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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世界领先的国际性技术大学，在全球范围内拥

有强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我们拥有 22,000 多名学

生组成的社区，在思克莱德大学学习是一次卓越的体

验，您将享受灵活、创新的学习模式和一流的设施。    

思克莱德大学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闻名全球，使

我们的学生和更广泛的社会受益，并产生经济价值。

我们通过研究中提出的观点和见解为教学提供指导和

启示，使其更具深度和实用性。 

我们培养的毕业生已经为事业成就做好了准备，已经

获得了所需的技能。公司奖学金的支持以及与工商界

的密切合作，帮助我们的毕业生在其选择的职业生涯

中获得良好开端。

最近的英国研究卓越框架结果证明了我们的研究实力

和深度，思克莱德大学在研究卓越性和力度方面被评

为英国前 20 名大学，牢牢占据了英国公认领先的

研究性大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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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拉斯哥学习令人无比兴奋，每年都有数千名学生

选择在思克莱德大学学习。

我们的学生说这是一座精彩的城市，可以享受购物和

美食带来的乐趣，可以参加世界一流的音乐和体育活

动，也可以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每个人都能找到自

己热爱的事情。这座城市被持续票选为除伦敦之外的

英国最佳购物地点。格拉斯哥的 Hydro 是英国唯一

一座同等规模的场馆，格拉斯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音乐之都，平均每周举行 130 场音乐活动。格拉斯

哥周围有近 1,800 家咖啡厅和餐厅，因此，《孤独

星球》将其称为“欧洲最佳最博采众长的就餐地”也

就不足为奇了。 

从格拉斯哥到美丽的特罗萨克斯 (Trossachs) 和苏

格兰高地 (Highlands) 只需一段短暂的旅程，思克

莱德的学生可以非常方便地探索苏格兰为户外活动爱

好者提供的所有精彩风景。您可以尽情享受各种活

动，包括爬山、雪上运动、山地自行车、水上运动、

空中野战训练和彩弹射击。您也可以参观苏格兰具有

历史意义的城堡和遗迹，探索城镇和城市繁荣的艺术

和文化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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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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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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荣誉学位总共需要480个学分，

其中240个学分来自于前两年在接收

学校的学习研究，Strathclyde将

通过分段学分协议授予剩下240个学

分。   

课程描述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为了确保

能够充分考虑与决策制定相关的人为

因素，对于不同的高等级金融和商业

实践方法的需求已经更加明显。

极具创新性的行为型全球商务课程

（Behavioural Global Business）

使得学生能够沉浸于学习研究之中，

从而使他们在参与到全球商业实践的

同时，在个体差异、社会因素、认知

和大脑科学机制等方面打下坚实的基

础。毕业论文基于稳妥的研究方法，

使学生得以应用自己在全球商业案例

分析中所研习到的内容，为他们进入

职场提供时下流行的信息。  

本专业的毕业生将作为人类和商业理

论之间的桥梁，推动变革，并为雇主

创造成功。

第三学年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60学分，思克

莱德商学院60学分）

第一学期

 国际领导力发展（20学分）

 培养商业、管理、个人发展技巧、 

 团队合作、IT、演讲、国际文化意 

 识和道德问题等知识技能。 

 研究方法（20学分）

 学生将学习到多种研究方法，以完 

 成他们的课业和论文（第四学年。

 个体差异（20学分）

 我们鼓励学生科学地思考有关个体 

 差异研究的概念问题和实际问题， 

 特别是在智力和个性方面。他们将 

 有机会在设计测量仪器时应用到这 

 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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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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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

 国际背景下的战略营销（20学分）

 学生将学习到国际营销战略制定与 

 实施的分析决策导向型方法，并获 

 得机会探索成功竞争的战略开发过 

 程。

 业务流程与信息系统管理 

 （20学分）

 此课程让学生认识到在更加广泛 

 的信息/知识经济背景下，业务流 

 程和信息系统管理中存在的关键问 

 题。

 社会心理学（20学分）

 此课程将研究当下社会心理学中 

 观点和立场。此课程的四项主导主 

 题：  
    

   – 态度和态度改变

 – 身份，关注社会、个人和团 

    体身份 

 – 偏见，联系态度和身份，并 

    覆盖社会表象、陈旧观念、 

    偏见和冲突等广泛领域 

 – 认识论，主要考虑知识理论 

    和社会心理学知识的得出方 

    法及其作用

第四学年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80学分，思

克莱德商学院40学分）

覆盖两个学期 

 企业管理中的问题和趋势 

 （20学分）

第一学期

 发展（20学分）

 此课程回顾了孩子从婴儿时期到 

 青少年结束时的发展过程。课上 

 将呈现出关键性理论，用于探索 

 孩子的发展到底是连续性的还是 

 阶段性的，以及是否特定技能培 

 养会比其它培养更快捷。 

 治理和发展（20学分）

 这门课会详细探讨社会安定与发 

 展，冲突与贫穷的政治成因，以 

 及学界对于冲突，社会不平等以 

 及全球化的最前沿研究课题。此 

 课程同时会重点介绍发展中国家 

 所面临的当代挑战。

课程设置方案（接上页）

第二学期   

 论文（20学分）

 学生将进行一个由他们自己选择 

 并经过审核的简短研究项目。将 

 会有个人导师来指导研究并查看稿

件。

 认知（20学分）

 此课程将介绍一些认知心理学的核 

 心课题：

  

 – 感知和行动，尤其是我们是 

    如何感知时间和进行面部识 

    别的 

   – 记忆和学习，包括情景记忆 

   模型和工作记忆模型 

   – 语言，包括词汇产出、语句 

  理解和语篇处理  

   – 思考，具体为问题解决、演 

  绎推理和判断以及决策制定

 生物心理学（20学分） 

 此课程的目的在于提供学习大脑 

 机能基本原理的机会，并鼓励学生 

 去处理由行为如何产生的个人认识 

 所造成的影响。它涵盖了神经科学 

 中电生理学、精神药理学以及神经 

 解剖的研究方法。此外，还有一些 

 主要针对视觉系统和运动系统的部 

 分。

或

 表现心理学（10学分）外加一篇基 

 于思考的小论文（10学分）

 心理因素被认为是在各方面表现中 

 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体 

 育活动中。此课程将会考察与精英 

 表现心理学、个人和团体过程以及

复杂运动技能习得等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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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住宿，IT设施和资

源，到社交活动 – 在

思克莱德，我们给学生

提供各种支持和信息来

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这

里的学习和生活。

膳宿

超过 1,440 名学生住在

校园村，还有 400 名学

生住在距离主校区 10 分

钟步行路程的校外宿舍。

所有校园村住宿都是不包

餐住宿，有专门的现场管

理团队，非办公时间有夜

间门房。我们将为在招生

当年 8 月 25 日之前符

合所有大学入学条件的海

外学生提供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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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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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服务部

职业服务部在您学习期间

和毕业后为您提供信息、

建议和指导，以最大限度

地提升您的就业能力和职

业前景。 

职业服务部通知毕业和兼

职空缺、暑期实习、工作

经验和志愿活动机会。我

们会请雇主来到校园介绍

他们提供的机会，并帮助

您为这些机会做好准备。

运动设施

价值 3,300 万英镑的全

新大学运动和康乐设施将

于 2018 年投入使用，将

提供最先进的运动和娱乐

设施。 

目前，运动和娱乐中心拥

有适合各种运动的一流设

施，以及健身课、武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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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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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克莱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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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位置 我们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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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创新中心

运动联盟

学生会

詹姆斯威尔大厦

思克莱德商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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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思克莱德药剂学与生物医学科学学院

校园村

商业城

市中心

11

格拉斯哥
爱丁堡

苏格兰

英格兰

北爱尔兰

伦敦
威尔士

法国

比利时

格拉斯哥距离伦
敦只有一小时的
飞行距离，距离
大部分欧洲主要
城市只有不到两
小时的飞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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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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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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