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设置方案
— 跨文化沟通与全球商务学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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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克莱德大学校园坐落在英国最大且最具活

力的城市之一 — 格拉斯哥的中心。格拉斯

哥的音乐现场、酒吧和餐厅负有盛名，并且

这座城市被持续票选为除伦敦西区外的英国

最佳购物地点。因此，格拉斯哥被《Rough 

Guide》提名为 2014 年度全球前 10 大旅游

目的地之一就不足为奇了。

以格拉斯哥为依托，思克莱德大学的学生

所在的地点能够完美地探寻苏格兰所赋予

的一切。对于户外活动爱好者来说，仅需

短暂的自驾或巴士车程即可到达令人惊艳

的特罗萨克斯 (Trossachs) 和苏格兰高地 

(Highlands)。您可以尽情享受各种各样的活

动，如爬山、航海和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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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部 –
课程设置方案

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部 –
课程设置方案

思克莱德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部旗下

设有诸多新颖的课程，专门为促进跨学

科以及不同领域之间的学习交流和教学

研究而设立。在侧重于现代化教学，前

卫性思维，以及创新和融洽型教学的同

时，我们在具有影响力的跨学科研究合

作的领域内也享有盛誉。

在各项学生满意度调查和外部评估中，

思克莱德人文社科学部均持续获得高分

的评估结果。这也客观反映了我们优质

的教学和授课内容。我们的教师队伍积

极投身于各项学科领域内的科研和学科

发展，同时也为各种英国和国际范围内

有影响力的组织和机构提供咨询的工

作。学部内丰富的研究成果不仅促进了

教学活动的开展，同时其带给学生的学

术挑战也和我们侧重于培养学生高度的

就业能力而相辅相成。 

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部

致力于合作

思克莱德人文社科学部致力于和合作院

校的合作发展，创建出优质的教学项

目，使我们的学生和双方院校均受益。

此份项目书中所谈及到的我们新设立的

本科专业汲取了思克莱德人文社科学部

以及思克莱德商学院里各学科最优质的

课程，以培养出真正跨学科的人才以适

应日益增长的全球化商业环境。

除了跨领域的教学设置，此专业的学生

将有机会可以和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群

体一起，在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

的市中心学习和生活。这些元素都造就

了独特的学习环境和世界级的教学体

验。 

荣誉学士学位

总学分480（四年）

在思克莱德期间学习的学分：

 四级课程100学分

 三级和四级课程180学分 

大三课程 (60/80 学分)

四门三级课程和两门二级课程    

第一学期 

 国际领导力发展 

 此门课旨在培养学生的商业管理 

 导力，同时发展其个性化能力，

 养团队合作，信息技术管理，公

 演讲，国际化和跨文化交流意识

 以及商业伦理意识。这门课程同

 会通过融合思克莱德英语系（苏

 兰第一，ISB国际学生指标排名

 的商务英语的教学模块来增进学

 的跨文化商业沟通技能。

 欧洲政治

 这门课全面介绍了欧洲政治图景

 引出了欧洲的政治治理和政府机

 的共通性质，同时也对于欧洲不

 国家的不同特质进行了分析。

 互联网法

 此门课程会介绍跟互联网有关的

 法和法律议题的基本原则和法理

 这门课同时也会对和互联网法热

 议题进行探讨和辩论，比如互联  

 管制，数据隐私保护，网络犯罪

 和互联网知识产权问题。 

第二学期

 国际环境下的战略市场营销

 此门课通过分析战略决策制定的

 学方法和角度来深入探讨国际战

 营销的策划和执行，从而使学生

 机会审视一个成功的营销战略是

 何帮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

 的。

 商业流程和信息系统管理

 此课程介绍了商业流程和信息系

 管理相关的重点议题，同时也涉

 到在信息/知识经济的大环境下

 运用。 

 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

 此课程通过审视国际关系学里的

 本概念和历史境况，主要的国关

 流派，国际关系的框架和流程，

 面介绍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

 概况。同时，此门课会涵涉及到

 如战争特征的变化，国际安全学，以 

 及国际组织和机构这样的核心议题。

课程设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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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课程 (120/100学分)

五门四级课程和一门二级课程

 
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

 商业管理中的议题和趋势 

 此门课程将会引出商业管理各个不同 

 的领域中涌现出的最新热门议题和商 

 业趋势。

第一学期

 数码传播和文化

 这门课会讨论到数码科技在传播领域 

 的发展应用启示和未来趋势。同时还 

 会涉及到学生数码作品创作以及对于 

 作品批判性反思的讨论。 

 商法

 此门课会通过对于商法学里基本概  

 念，法理，和规则的探讨来使学生对 

 于商法有基本的了解和掌握。其中主 

 要会围绕代理的基本原则，合伙人制 

 度，以及公司法来进行讨论。 

 经济，贸易和政策

 有待确定

第二学期

 毕业论文（20学分，四级课程）

 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论文命题，经批准 

 后将会参与论文项目的调研。每个学 

 生将会分配到一位专门的论文导师来 

 指导他们的论文写作和项目研究。

 翻译研究 – 重点议题和理论

 此门课程会从历史总览的角度来探讨翻 

 译学，同时会使学生参与到对于相关热 

 点议题的批判性辩论中。学生还会通过 

 对于当代翻译文献的分析从而提高翻译 

 的语言技能。 

待定选修课程

 新闻学和流行文化

 学生将会通过这门课学习到新闻学和流 

 行文化的关联，同时还会通过分析历史 

 经济和文化力量对于流行文化的构建过 

 程从而了解流行文化的发展及其层级的 

 由来。

 二十世纪文学

 此课程会通过重点鉴赏小说，诗歌和戏 

 剧作品来探寻二十世纪的英语国家文 

 学。学生还会通过此门课程来进一步了 

 解主要的二十世纪文豪以及他们的文学 

 继任者。

 美国政治

 此门课将会介绍到美国政治中的基本概 

 念，政治理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和机 

 构，以及政策制定的程序和政治活动。

 媒体和大众舆论

 此门课将会审视公众态度对于社会文化 

 塑造和发展的影响力，重点会探寻不同 

 的媒体和大众舆论的构成。  

课程设置方案（接上页）

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部 –
课程设置方案

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部 –
课程设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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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设施

膳宿、IT 资源和社会生活 — 思克莱德具

有很多可用的支持和信息，可帮助您为校

园生活细节归类。

膳宿

思克莱德提供有 2,000 个房间，可在自备

伙食的基础上提供各种合理价位的膳宿。

大多数学生居住在校园内的学生村中，还

有 400 名学生接受学校提供的膳宿，居住

在距离校园 5 分钟步行路程的地方。校园

附近区域还有大量的私人房屋租赁。携带

家人和受抚养人的学生应在家庭成员到来

前找到适合的住处。

计算与 IT 服务

21 世纪的学习不仅仅是关乎书本。我们

的学生获益于校园内广泛的计算机提供和 

Wi-Fi。您还将通过您的大学用户账户享受

到免费的电子邮件和个性化学术信息。

图书馆

图书馆为学生提供接触材料与信息资源的

机会，在支持性的学习环境中为您的学习

提供援助。学习区适合个人或集体工作，

宽敞的 Wi-Fi 区域方便笔记本电脑的使

用，同时部分区域还配有台式电脑。 

图书馆拥有大约一百万册的书量，并且

提供对超过一百万本电子书籍和超过 

105,000 份电子期刊的访问，这些电子材

料可通过任何适当激活的电脑随时使用。

职业服务部

该大学备受赞誉的职业服务部于您在思克

莱德学习的任何时间及毕业后与您合作，

以帮助您做出职业选择并培养良好的求职

技能。

我们的学生就业服务可帮助您寻找兼职或

暑期工作，以及实习或工作安置。职业顾

问将帮助您在毕业时确认职业选择、提高

求职技能并获得适合的工作。

职业服务部与各种不同的雇主保持紧密的

联系，他们会在我们的网站上通知职位空

缺。

www.strath.ac.uk/careers

学生经验服务

我们的主要支援服务包括信息与建议及学

生财务支援团队；学生健康服务；学生顾

问与咨询服务；残障服务和牧师中心。

运动设施

运动与娱乐中心拥有适合各种运动的一流

设施，以及健身课、武术与举重训练。运

动联盟管理着 40 多个俱乐部，能够满足

所有能力层次的需求。

学生会

学生会是您拥有完美外出节目的场所，并

且还拥有各种俱乐部、运动和志愿活动机

会。

www.strathstude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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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地点

思克莱德大学校园位于格拉斯哥中心

04 

思克莱德商学院
全球领先的商学
院之一

05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院区域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院的所在地

06 

图书馆
五层楼的最先进
的学习资源

07 

SIPBS: 
思克莱德药剂学与
生物医学科学学院

08 

校园村
思克莱德学生的家
庭以外的家

09  

技术与创新中心
学术和行业活动的
世界一流中心

01 

运动联盟
47 家俱乐部可供
选择，能够适应每
个人的需求

02 

学生会
苏格兰最大最好的
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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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威尔大厦
工程学院的所在地

格拉斯哥的两座机场提

供往返于北美、中东和

众多欧洲城市的直达国

际航班，并且提供至英

国其他地点的联系。 

格拉斯哥的两条主线火

车站距离思克莱德校园

不到 15 分钟步行路

程。巴士车站距离校园 

10 分钟步行路程。

格拉斯哥距离伦

敦只有一小时的

飞行距离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苏格兰

格拉斯哥
爱丁堡

纽卡斯尔

英格兰

曼切斯特

伯明翰

伦敦

法国

比利时

威尔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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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克莱德中国学院

思克莱德大学

电话: +44 (0)141 444 8213
电子邮件: sci@strath.ac.uk

思克莱德大学 格拉斯哥 G1 1XQ
一所让你学以致用的大学

www.strath.ac.uk

我们是英国排名前 20 的研究型大学之一

全英年度最佳大学 

物理研究排名全英第 1 名
商学院排名全英前 10 名
位列全球大学前 250 名
全英年度最具创业精神大学 

我们的七个工程院系在科研方面  

排名全英前 10 名

思克莱德大学是一个慈善机构，注册地在苏格兰，注册编号 SC015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