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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院欢迎您

除了高质量的学位课程让我们在竞
争中脱颖而出之外，我们也深知与
工商界的互动是至关重要的成功因
素。只有理论联系实践才能使我们
的学生面对毕业后的挑战。
每个学期我们都会邀请企业家和杰
出学者给学生作报告并激励他们。
最近我们举办了第二届工商管理学
院诺贝尔奖获得者讲座，使学生有
机会接触到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并受到激励。我们也经常邀请校友
回母校和在校学生分享他们“真实
生活”中的奇闻轶事并提供指导和
帮助。我们会举办企业策划大赛，
邀请公司经理人作为裁判，邀请人
力资源专业人士进行互动和指导。
学生通过分组聚焦于特定金融或管
理方面以及编写案例来分析实际公
司。

三个月实习对于每一个工商管理学
院的学生来说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在实习期间，大四学生将在他们的
专业领域进行第一次业界尝试。学
生们运用他们理论知识找出实际问
题的解决方案，公司会评估他们的
业绩，通常在学生毕业后录用他
们。我们就业和实习办公室能把学
生能力和雇主需求以及偏好进行完
美匹配。
当我们在2017年庆祝建校20周年的
时候，工商管理学院已经成为阿拉
伯地区首屈一指的商学院（据2016
年美国新闻排名）。我们带着骄傲
而继续前行。

Jorg Bley 博士，教授，院长
注册金融分析师 (CFA)
特许另类投资分析师 (CAIA)
金融风险管理师 (FRM)

沙迦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Sharjah)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最
高委员会成员、沙迦酋长苏丹•本•穆
罕默德•卡西米博士殿下于1997年创
立。酋长旨在海湾地区提供美式高等
教育来提高所有社会成员的学术能力
来实现他们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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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迦美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SBA)
因其卓越的本科和研究生商务课
程，在中东和北非地区众所周知。
这些课程都由我们多元化的教师团
队主讲，绝大部分教授拥有美国名
牌大学的博士学位。他们的成就在
国际上享有盛誉，许多教授出版的
论文和教科书获得国际奖项。

为什么选择沙迦美国大学?
沙迦美国大学不仅注重学术成功，
而且也营造一个丰富多彩的校园生
活来彰显开放、宽容和尊重。卓越
学术成就和宽容社区精神的结合使
沙迦美国大学成为汇集世界一流的
师生、未来的创新者、思想家、贡
献者和领导者。

今天，成千上万的沙迦美国大学毕业
生正在为这个使命而努力，他们正在
中东乃至全球为企业、政府和社区做
有意义的贡献。
扎根于精英教育和注重学术能力的原
则，具有国际认证的沙迦美国大学已
经成为最优秀的教学和科研的代名
词，才华横溢的毕业生受到全世界雇
主的青睐，他们必将引领二十一世纪
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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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生可以在海湾地区仅有的互
动交易大厅里理论联系实践来参悟
国际金融市场的错综复杂性。这个
可以容纳27名学生的高科技互动交
易大厅完全参照典型的华尔街或全
球投资公司而建，包括实时数据传
输、行业软件和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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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地区排名第一的商学院
(据 2016 年美国新闻排名）。

认证

国际合作

•

小班授课和敬业的教师为您提供
积极互动的学习环境。我们师生
比例是 1:15。

工商管理学院持续不断地和本土以及国际机构、公司和政府建立合作关系
来提升我们的课程。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和合作伙伴的紧密互动包括师徒合
作、实习机会、项目合作、现场工作体验或研究支持来提升学生的学术体
验。工商管理学院：

•

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多样化且
充满活力的学生。

沙迦美国大学及其课程获得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高等教育事务部学术认证委员会的认
证，也获得美国中部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认
证。此外，工商管理学院荣获美国国际商
学院协会(AACSB)认证，这是对我们教育
质量最好的认可。全球有大约15000家商
学院，仅有760家荣获AACSB认证。

•

•

86% 的工商管理学院教师获得专
业职称。教师来自 34 个国家，
大部分拥有美国国际商学院协会
（AACSB）认证大学（北美为
主）的博士学位。
我们的教师在各自专业领域拥有
丰富的经验。学生们高度评价教
师的专业见解和实践知识。

•

49:51 的男生/女生比例。

•

40% 的学生住校。

工商管理学院拥有先进智能教室、计算机
实验室和Wi-Fi技术的商学院大楼，配备
27台彭博终端的互动交易大厅允许学生
通过彭博、汤姆森路透集团以及资本智商
访问来自世界各地的实时金融数据，例如
股价、债券、ETF、货币、商品期货、利
率、就业指数、通货膨胀预期。在中东和
北非地区首屈一指的互动交易大厅能使学
生将课堂中学到的知识进行应用，并研究
市场怎样对中央银行、政府机构和公司释
放出的重大信息做出反应。通过现场训
练，学生有机会获得彭博认证。
沙迦美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SBA）已加入
彭博经验学习合作伙伴计划（ELP）。SBA
是全球仅有的35所大学、中东和北非地区
第一所获得这一殊荣的大学。该计划将彭
博资讯整合到课程中，以对在经验学习领
域中的领导者做出认可和表彰。该计划将
构建一个由同行机构组成的行业社区，为
学生提供创新课程，以培养他们的金融市
场意识，为未来的职业做好准备。

是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的 CFA 协会大学联盟
项目的会员，只有具备全球声望、学科领先和与实际相关
且有意义的投资教育项目才能成为会员。作为海湾阿拉伯国
家合作委员会(GCC)地区唯一的一所大学，自从 2004 年成
为CFA协会大学联盟项目的会员以来，工商管理学院一直
和该协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
		
		

是和英格兰及威尔士注册会计师协会(ICAEW)合作。荣获会
计学本科文凭的学生可以免修由ICAEW开设的注册会计师
社团(ACA)资格考试的六个模块。

•
		
		
		

是103个国家的2900家机构组成的SAP大学联盟项目的会
员。SAP大学联盟项目不仅让学生接触到最新的SAP 技
术，而且促使大学把SAP软件整合到教学中。双学习项目(本
科+SAP 证书)能使学生毕业的时候具备领先行业的证书。

•
		

浙江大学全球创业中心是我们最新的国际合作伙伴，师
生将在双方合作项目和科研计划中受益匪浅。

工商管理学院是注册金融分析师协会
(CFA)在海湾地区的第一家项目合作
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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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商学
院协会委员

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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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工商管理学院？

•

阿拉伯地区排名第一的商学院
（据2016年美国新闻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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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院因其卓越的本科教育
质量而在中东北非地区享有盛誉，
共开设六个专业：会计学专业、经
济学专业、金融学专业、管理学专
业、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和市场营销
专业，以及包括供应链管理在内的
七个辅修专业。

全球低于5%的商学院荣获美国国际商
学院协会(AACSB)认证。

研究生课程

实习和就业
我们的目标不仅要传授高质量的商
务课程，而且为学生提供专业的经
验和机会把课程中学到的理论知识
运用到“现实世界”。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工商管理学院
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在公司或政府单
位实习三个月。实习结束之后，学
生们通常会以兼职形式继续为公司
工作。也有很多学生获得实习公司
的全职工作。
工商管理学院实习和就业办公室已
经建立了广泛的公司和政府关系，
帮助学生争取到有意义的实习岗
位，也帮助毕业生在海湾地区和全
球寻找就业机会。

沙迦美国大学开设两个硕士项目：工商管
理硕士(MBA)和会计硕士(MSA)。工商管
理学院也提供一系列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培训和专题研讨班。

我们将公司简介和所需的实习/就业
能力与学生技能进行匹配，并通过
举办一系列关于简历撰写、面试技
巧和商务礼仪的研讨会为学生做好
准备。因此，企业合作伙伴给我们
非常积极正面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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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接

学士课程

工商管理学院在教学中使用全面教
育的方法。在实践知识的帮衬下，
我们强调批判性思维和开发分析能
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毕业生被海湾地区和国际大企
业所录用，例如阿布扎比商业银
行、花旗银行、戴姆勒、德勤会
计师事务所、迪拜水电局、迪拜
控股、阿联酋航空公司、安永会
计师事务所、雅诗兰黛、阿联酋
电信、通用汽车、谷歌、德国汉
高、汇丰银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
所、Mubadala主权基金公司、阿布
扎比国民银行、雀巢、飞利浦、宝
洁公司、普华永道、SAP、沙迦伊斯
兰银行、渣打银行、联合利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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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 BROCHURE

此外，我们计划在下个学年开设金融硕士
(MSF)和工商管理博士(Ph.D.)。

“工商管理学院实习和就
业办公室提供了主要的学
生服务之一。其广泛的企
业和政府合作伙伴确保我
们学生能获得和自身兴趣
和技能相匹配的专业经
验，并为将来的事业提供
垫脚石。”

“在沙迦美国大学学习不仅可以获得卓越的
教育，还可以拥有一段神奇的经历，这一切
都帮我做好准备，发现重大机会，并开启令
我激动的职业生涯。”

Farah Lahham

Milda Eyad

金融专业

宝洁公司
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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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就读本专业？

会计学是一门为内部和外部利益相
关者收集、分析并报告金融信息的
艺术。会计专业为学生提供会计学
主要领域的教育和培训，包括成本
会计、金融会计、会计信息系统、
审计和税法，例如增值税(VAT)和所
得税。

我们的课程能帮助学生参加并通过美
国的专业资格考试，例如注册会计师
(CP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
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和注册舞弊
审查师(CFE)，并为学生准备一系列激
动人心的就业机会，例如：
•
审计
•
税务/天课顾问
•
公司会计
•
首席财务官
•
欺诈审查员
•
法务会计师
•
审计官
•
金融分析师

“会计课程改变了我对会计的认知，从
数字和日记分类账到更深层次的概念。
会计学的批判性思维和决策是真正的商
务学习核心。如果你正在寻找一门可以
挑战你的思维、开阔你的就业前景、并
通过学习确保质量的专业，沙迦美国大
学会计学专业将是你最好的选择！”

“会计专业是当下需求最旺盛的专业之
一。我强烈建议那些不确定他们想要学
习哪个领域的大学生认真考虑会计学专
业。会计学的宽泛性绝对会增加他们的
就业机会。”

Rana Hamdan

Latifa AlMohammad

工商管理学院手册

会计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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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

经济、社会和政治事件的快速变化需要个人和企业
为未来做出明智的决定。经济学为解开个人、企业
和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政策问题并提出政策
建议提供简单而强大的工具。工商管理学院是首屈
一指的经济和企业研究中心，高质量的经济系教师
团队正在做对地区和世界具有影响力的研究。

为什么就读
本专业？

经济学学位在企业和政府拥有一系列的就业机会。
学生通过掌握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为研究型事业或将
来的研究生课程做好准备。我们的毕业生已经为一
系列就业机会做好准备，例如：
•
商务和市场分析
•
信誉分析师
•
风险经理
•
理财顾问
•
政策顾问
•
央行行长
•
经济预测员
•
保险承保人

毕业生深造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加拿大肯高迪亚大学
法国格勒诺布尔管理学院
英国剑桥大学

经济学

毕业生深造于：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美国哈佛大学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法国HEC管理学院
美国德保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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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

会计系

会计学专业校友

“在沙迦美国大学学习有着不可思议的
学习经历。教授们走进教室的时候总是
准备得很充分，而且他们很乐意竭其所
能地帮助学生。学生们非常友好而且知
识渊博，他们也很乐意在课堂中讨论并
分析材料。”

“经济学使我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来理解问
题，我觉得这是本专业最棒的部分。它开
阔了我的视野，并帮助我思考了很多关于
金融模型、商业分析和我们在商学院工作
时的事务。”

Ganiyu Adedolapo

Husain Rangwalla,

经济学专业

经济学专业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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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

大学联盟项目

CFA协会

为什么就读
本专业？

金融学是一门通过理财、筹集和分配基金进行个人
和企业层面创造价值的学科。毕业生将学习如何做
出谨慎投资、融资决策、优化公司的营运资本并管
理公司风险敞口。分析金融证券的风险和回报、
理解金融市场的复杂性是金融专业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我们金融专业的课程涵盖注册金融分析师
(CFA)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这使得我们专业在海
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具有独特性。因
此，工商管理学院也是位于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
市的CFA协会大学联盟项目的合作伙伴。
金融学位为未来专业人士入职不同的公司，包括保
险公司、银行、政府机构、家族企业等做好准备。
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普遍就职的职位有：
•
投资银行家
•
投资组合经理
•
财务规划师
•
证券经纪人
•
房地产顾问
•
风险经理
•
财务主管

工商管理学院手册

毕业生深造于：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英国伦敦商学院
英国阿斯顿大学

10

“工商管理学院创造了一个主张和鼓励求
知欲的环境，促进极大的职业发展，并确
保成功培养大学生成为真正的世界公民。
这种整体性学习在我迎接未来机会的过程
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就读工商管
理学院，这些机会我连想都不敢想。”

“金融系的教授们都知识渊博而且乐意为
他们的学生提供最大的支持。我不仅凭借
所学的核心知识在金融方面取得了事业成
功，而且还需要积极的心态和态度面对世
界。知识自由和自主环境允许我追求我的
理想并寻找成长的每一个机会。”

Ramkumar Raman

Razan Alobaidi

金融学专业

金融学专业校友

为什么就读本专业？

管理学专业为希望融合理论知识、实践知
识和技能的学生而设计，这些知识和技能
将帮助他们成为未来组织的专业管理者
和领导者。专注于学习人际交往、系统和
必要的战略运筹能力来建立和管理在公共
或私人组织的有效团队。课程包括管理理
论、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
务、组织行为学、项目管理等，主要强调
规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组织的过程。

任何企业的专业人士最重要的技能之
一是有效管理并领导他人的能力。从
预算到战略、从技巧到技能、制定解
决复杂问题的方案来引领组织和个人
成功。管理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机会
非常广泛，包括：
•
企业顾问
•
企业家
•
综合管理
•
政府管理人员
•
人力资源经理
•
项目经理
•
公关经理
•
业务拓展经理

毕业生深造于：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奥地利韦伯斯特大学
西班牙IE商学院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学院

管理学

金融系

管理系

。

“因为管理是每个主要业务部门的基础，
作为一名管理学专业的学生，我有幸鸟瞰
企业界。它帮我提升成为一个更专业、更
有效的领导所需的人际关系、谈判和交流
能力。它有助于我在决策和目标设定方面
的实践。”

“在沙迦美国大学学习是一次精彩绝伦且很
有价值的教育经历。各式各样灵活的课程、
知识极其渊博且有奉献精神的教授，大学为
我提供了最好的学习和成长机会来应对企业
挑战。”

Samaa Mustafa

Mahmoud Marak

管理学专业

管理学专业校友

工商管理学院手册

市场营销：市场营销专业人士帮助公
司发展、优化并宣传公司的产品、服
务组合并通过与客户和顾客沟通来增
加价值。营销的主要领域包括电子商
务、数字营销、时尚设计和奢侈品管
理。
市场营销：受智慧市场营销和基于战略的
社交媒体的推动，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当下
商界的主要价值驱动因子。许多不同的职
业可供我们毕业生选择，例如：
•
•
•
•
•
•
•
•

品牌经理
消费者分析师
营销经理
广告与促销经理
市场研究分析员
数字营销员
零售设计师和经理
产品经理

管理信息系统：在今天这样日益数字化的
世界里，分析网络和智能商务系统的发展
为公司提供了竞争优势，也为管理信息系
统专业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会，例如：
•
数据库管理员
•
软件系统开发者
•
系统分析师
•
数据科学家
•
信息系统经理
•
采购经理
•
供应链经理

管理信息系统：许多企业和政府的职
能部门都需要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统知
识，通常应用于决策支持系统、资源
和人员管理应用、项目管理和数据库
检索应用。

工商管理学院手册
工商管理学院手册

市场营销和信息系统

市场营销和信息系统系 为什么就读本专业？

供应链管理辅修课程专注于将信息技
术和物流融合成为公司的创业机会。

学生组织
毕业生深造于：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英国华威大学
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英国卡迪夫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不仅注重学术，更是
一个由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组成
的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兴趣的大家
庭。教职工尽力使学生的学习经历
愉快、具有挑战性、鼓舞人心且有
价值。学生们也在营造一个促进学
习、培养团队精神以及优秀商学院
归属感的环境。

多年以来，每个专业都成立了自己的
学生组织，例如会计学会(TAS)、金
融主管协会(FiEx)、市场营销和管理
信息系统社区(MMC)、学生经济学
协会(SEA)以及管理倡议(TMI)。

学生活动
“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是我们
学生组织的座右铭。所有活动旨在
通过竞赛、研讨会和企业社会责任
(CSR)活动来提高学生对商务环境的
接触。典型活动，例如最高点(The
Pitch)，龙穴(Dragon’s Den)和商
学院学徒工(SBA Apprentice)促进
了企业家精神。此外，社交营销挑战
和案例竞赛加强了学术知识。年度企
业社会责任活动，例如商学院粉色丝
带活动(SBA Goes Pink)和自闭症
活动(A for Autism)，培养学生回
馈社会的意识。
大部分活动促进学生与企业互动，
并允许学生和跨国公司的高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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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商务团队(DBT)是第一个由学生
创建并运营的学生组织。

讨论，例如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毕
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会计师事
务所、普华永道、摩根史坦利投资
公司、联邦快递、汇丰银行和欧莱
雅。教育竞赛，例如时间挑战赛、
纽约国际游学、与传奇投资人沃伦
巴菲特面对面以及伦敦学习之旅都
是典型的学生活动，为学生在商学
院的学习体验增添了巨大的价值。
我们学生组织参加PRME商业与和平
会议以及组织联合国全球契约会议
等国际会议，同时还有校友为在校
学生提供支持和建议的师哥/师姐项
目。此外，教师和学生开展科研合
作并在学生期刊上发表论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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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换生项目
工商管理学院手册

工商管理学院的学生可以通过海外实习或者国际交换生项目来获得国际经
验。一学期或一年的国际交换生经历将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更重要的是
拓宽学生的个人视野并提升他们对不同文化和习俗的理解。与此同时，工
商管理学院也为来自国际著名院校的交换生提供不同凡响的学习经历。

“通过国际交流能让你走出安逸并
永远改变你的生活。对于我来说，
国际交换生的那个学期是我人生中
最好的经历之一。”

“华盛顿特区是经济和政治的国
际大舞台，也是学生想在各自领
域做大做强的知识汇聚地。任何
一个学生在华盛顿这个世界首都
学习一个或两个学期一定能增长
知识。”

Huda AlSada,

Salman Dossani,

会计学专业学生，2015年春季

经济学专业学生，2011-2012

美国佛蒙特大学国际交换生

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国际交换生

“作为一名在阿联酋学习的中国人，
沙迦美国大学拥有多样和包容的学
生。沙迦美国大学让我宾至如归，同
学都很热情，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的
同学们不畏惧学习新的文化。这一切
都体现出沙迦美国大学的多样和包容
的校园文化。
我和所有的教授都相处得很融洽。不
管是传统的课本学习还是非传统的学
生自我学习，课堂都是非常有趣而有
意义。

工商管理学院手册

在沙迦美国大学学习将为你提供一个
职业发展的大平台。此外，沙迦创业
中心的设立标志着沙迦美国大学不仅
支持创新文化而且还把创新文化有机
地和大学文化结合起来。因此，学生
在沙迦美国大学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
梦想。“

加入工商管理学院
获取更多课程信息或者关于申请流程的问题，请访问我们官网
www.aus.edu
或联系：
SBAinfoCN@aus.edu

郭敏轩，金融学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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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邀精英(ELITE）
工商管理学院的核心价值
Excellence 卓越

我们相信高质量的学术教育是员工和世界公民个人
发展的基础。我们追求的学术高标准和学术卓越性
使商学院毕业生在职场中处于领先地位。

我们相信成为海湾地区领导者的愿望能改变世界。
我们不断与企业和政府建立友好关系，因此，我们
的毕业生将成为未来的领导者，我们的教师将用最
前沿的知识来引领潮流。

Inclusiveness 包容性

我们拥抱多样性和百花齐放的观点。我们的学生和
教师来自不同的文化和民族背景，这些都明显体现
在全校学术和非学术追求方面。我们提倡深度理解
不同的文化来支持宽容和尊重。

Teamwork 团队精神

我们相信通过团队合作来创造价值。团队成员优势
互补不仅能有效解决问题，而且还能超越个人能力
提出有创意的办法。有技巧地管理好团队能产生比
个体成员绩效总和更大的协作效应。

Ethics 思想道德

工商管理学院手册

我们相信诚实、道德和正直。工商管理学院早在入
学阶段就涵盖荣誉守则，并将其植入我们活动的各
个方面，包括学习、工作和社交。我们培养学生成
为有道德和有责任心的领导，他们将致力于公共利
益。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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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 BROCHURE

Leadership 领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