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 D 斯莫菲特
研究生商学院

全日制 MBA 课程
2021-2022 学年

UCD 斯莫菲特研究生商学院作为全球商学院中精英

汇聚的一员 ，我们获得了美国 AACSB（ 国际精英商学

院协会 ），欧洲 EQUIS（ 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 ）和

英国 AMBA（ 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 ）的三重认证 。
我们是爱尔兰唯一加入 CEMS（ 全球管理教育联盟 ）
和 GNAM（ 全球高端管理联盟 ）的学校 。

我们更是唯一一所始终被英国《 金融时报 》评为世界
排名前 100 位的爱尔兰商学院 。

认证机构 ：

成员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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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机构 ：

UC D 斯莫菲特
研究生商学院

Anthony Brabazon 教授

UCD 商学院院长

随着全球背景下为了适应新冠肺炎疫情纷纷采取了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
式 ，我们意识到此次疫情对我们这一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当前，抗逆
力和领导力不仅是工作中所需的必要技能，也是我们在面对瞬息万变的
商业环境时设计出新战略并从中发现新机会的重要能力 。

作为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爱尔兰对全球局势有着独特见解 ：我们
保持开放的态度 ，乐于接受新思潮 、新构思和各种新技术 。面对此次的
危机 ，我们坚持不懈 ，努力为全球合作伙伴持续提供优质服务与项目 ，
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全球声誉 。

UCD 斯莫菲特研究生商学院位于生机勃勃的首府城市——都柏林 ，这里
也是充满活力的商业技术中心 。

GERARDINE DOYLE 教授

Director , UCD 斯莫菲特研究生商学院主任
UCD 商学院副院长

UCD 斯莫菲特研究生商学院已有超过百年历史 ，培养了众多杰出的商业领袖 ，
这也成为了学校代代传承的瑰宝 。我们是一所充满活力 、在全球排名靠前的国

际商学院 ，经三重认证 ，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才，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全
球市场中表现出众 ，享誉全球 。就读 UCD 斯莫菲特研究生商学院意味着你将
成为这个多元化 、国际学生群体中的一员 ，在一次次学习和挑战中培养出真正
的国际化商业视角 。
我们不仅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优质学术课程 ，还注重培养学生的个人领导力，让
我们的毕业生能够从容应对全球商业环境带来的挑战 。我们的学生同时也将师
从享誉全球的教师并与各地的优秀研究人员共事 。
我对我们的学生充满信心 ，因为我们所培养的未来商业领导者能够为爱尔兰乃
至世界各地产生影响并作出贡献 。

我们致力于为每一位学生创造机会 ，让他们能够在商业和社会环境中一
展所长 ，贡献自己的价值并 、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们希望为学生在未来
的教育规划中保驾护航 ，都柏林大学欢迎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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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莫菲特工商管理硕士
UCD 斯莫菲特研究生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MBA ）作为
爱尔兰享有盛名的 MBA 课程 。我们在国际上排名靠前并经三重
认证，学生将有机会在欧洲最友好的首府之一享受独特的学习生
活。

CAL MUCKLEY 教授

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教务主任

我们的目标是在学生完成学业后能够对商业环境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极为注重实践
出真知，这意味着我们将帮助学生掌握一套独特的商业技能和行为方式 。通过学习 ，学生
将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 ，学会全球化思维方式 ，除了出色的学术成果 ，我们还将培养学生
的领导才能 ，包括谈判 、沟通 、人际关系与协作能力 ，并掌握批判性思维技能 。
我们经验丰富的教职人员可以确保学生选择的课程符合最新的商业思潮 。我们的学者都与
国际研究和咨询行业有深度接触 。同时，我们与各大国际品牌也建立了深厚的企业联系 。
我们的求职网络团队将为学生的职业生涯提供支持 ，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
中。
本校的 MBA 课程已有超过 50 年的历史，并借此成立了一个遍及全球的校友网络，拥有超
过 4 ，000 位 MBA 校友 。每年都有大量多元化优秀人才慕名加入本校学习 。
攻读 MBA 是一个可能改变命运的决定 – 我们愿意为学生的美好未来保驾护航 ，并且热切
盼望学生能来到都柏林 ，进入这所充满魅力的校园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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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UCD 斯莫菲特

研究生商学院的理由 ？
全球排名

我们的课程多年被英国《 金融时报 》评为全球排
名前 100 。

三重认证

我们是爱尔兰唯一美国 AACSB （ 国际精英商学院
协会 ），欧洲 EQUIS （ 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 ）
和英国 AMBA （ 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 ）三重认
证的商学院 。

领导力培养计划

斯莫菲特研究生商学院的 MBA 课程旨在培养国
际化的管理人才 ，能够管理世界各地的各种团队
和组织 。

就业影响

毕业后的三年内 ，收入增幅 68％（《 金融时报 》
2020 年 MBA 学校排名 ）。

企业关系

本校与国内外的各大企业组织建立了紧密的行业
联系 。我们的毕业生已在各大知名企业任职 ，包
括麦肯锡 、微软 、谷歌 、普华永道 、毕马威 、苹
果 、安永 、埃森哲 、Aer Lingus 、3M 、利宝保险
和亚马逊等 。

全球校友网络

与遍布全球的 4 ，000 多位 MBA 校友和 95 ，000
多家企业校友组成的校友网络保持联系 。

国际合作伙伴和机遇

作为 GNAM （ 全球高端管理联盟 ）的一员 ，与
30 所顶级研究生商学院 ，包括耶鲁大学 、IE 、
ESMT 、Hass 和 EGADE 有合作关系 。我们的学生
可以前往合作学校就读其选择的课程 ，也可参加
网课。学生还将有机会借助参与咨询项目前往亚
洲和欧洲各地 。

杰出的学者团队

本校从世界各地招募的 100 位专业 、优秀且实力
强劲的教学人员是我们能够享誉全球的基础 ，这
些人组成了杰出的教学专家团队 ，负责教授商学
和管理学领域的各门核心课程 。

国际多样性

我们 65％ 的全日制 MBA 学生来自海外 ，包括欧
洲 、北美洲和南美洲 、非洲和亚洲地区 。由此形
成的国际化氛围有助于丰富 、活跃学习环境 。

课程档案和统计数据
2019~2020

以下是我们目前学生群体的档案资料 。

646

GMAT 平均成绩

29

学生平均年龄

6

平均工作年限

32%

女性学生

68%

男性学生

65%

国际留学生

专业性

在教授国际 MBA 资格课程方面拥有超过50 年的
丰富经验 。

“ 我们这些毕业生都说 ，攻读MBA是我们做
过最具挑战性但是也是最激励自己的事情 。每
个人都在学习过程中建立了庞大的人脉和深厚
的友谊 ，我们的 MBA 校友在完成课程都长期
与学校保持联系，校友间也经常联络 。”
Sophie Carey,
高级经理，MBA 课程毕业生

www.smurfitschoo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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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学者团队 ：向大师学习
我们多元化的国际教师团队
将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他们
在世界各地累积的经验 。我
们的学者善于从其进行的广
泛研究中提炼创新思维，并
与通过咨询工作得到的应用
见解相结合 。在此将介绍几
位目前负责课程教学的师资
力量 。

NIAmh brennan

Niamh Brennan 是都柏林大学
的 Michael MacCormac 管理学
院教授 ，也是 UCD 企业管理
中心的创办人 、教学主任 。
Niamh Brennan 是UCD 科学
（ 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 ）专
业的一级一等荣誉毕业生，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取
得特许会计师资格，拥有沃里克大学博士学位 ，并
且是董事协会（ 伦敦 ）的特许董事 。Niamh Brennan
已出版 100 多册出版物 ，曾被谷歌学术搜索引擎
引用超过 5 ，000 次。为了表彰她取得的研究成果 ，
Niamh 于 2020 年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这
是爱尔兰最高的学术荣誉 ，她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
的商学院学者 。Niamh 还获得了 2018 年英国会计
与金融协会杰出学术成就奖 ，并于 2019 年入选跨学
科会计学研究名人堂 。Niamh 曾担任国家艺术与设
计学院和都柏林港区发展局主席一职 ，现任 、曾担
任多个非执行董事职务 ，并且是众多审计委员会的
成员 。Niamh 同时也是爱尔兰董事协会的在职荣誉
会员 ，也是爱尔兰精算师协会的荣誉会员 。

Cal Muck ley

Cal 是 UCD 商学院的银行与金
融操作风险课程的教授 。他的
研究方向是企业融资与资本市
场的接口问题，其重点是减少
金融欺诈行为 。他曾在国际学
术期刊上发表文章 ，包括了《
公司金融杂志 》，《 计量经济学杂志 》和《 金融评论
》。此前 ，他曾在达勒姆商学院（ Durham Business
School ）担任金融讲师 。Cal 在都柏林三一学院获得
了博士学位 。也曾作为访问学者远赴纽约大学斯特恩
商学院，耶鲁大学，荷兰的格罗宁根大学和蒂尔堡大
学，法国的ESC 雷恩高等商学院以及伦敦经济学院进
行交流 。他也是富布赖特学者（ Fulbright Scholar ），
并且还获得了其他多个奖项和奖学金 ，包括 UCD 和
美国万惠互通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 Thomas Moran 奖
学金 ，以及统计与社会调查协会颁发的 Barrington 奖
章 。各大金融报刊 ，包括《 华尔街日报 》也曾频繁
报道他的杰出成就 。

Patrick Gibbons

Patrick Gibbons 教授于 2003
年被任命为 Jefferson Smurfit
学院的战略管理课程教授 。
Patrick Gibbons 毕业于匹兹堡
大学 ，获得战略规划与政策专
业的博士学位 。之前 ，他在
UCD 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 。在进入学术界之前 ，
他曾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Jefferson Smurfit Group
，爱尔兰投资银行和爱尔兰邮政局的多个财务和公司
战略岗位任职 。他曾在匹兹堡大学 ，南洋大学 ，新
加坡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担任教学工作 。Pat 会定
期向资深企业主管提供高管培训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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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 Keegan

Anne Keegan 是都柏林大学人
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教授 。她从
事的工作始终围绕人力资源管
理和就业关系领域 。在 2017
年加入 UCD 之前 ，她曾在阿
姆斯特丹大学的阿姆斯特丹商
学院担任研究生商学院教学主任 ，并在鹿特丹伊拉斯
姆斯大学任职 。她曾在维也纳经济贸易大学和她获
得博士学位的都柏林三一学院担任客座教授 。Anne
Keegan 曾在《 组织研究 》，
《 管理研究杂志 》，
《应
用心理学杂志 》，
《 人力资源管理 》和《 国际人力资
源管理杂志 》等优秀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 。Anne 也
是多份期刊的编辑审查委员会成员 ，并与 Paradox 人
力资源管理研究项目和基于组织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研
究项目的学者合作 ，开展各项国际研究项目 。

Brian McGrath

Brian McGrath 博士是斯莫菲特
研究生商学院 MBA 课程的竞
争战略与战略执行课程讲师 。
基于他对教学工作作出的杰出
贡献 ，UCD 于 2017 年 ，授予
Brian McGrath 博士商学院奖 。
他目前的研究方向是组织惰性和创业持久性 。他已
在管理学会年会 、欧洲组织研究团体（ EGOS ）年会
和战略管理学会年会等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他
的研究成果 。Brian 在 UCD 商学院担任重要的领导工
作。他一直是 MBA 课程的教务主任 ，在此之前他曾
是海外课程（ 新加坡和香港 ）的教务主任 。

EAMONN WALSH

Eamonn Walsh 是 UCD 的普
华永道会计学教授 。他曾担
任斯莫菲特商学院院长和会
计系主席 。他主要的研究 、
教学和咨询方向是金融分析
，证券估值和美国证券市场 。
作为三本书籍的合著者 ，他的研究结果曾发表于《
会计组织与社会 》，
《 企业金融与会计杂志 》和《
会计审计与金融杂志 》。在加入 UCD 之前 ，他曾在
伦敦经济学院和纽约大学任教 。包括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和北京大学都曾向他发出访问邀约 。除了担
任各大欧洲 ，美国和亚洲知名企业的顾问 ，他还出
色完成了政府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分
派的研究任务 。

Karan Sonpar

Karan Sonpar 教授于 2009 年
加入斯莫菲特研究生商学院 。
他在加拿大艾伯塔大学获得
博士学位 。他曾受聘于西班
牙 IE 商学院和加拿大曼尼托
巴大学担任教学工作 。在获
得博士学位之前 ，他曾是印度的陆军上尉 。Karan
Sonpar 已在《 国际商业研究杂志 》、
《 管理杂志 》、
《 管理研究杂志 》，
《 人际关系 》，
《 麻省理工学院
斯隆管理评论 》和《 组织研究方法 》等知名学术期
刊上发表其研究成果 。他还定期为 A ＆ L Goodbody
，Almac ，Alltech ，Agilent，普华永道 ，微软 ，ICON
，爱立信 ，Dairygold ，Dawn Foods ，CIE ，DJEI 和
Mater Hospital 等企业提供有关人才管理 ，战略规
划和领导能力的高管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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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都柏林的理由 ？
数以千计的国际公司将爱尔兰作为
其欧洲总部 ，包括谷歌 、Facebook 、
PayPal 、微软 、eBay 和 LinkedIn 。

《 财富 》杂志将都柏林列为全球第 7
大最适合创业的新城市 。对比欧洲其
他八个欧洲孵化项目和爱尔兰境内的
三个项目 ，在爱尔兰能够获得的风投
资金更多 。

东面的海滩和南面的山脉环绕着都柏
林 ，公园星罗棋布 ，都柏林以能够提
供每个人都享受的美好设施而自豪 。

我们的学生在完成学业后有资格申请
为期 2 年的居留工作签证 。

《 孤独星球 》将都柏林列为 2016 年
世界必游十大城市之一 。

都柏林国际机场是通往欧洲首都和世
界各地的门户 。

爱尔兰是欧盟唯一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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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 MBA 课程概览 *
基础课程周

* 提供的课程模块可能会有调整 ，请参见网站信息 。

秋季学期

8月

9 月 － 12 月

春季学期

1 月－5 月

学术课程 *

夏季学期

6 月－8 月

MBA 课程是结合理论与实践 ，教学形式灵活多变的课程 ，通过采用客席讲师讲座 、小组讨论与分析以及

体验式学习 、案例研究 、模拟和顶点（ capstone ）项目等方式 ，掌握专业知识和分析技能 。该课程高度重视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相关专业技能 。

MBA 深入学习周

－ 报告撰写 、议论文写作导论
－ 财务报告导论
－ 跨文化领导
－ 演示技巧
－ 案例分析

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选修课程

选修课程

－ 财务报告
－ 绩效导向型市场营销
－ 竞争战略
－ 领导力与组织行为
－ 商业经济学
－ 企业融资

－ 管理会计
－ 财务报表分析
－ 运营与供应链管理
－ 数字化转型
－ 国际交换
之前的目的地包括 ：巴西 ，中国 ，阿联酋 ，
秘鲁 ，新加坡和阿根廷

全球高端管理联盟（ GNAM ）－ 有机会在合作
商学院学习相关课程

－ 管理谈判过程
－ 创业精神
－ 公司管理
－ 战略执行

核心课程

－ 国际咨询项目 － 曾到访 ：冰岛
和葡萄牙
－ 数据分析
－ 顶点项目
－ 人力资源战略
－ 全球企业战略

选修课程

－ 商业与社会（ 受限课程 ）
－ 行政决策（ 受限课程 ）

领导力培养项目 － 自我发展

－ 提高团队绩效
－ 跨文化能力
－ 演示技巧

各种研讨会活动 ，有助于学生培养领导能力和团队合作技能 ，同时有机会发展软技能 ，为就业和个人发展提升竞争力 。
－ 团队建设
－ 自我意识
－ 技能培训大师班
－ MBA 大师班
－ 影响者讲座 1

－ MBA 求职策略
－ 个人品牌和经验描述
－ 个人简历
－ 战略网络
－ 就业小组校友讨论会

迎新会

－ 就业 、校友指导
－ MBA 大师班
－ 影响者讲座 2

MBA 求职技巧

－ 校友指导计划
－ 面试技巧
－ 通过领英应聘
－ 招聘人员模拟面试
－ 访问公司和进行演示

课外活动

－ MBA 校友活动 ，MBA 体育竞赛 、体育俱乐部
－ 国际 MBA 案例研究竞赛 、MBA 博客 、MBA 俱乐部 、社交活动 、思想领袖活动 、MBA 圣诞
聚会

－ 演示技巧后续课程
－ 将理论付诸实践
－ MBA 大师班

MBA 职业展会
1-2-1 支持

－ MBA 烧烤会
－ MBA 夏季聚会

www.smurfitschoo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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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开发项目
斯莫菲特研究生商学院 MBA 课程的一
个主要特点是斯莫菲特研究生商学院的
领导力开发项目（ LDP ），我们旨在培
养具有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商业领
袖 。LDP 有助于发展现代企业所需的技
能和能力 。我们的 LDP 项目结合了领
导力的三个核心要素 ：即自我 ，团队和
组织 。
通过一系列互动型研讨会 ，自我评估和
一对一的校友指导 ，学生能够认识到自
己的学习动机 ，了解自己的行为 ，与他
人互动和交流能力 。学生将有机会参加
不同主题的团队辅导和一系列大师班课
程 ，具体涉及敏捷管理 、市场研究 、演
示技巧和团队合作 。该 MBA 课程赞助
了 UCD Smurfit IMPACT MAKERS（ UCD
斯莫菲特研究生商学院影响者 ）演讲午
餐会 ，活动期间 ，不同专业背景的杰出
领导人将与斯莫菲特研究生商学院 MBA
课程的教学人员进行交流 。此外 ，学生
还可选择加入我们其中一个 MBA 俱乐
部 ，或申请参加国际案例分析竞赛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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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莫菲特商学院求学期间 ，学生将特
别有机会建立自己的人际网络 。并能接
触到各个企业的高管 ，来自世界各地的
教学人员 ，同学以及我们的校友网络 。
领导力开发项目让学生在机会降临时游
刃有余 。

“ UCD 斯莫菲特研究生商学院 MBA 课程提供了
具有挑战性但收获颇丰的一年学习机会 ，让学生
完全沉浸于由知名商学院教授营造的多样化且参
与度高的学习环境中 。设计的各项商业课程有助
于学生深入了解商业世界的复杂性 ，并能掌握必
要的工具 ，确保在未来职业生涯中成为优秀的领
导者 。该项目让学生能够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脱
颖而出 ，加强学生取得理想职位的实力 。该 MBA
课程帮助我顺利从公共部门过渡到商业世界 ，通
过其建立的庞大的校友网络 ，我将有更多机会加
入各大跨国企业 。就读期间 ，我不仅建立了宝贵
的行业网络 ，还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挚友 。”
John Keegan，MBA 全日制课程（ 2018 级 ），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高级顾问

www.smurfitschoo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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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拓宽全球视野
除了能够结识国际留学生 ，
接触来自世界各地教学人员
外 ，我们的课程还涵盖了一
系列国际化要素 。
斯莫菲特研究生商学院 MBA 课程的一
个重要特征是我们注重课程的国际化
程度 。斯莫菲特研究生商学院是爱尔
兰唯一加入享誉全球的 GNAM（ 全球
高端管理联盟网络 ）的成员学校 ，该
联盟由 31 所顶级国际商学院组成 ：通
过该网络 ，我们的学生可以参加任何
联盟学校 ，例如耶鲁大学 、Haas 、IE、
HEC 和复旦大学等院校组织的 、为期
数周的“ 深入 ”课程 。我们为学生安
排了为期一周的时间 ，能够集中与来
自该联盟网络的合作院校学生交流学
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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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还将代表本校参加国际案例分
析竞赛 。
今年 ，我们的学生在华盛顿特区举办
的 IBM Georgetown 案例分析竞赛中取
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
2020 年 ，作为“ 进入国际市场开展业
务 ”课程的一部分 ，有 58 位学生前往
阿根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累积了
在不同地区实施人员管理与领导方式
的第一手经验 。
2019 年 ，我们的学生前往里斯本参加
了国际咨询项目 ，该项目要求学生以
团队合作的方式真正为企业解决实际
业务问题 。

“ 除了美味可口的佳肴 、美酒和优雅的探戈表演
外 ，我最喜欢的是和街上偶遇的当地人聊天 。大
家都乐于表达对当地经济的见解 ，也很有兴趣了
解我们这些异乡人对爱尔兰的看法 。这使我认识
到了解商业理论背后的人为因素的重要性 。”
Caroline Shakour ，MBA 全日制课程学生（ 2020 级 ），
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际游学活动给与的反馈

“ 和来自 UCD 斯莫菲特研究生商学院的 MBA 学
生一起工作的体会 ，和与付费咨询公司的合作体
验一样 。学生们深入了解了作为一家公司在整个
行业中可能面临的挑战 ，并利用掌握的个人技能
和人际网络 ，为工作范围以外的领域增加了附加
价值 。他们向我们介绍的国际增长战略是简明易
懂 ，且切实可行 ，清楚界定并考虑了此过程中需
执行的所有步骤 。我希望能够与他们保持联络 ，
甚至期盼将来有机会再次合作 。”
Bruno Gavino ，

Codedesign 首席执行官 ，里斯本

校友寄语

就业成果

与遍布全球的 4 ，000 多位 MBA 校友和
超过 95 ，000 家企业校友的建立有效的
人际网络 ，可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善用网
络资源并向校友求教 。

我们的学生来自各行各业 ，我们致力于为每一位学生的职业生涯提供长远支持 。

“ 学生可以借此机会 ，在各个方面充实学生的业
务知识 ，了解学生能够在领导岗位脱颖而出的优
势 ，实现学生长期建立的职业目标 ，或找到新的
就业方向 。”
Ciara Close，MBA 全日制课程（ 2019 级 ），
Umbrella Foundation 董事

“ 攻读 MBA 课程后 ，学生会发现和商务人士的
交流越来越顺畅 。由善于启发学生的讲师组成的
教学团队极具感染力 ，多样化的学生群体令每一
次的团队合作既充满挑战又充满乐趣 。这阶段的
学习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

85%

就业率高（ 毕业三个月内 ）*

68%

平均每 3 年薪资上涨 **

* 就业数据摘自 2018 － 19 级研究生毕业后三个月的就业情况 。
** 2020 年《 金融时报 》全球 MBA 薪资排名数据

过去几年中 ，攻读我们的全日制 MBA 课程的学生
在众多企业中担任要职 ，包括 ：

John Ryan，MBA 全日制课程（ 2016 级 ），
Gigable.com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www.smurfitschoo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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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我们 ：如何申请
申请条件

• 取得大学学历 *。

• 至少三年的专业工作经验 。

• GMAT 考试成绩优异（ 更多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
• 两份填写完整的推荐信（ 提供模板 ）。
• 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查看英语要求 。

注：
- 奖学金申请者的 GMAT 分数要求会有不同 。
- 申请攻读 MBA 课程的学生众多 ，达到最低分数并不能保证被录取 。
* 如果学生没有获得相当于 NFQ8 级的大学学历 ，请联系招生办公室 。

申请程序 ：有兴趣的申请人应通过我们的网站在线申请 。
申请费 ：50 欧元 。
申请截止日期 ：

于 2020 年 10 月 1 日开放申请 ，建议学生尽早申请 。

学费 ：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了解最新的课程收费信息 – www.smurfitschool.ie 。
请注意 ，学费和其他费用每年都会调整 。

奖学金和经济援助 ：

为能吸引到最优秀 、杰出的学生就读 ，我们可提供一系列奖学金 。
有关为学生提供经济援助和各项 MBA 奖学金的详细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

联系我们 ：

如需更多信息 ，请联系我们的 MBA 招生团队 。
Email - mba@ucd.ie
Telephone - +353 (0)1 716 8862
www.smurfitschool.ie/mba
所有内容于打印当时（ 2020 年 7 月 ）均正确 ，以更改后版
本为准 。可登录网站 www.smurfitschool.ie 了解有关课程的最
新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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