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廷商学院
培养创造美好未来的人才
科廷商学院是科廷大学最大的学院，开设了西澳最大规模
的，与行业紧密联系的各类工商管理课程。

察、实习、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锻炼，参加经验丰富的专业
人士开设的讲座，完成实务习作等参与国际性的工商机构和
合作机构的活动。

为何选择科廷商学院？
高水准的课程
科廷商学院的课程以达到相关专业组织和国际机构的标准而
设置。我们在设置课程的过程中密切地联系和征询有关行
业、工商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意见，许多课程在澳大利亚和国
际上都得到认可。
大学毕业生或专业人士若有意提高其专业资格，可以从科廷
商学院众多的研究生和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中进行选择。我们
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不但适合国际学生所需，帮助他们实现抱
负，而且实用性和专业性很强，能让他们在当今竞争激烈的
市场上取得先机。
行业的参与
科廷商学院开设的课程充分地切合社会实际。科廷商学院咨
询委员会由来自必和必拓铁矿公司、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以
及西澳工商会等行业专家组成。他们积极地与科廷大学的学
者合作，共同对大学的课程进行定期审查。这就是为什么科
廷大学的学生能学到最新知识，切合实际，与行业联系的课
程。
我们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各种交往活动接触到行业中杰
出的雇主机构，从而建立专业方面的人脉关系。学生通过考

Make tomorrow better.

国际性的视野
我们的学生甚至在毕业之后仍然得到大学的支持，无论他们
走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与大学保持联系。校友会的活动非常活
跃，拥有超过100多个国家的72,000名毕业生，这使他们得
以从第一天开始就建立起国际性的人脉关系。
大学的毕业生在全球各地各种不同的专业和工商业领域就
业。从各种工业关系的谈判到股市的分析，从各种营销策略
的构思到工商业信息系统的设计，科廷商学院的学位能让学
生在国际范围内从事富有意义的许多不同种类的职业。
以解决方案为主导的研究
科廷商学院的研究项目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大学的研究与政
府部门、工商企业和公共拨款机构合作，造福于当地、国家
和国际的社区。商学院的研究专长包括应用经济学、能源、
可持续经济和数字化商业。
科廷商学院在所有的领域都强调高水准的策略性研究，对解
决实际问题提出可持续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business.curtin.edu.au

有意来科廷大学就读的学生，可在此网站了解科廷商学院的
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business.curtin.edu.au。
会计
会计学院开设一系列深受欢迎的会计课程。这些课程得到澳
大利亚的专业会计师管理机构的完全认可，这些机构包括澳
大利亚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计师协会以及公共会计师协
会。

营销学
科廷大学的营销学院开设与行业相关的各类课程。学院因应
全球的行业趋势，融合广告学、营销学和公共关系学，并融
合旅游业教育和服务接待业教育，推出一系列创新的双主修
科的课程和跨学科的课程。

科廷大学商业研究生院
科廷大学商业研究生院位于佩斯市中心商业区，开设深受欢
迎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工商管理领导学硕士课程、矿产及
能源经济科学硕士课程。
经济学及金融学
经济学及金融学学院开设经济学、金融学、银行、财务策划
及地产管理的课程。我们教导学生运用分析性思辨方式，掌
握适当的模式去理解私营和公营部门的决策所带来的变化和
结果。
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学院开设工商信息技术、工商信息系统、后勤及供
应链管理课程，让学生既掌握工商管理知识，又培养在这些
领域进行工作的很强的动手能力。
法律学
科廷法律学院开设法律学学士课程，满足在西澳从事执业律
师所需的学业要求。该学院还开设双学位课程，把会计、新
闻从业者或经济学融入法律学课程。
管理学
管理学院的课程让学生们掌握从事一系列管理职业所需的专
业技能，包括基本管理、国际商务、重大事件管理等。该学
院开设的许多课程得到专业管理机构的认可，例如澳大利亚
管理协会以及澳大利亚人力资源管理协会。

我们的联系方式：

Curtin Business School
Curtin University
Bentley Campus
Kent Street, Bentley WA 6102
邮政地址：
GPO Box U1987, Perth WA 6845
电话：+61 8 9266 1000
传真：+61 8 9266 3331
电邮：futurestudents@curtin.edu.au
网站：business.curtin.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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