与来自英国各
地的金融和经济专业学生展开了较量，在大学交易挑战赛中获
得了冠军。

他和他的经济学专业同学汤姆·沃恩(Tom Vaughan)和沃尔顿·
马布托(Walton Mabuto)获得了本次竞赛的“最佳团队表现奖”
（Best Team Performance）和“最佳团队展示奖”（Best Team 
Presentation prize）。杰克本人获得了“最佳组合交易员”
（Best Portfolio Trading Individual）的荣誉。

杰克说：“这是应用和检验我的理论知识的宝贵经验，在大赛
中获得三个最高奖项，突显了我们合作的成功、大学对确保我
们取得成功的奉献，以及我自己作为学生的进步。”

“能代表德比大学我感到非常自豪，我很感谢德比大学在我求
学期间给我提供的机会。”

该竞赛要求团队在模拟场景中进行面对面的较量，包括交易比
赛、投资组合比赛、国债交易比赛和投资银行比赛。

作为一等奖获得者，这些学生将有机会参加由金融市场培训机
构全球市场学院（Global Markets Academy）为顶级投行提供的
暑期实习项目。

对杰克来说，交易比赛只是他学习的众多亮点之一，德比大学
的课程还提供了“大量发展就业技能的机会”。

他特别欣赏德比大学提供的将学习应用到实际的方法，使他能
够与企业就自己的任务建立联系，并有机会使用彭博金融市场
实验室（Bloomberg Financial Markets Lab）的实时数据。

作为课程的一部分，他还获得了彭博市场概念证书（Bloomberg 
Market Concepts Certifi cate），这是他简历上的又一项令人印象
深刻的内容，让未来的雇主知道他精通这款软件。

从领导一个新的学生经济、贸易和投资协会，到通过大学本科
生研究奖学金计划共同撰写一份关于德比市经济情况的报告，
在德比大学的几年学习为他提供了丰富而多样的经验。

德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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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比大学学习经济学对我来说是一
个不用犹豫的选择。与我以前访问过的
所有其他大学相比，德比大学的机会、
设施、模块范围和评估结构更适合我。
我在德比的经历对于在金融行业中申请

并获得工作至关重要。”

杰克·戈内拉
经济学专业学生

德比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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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比商学院在培养学生在职业生涯中取得非凡成绩方面有着令人羡慕的记录。德比大学为学生做
好万全准备，为学生获得梦想中的工作铺平道路。

事业发展与
就业能力

成功的事业

我们正在培养新一代雄心勃勃的商业人才。我们的学生在全球知
名机构获得了管理职位和高级培训职位，其中包括汇丰加拿大
（HSBC Canada）、安永（Ernst & Young）、普华永道（PwC）、
塔塔集团（Tata group）、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和巴克
莱银行（Barclays）。

提升全面才干

在德比大学，我们将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多才多艺的毕业生，
学生不仅是所选学科领域的专家，而且从入学第一天起，我们会
提升学生的分析思维、沟通技巧、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力、团
队合作和领导力方面的技能。

支持和建议

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提供职业指导，包括帮学生找工作、写简历和
准备面试。毕业后，我们的职业和就业服务将继续为学生提供长
达三年的支持。

继续深造

德比管理学院提供商科、经济学、金融学、市场营销、会计学、
人力资源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等专业的研究生课程。您只要再继续
学习一年，就可以获得备受推崇的硕士学位。

欲了解我们在您所选的学科领域提供哪些研究生课程，请查看本
手册中的课程页面，或访问：derby.ac.uk/postgraduate.

我们为在本校继续修读研究生学位的本科毕业生提供学费折扣。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有关校友折扣的最新信息。

“老师的鼓励和指导对于帮助我克服挑战并取得进步非常重要。这些模块课程非
常有趣，与中文教学模式完全不同。它们培养了我的兴趣，并重新建立了我的信
心。”
董佳（音译）
取得一等荣誉学位的国际商务专业学生，然后继续升读了国际商务理学硕士课程。她目前正在本校攻读全球工商管理硕士（MBA Global）课程。

德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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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比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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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对话

英国德比大学-Derby @DerbyUni 扫描二维码聊天

如果您需要有关访问或申请
德比大学的更多信息，请使
用以下联系方式。

联系我们

德比大学

34



联系方式

德比大学

地址：Kedleston Road, Derby DE22 1GB
电话：+44 (0)1332 59050

招生团队

德比电话：+44 (0)1332 594242
电邮：iadmissions@derby.ac.uk

德比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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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Derby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Derby,
Kedleston Road,
Derby, DE22 1GB

电话：+44 (0)1332 591044
电邮：marketing@derby.ac.uk
网站：derby.ac.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