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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osing which university to attend is one of the biggest decisions you will ever make. After all, it is 

the place you will spend 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years of your life. Let me make the decision a little 

easier for you.

　　Here at Glyndwr University, we blend the importance of academia with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We are student-centred, market led, internationally significant and open to all.

　　This focus has taken us to a record number of students in 2013/14 and we are determined to provide 

everyone joining the Glyndwr family with the best experience possible, not just through education but 

socially and culturally, with your health and wellbeing always in mind.

　　Here at Glyndwr University we are proud of our enterprising spirit. This spirit impacts on everything 

we do, from our name - inspired by Welsh hero Owain Glyndwr - right through to our everyday actions.

　　This doesn't just mean turning our graduates into the next great entrepreneur, although we do have a 

strong record of providing excellent support for those wanting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To us it means that we work hard to keep our courses up to date and industry relevant by building 

partnerships wi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We are creative in our thinking, often introducing 

courses which are the first of their kind in the UK; and we are sustainable and bold in how we operate.

　　We believe in people's potential and opening up university life to all, whether it's those visiting the 

campus to use our facilities or deciding to study here.

　　We don't believe that there should be barriers to people fulfilling their potential, and past and current 

students consistently praise our staff for the help and support offered to them throughout their courses.

　　If you want a university that cares, that puts your studies and future at the top of its agenda, the 

search is over.

校长欢迎辞

　Professor Maria Hinfelaar Vice-Chancel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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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多大学简介

英国格林多大学（Wrexham Glyndwr University）创建于1887年，是一所公立综合性大学，坐落于英国北威

尔士地区，是北威尔士地区重要的高等院校。学校拥有四大校区，开设北威尔士商学院、艺术学院、计算机科学

及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等7个院系，学校提供多种学科领域的课程。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日制毕业生

在毕业后的6个月内的就业率为93%，非全日制毕业生的就业率更是高达99.1%，毕业生就业率排名全英国大学

前10位。格林多大学以学生为重点，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和科研，2017年凭借高教 学 质 素 及 学 习 成 果 ， 英 国 政

府 为 格 林 多 大 学 颁 发 “ 卓 越 教 学 ” 银 奖 。 商 学 院 是 特 许 公 认 会 计 师 工 会（ACCA）授权的教学机构，艺术学院

在全英国排名第12位，威尔士地区排名第1位。

格林多大学有着全球性的学术声誉，是国际商学院协会AACSB（全球最权威的MBA认证机构）会员，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

会AMBA会员，被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列为世界大学前3%的精英大学。

格林多大学的前身是威尔士大学成员之一，原威尔士大学是一所仅次于伦敦大学的英国百年（公立）名校。



5 5 

格林多大学历史

格林多大学的名称来自中世纪一位威尔士亲王
欧文·格林多

2003年，伊丽莎白女王访问北威尔士及我校的Techniquest 2007年进行名称变更

始建于1887年

1924年起提供学位教育

2003年伊丽莎白女王到访学校主持Techniquest 

中心的开幕仪式

2007年更名为格林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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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认证

格林多大学是中国教育部认可及推荐的英国大学，其院校信息可以在中国

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查询。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构QAA（Qual i 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审核通过格林多大学为高质量教学高校。

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年轻大学排名，并列全球第32位。

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现代大学排名，名列全球前146位。

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位列全英前4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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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宗旨

本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涵盖了二十一世纪的主要管理内容，包括人才管理、领导力、

策略思考、财务、有效沟通、组织变革和企业社会责任。涵盖全球商业环境，并

加入国内元素。课程由大学核准委任的国内资深导师任教，他们具备硕士或博士

资历，并拥有丰富教学及实践经验。

课程是针对高级管理和领导岗位的专业及行政人士设计，旨在为学员提供广泛

跨职能知识，以助学员于不同的业务环境及高层次的管理操作中运用。大学除了

设有品质促进组监督检查及校外审核小组监督教学质量，并做定期严格而详细的

评审和举行联席会议做教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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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

本课程以在职面授的形式在国内修读。课程分为两个阶段，可18个月内完成。

第一阶段(120学分)

     学员须完成6门学科，各占20学分，约12个月完成。

第二阶段(60学分)

     学员完成第一阶段后，才能进入第二阶段。学员须出席研究方法工作坊，然后在论文导师指导下完成论文。第二阶段预计6个

月内完成。

第一阶段 PART ONE
风险评估与决策 Evaluating Risk and Decisions

当代领导学 Contemporary Leadership Themes

营商睿智与财务洞察力 Financial Insights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实施策略 Implementing Strategies

综合沟通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s

变革与创新 Creative Change and Innovation

第二阶段 PART TWO
研究方法与论文 Research Methods and Disse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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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Risk and Decisions

评估和批判审查组织面临的风险类型，减轻和管

理风险的策略以及应对措施，并考虑缓解危机后

迅速恢复正常的方法。

风险评估与决策

课程内容

Financial Insights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营商睿智与财务洞察力

培养学员的营商睿智与财务洞察力，使其所属组

织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拥有可持续及

健康的财务状况。

Contemporary Leadership Themes

认识领导学理论、模式及研究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例如团队、文化、动机、学习和态度等）。让

学员能够审慎评估领导学的效益， 了解跟随者

相关的组织行为概念，且应用于其所属组织的营

运中。

当代领导学

Implementing Strategies

运用不同方式研究策略思维能力和分析技巧，以

对学员所属组织的长远发展、业绩和方向作出贡

献。

实施策略
Creative Change and Innovation

此课程会探讨变革、创新和创造力对组织的生存

和发展的重要性。深入认识因变革和新思想的产

生及应用而导致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业绩波动。

变革与创新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s

培养学员应用有效沟通方案和品牌管理概念的能

力。使学员了解加强可持续的持份者关系以及实

现顾客价值为其所属组织业绩带来的贡献。

综合沟通

第一阶段 P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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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 A D E R S H I P

W A Y

O F  

T H I N K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A B I L I T Y

第二阶段 PART TWO

学员需要设计一个研究提案，作为论文写作过程中调查并解决的管理/企业问题的基础。通过进行学术性的研究，检验研究过程中涉及的目标和方法对商业和管理环境中的

哲学性、实践性和道德性的概念作出客观的理解。了解做数据分析时可以应用的合适软件。此课程的目的是要培养学员的概念性思维并提高其独立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学员能够提出与商业和管理相关的可应用的结论。

Research Methods and Dissertation研究方法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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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 A D E R S I P

学制、学费及报读条件

1.

2.

学制及学费：1.5-2年，依据学校要求适当调整收费标准；

招生对象：拥有一定管理经验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政府相关部门中高级官员等各类精英 

 

人士；

3. 申请条件：全日制本科学历及以上学历申请者无需工作经验； 非全日制本科学历或专科学历

申请者需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

4. 申请材料及报读流程：

（1）申请者需提供： A.  填写完整且带申请者签名的申请表扫描件  B .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原

件扫描件  C .  成绩单（复印件）扫描件  D.身份证原件正反面和护照个人信息页扫描件  E.近期二

寸彩色白底免冠电子版照片1张  F. 个人简历 G. 推荐信一封。

（2）发放《预录取通知书》，缴纳学费，录取发放《录取通知书》，注册学籍，正式开学。

（3）修完规定课程学分，完成硕士论文，毕业生可选择前往格林多大学本校参加毕业典礼

，获颁MBA 学位证书（与格林多大学全日制学生学位证书一致）。

Course Duration
Fee and Admission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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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及语言

6门学科以作业、案例研究和演讲为考核形式，无需考试。为方便学员学习，本课程以中文为授课语言。

ASSESSMENT METHOD AND 
MEDIUM OF INSTRUCTIO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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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国际承认

该课程让在职专业及行政人士，以在职面授形式修读而获取由格林多大学

颁发的英国和国际认可的硕士学位，其学术地位及认可性与大学颁授修读

相同课程的英国全日制的硕士学位相同。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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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电子图书馆

修读格林多大学课程的学生均可使用大学的网上图书馆。无

论身在何处，学员都可以透过互联网灵活使用经过专家评审

的学科资源，包括数据库、期刊和有用的资源渠道等。

ONLIN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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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

完成整个硕士课程的学员可参加格林多大学在校园举行的毕

业典礼，与大学全球的附属学院及英国本土的毕业生一同行

礼。

GRAD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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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W r e x h a m  G l y n d w r  U n i v e r s i t y

Since 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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