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合作

剑桥高级管理课程



2

剑桥

剑桥嘉治商学院沿袭剑桥大学传

统，为学员打造独一无二的体验。

正如人们对这所世界学术首府的期

望，在剑桥，学员可以接触到最新

的思潮与最前沿的研究，在学习之

旅收获最深刻的洞察与无以伦比的

体验。 

剑桥大学一直强调小班授课，鼓励

世界顶尖级导师与精英学员之间互

动沟通，甚至一对一交流。嘉治商

学院亦是如此。在这里，您可以享

受世界一流的教学质量，与行业最

相关的课程学习，适应剑桥的学习

强度，与挑战自我。

这不正是意义所在吗？



剑桥大学 世界。剑桥的

学 教师 以 研究

里一

11 位

11位

位  

1 位英 首相 

194位

至2019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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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课程主任寄语

拥抱职业生涯的再次飞跃

剑桥高级管理课程（4.1）

由剑桥嘉治商学院教学组设

计、开发与组织，可称为一

次独特的“全球之旅”，全

课程历时五个月。

来自剑桥嘉治商学院的高级

导师们将引领您学习本课，

帮助您实现成长、改变与转

型。

本课由不同模块组成，结构

清晰，对学员大有裨益。模

块一深入讲解战略与执行，

这是保证每一家企业或者业

务部门成功运作的基础。在

新的经济形势与商业现实

下，出现了哪些战略？您的

战略是否适应新时代？企业

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才能保持

竞争力？您是否对企业有清

晰明了的规划来实现这些改

变？ 

模块二是在线学习的课程内

容，重点讲解用于商业分析

的工具与框架：偏见、试

验、描述性分析、指导性分

析、预测性分析。如何看懂

数据并作出决定？在基于数

据的决策过程中，如何处理

组织、法律和伦理问题？这

些只是列举了课程的部分问

题。 

最后一个模块将围绕当今快

速发展的技术与数字化环

境。本模块讨论的一些重要

问题包括：企业当前面临着

哪些挑战与机遇？商业模式

将如何改变？面对数字化颠

覆，您该如何调整策略？您

需要做全局调整吗？供应链

将如何受到影响？您需要准

备退出策略？企业将如何发

展？您的人力资源与组织架

构是否需要优化？您是否做

好准备迎接改变，拥抱职业

生涯的再次飞跃？

个性化辅导是这次学习之旅

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配有

经验丰富的资深高管培训师

团队，协助您更好地复习、

反思与自我发现，为毕业后

的改变与转型夯实基础。

本课程将在两个充满活力与

启示的魅力城市举行，学

员、导师与其他课程贡献者

汇聚一堂。我们相信，这次

学习之旅一定会非常深刻、

有意义，且对您的职业生涯

带来长远的影响。我们期待

与您在剑桥会面。

Kishore Sengupta�
学术课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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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过程是双向

的：在课堂上，

导师进行教学；

但是，只有导师

与学员一同成

长，学习体验才

会真正地深刻且

有价值。学员正

是以这种方式掌

握重要的新技能

与能力，并在毕

业之后切实地
用于企业。"

$ISJTUPQI�-PDI教授

剑桥嘉治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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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权益

成为100多个国家的

9,600多名校友的一员

访问剑桥嘉治商学院

在线校友网络

受邀参加专属校友

联欢周末活动

所有剑桥嘉治商学院高

管教育公开注册课程均

可享受20％学费折扣

加入相应国家的校友会与

兴趣小组

受邀参加全球各地的校友活

动，比如商业简报系列的网

络研讨会与线下活动

每月新闻通讯，获取学校最

新研究、活动与事件动态

加入剑桥嘉治商学院高管教

育的专属领英俱乐部

https://www.jbs.cam.ac.uk/business-briefings/


7

26
节课程内容

15+
位授课名师

800
年知识传承

600
年累加
工作经验

9,600
名校友

26节详实透彻的课程内容，提高您的战

略规划和领导能力，成功引领企业转型

15位以上来自剑桥嘉治商学院的授课导

师，来自不同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和思

想领袖

剑桥缔造了800年的知识积累，尽情在

知识海洋里畅游

学员来自不同背景、不同行业，工作经

历累计达600年，相互学习、多角度看

世界

成为剑桥嘉治商学院全球校友会的一

员，与9,600名商界人士成为校友

课程优势

本课将是一次转型之旅，为您自身和企业实现

深远且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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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培训帮助我真正

地了解了：作为领导，

我应该承担什么角色？

我能为公司做出哪些贡

献？我的激情在哪里？

我有哪些盲点？为了开

创公司更美好的未来，

哪些地方我能做得更
好？”

高级副总裁，

市场准入与政策主管
#JPDPO�#JPMPHJ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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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四大主题 | 历时五个月

剑桥

高级管理课程

• 战略制定与实施

• 领导复杂的战略性

项目

• 高效运营

• 管理财务

• 战略选择

• 推动卓越营销

• 突破性数字化创新

• 鼓励与加强创新

• 数字化营销创新

• 人工智能

• 商业模式创新

• 网络安全

• 引领变革

• 管理组织文化

• 企业未来

• 管理高绩效团队

• 指导

• 人际关系 - 通过

非正式权威施加

影响

• 主导谈判

• 决策偏见

• 大数据机遇

• 预测性分析

• 描述性分析

• 试验

• 组织、伦理与法律

问题

战略 数字化创新 组织转型 商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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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个人发展课程(*1%)

本课程侧重个性化自我发展，设计一系列教学与活动，让您可以多角度审视与了解

自己。同时，结合教学内容，在自我发展方面取得重大且具有长远影响的进步，为

自己的未来负责。

充分利用课堂作业、小组任务、导师指导与自我反思，最大限度地提升您的

学习与发展

课前任务促使您思考自己的定位与在职场的角色和表现

通过小组任务与课堂活动，了解自己在群体里对他人的影响力，同时自我反思

利用全方位评价体系，获取公司对您和自身影响力的全面反馈

利用个性测试了解行为与偏好之间的差异

导师全程一对一指导，切实提升您的领导力 

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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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s Richter�
企业行为研究学者

Kishore Sengupta�
学术课程主任

Geoff Meeks�
研究部主任

Christoph Loch�
剑桥嘉治商学院主任

Kamal Munir�
战略与政策解读者

Jenny Chu�
会计学讲师

Jane Davies�
管理实践高级授课导师

Stelios Kavadias�
“玛格丽特·撒切尔”企业

研究教授 - 创新与增长

Mark de Rond�
企业人群与文化研究教授

Philip Stiles�
学术课程主任

授课名师

师从世界一流导师，获得新知识与新视角



*备注：教学团队可能更改。

Robert Wardrop�
剑桥新型金融中心

联合创始人兼主任

Suzanne Weeks�
领导力发展顾问、高管培训

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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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en Yin
市场营销高级讲师

Jochen Runde�
企业与经济学教授

Khal Soufani�
管理实践高级授课导师



    课程内容非常符合我
的需求，如同定制课程
一般，这让我感到学习
的快乐与自由。导师团
队也会提供协助与支
持，确保我能成为一位
成功的领导者，能引领
企业进行改革，在未来
五年至十年内生存下
去。” 

总经理
SAGE 出版集团-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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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行政、技术或业务岗位，

具有出色的工作表现

5年以上管理经验，至少在一

个业务职能领域有杰出的过往

成绩

计划转型

面向人群

本课学员来自于大型企业、中型公

司，甚至初创公司。本课将帮助高

级行政经理或者技术经理实现向综

合管理层人士的成功转型，同时，

也对初创企业家们有指导意义。本

课专为符合以下条件的高级经理而

设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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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学员背景

剑桥高级管理课程的学员不仅来自不同企业，文化背景、行业、职能
部门、生活经历也各不相同。

行业

平均工作经验 所属企业总数

7% 银行 | 金融

11% 咨询

2% 教育

4% 制造业

4%�信息技术与服务

5% 互联网与电子商务

2% IT服务

5% 石油、天然气、能源

9% 

18% 电信

33% 其他

18 yrs 50 + 

制药、生物技术、医疗保健



印度

英国
10%

缅甸
2%

泰国
2%加纳

2%

尼日利亚

2%

日本

2%

荷兰
3%

印度尼西亚
2%

澳大利亚
2%

科威特
12%

新加坡

马来西亚

9%

沙特
阿拉伯

7%
越南

7%阿联酋
5%

11%

香港
（中国）

3%

1417

来自国家及地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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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课程信息

探秘剑桥

在剑桥的课程模块将于城市中心区域举行，这里融合了传统建筑与现代教学设施。

在剑桥线下课程的过程中，学员在学习之余，可以走访剑桥大学历史悠久的学院，

参观世界著名的菲茨威廉博物馆和风景优美的植物园，并享受这座国际都市的众多

商店、餐厅和酒吧。

活动安排

• 参观剑桥

• 参观史考特极地研究所（这所世界著名的研究中心以罗伯特·法尔肯·史考特命名，

纪念在南极探险归途中罹难的史考特队长和他的队员们）

• 康河泛舟

• 参观菲茨威廉博物馆，欣赏世界级艺术品和古董

学在剑桥：世界上最神圣的学府之一



剑桥嘉治商学院

在世界顶尖学府的 学院之一， 商业 ， 接挑战

为 剑桥？

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 1990年， 剑桥大学商业与管理学院。

自 以 ，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的 。 前， 为 的顶尖

商业管理教 学院， 是在 业 精 与 新 。嘉治商学院 0 授

课 师与1 所研究 ， 英 府 为最 学术 的学术 之一 。

嘉治商学院 理 ，不 与剑桥高新 的高 业 ， 与 自 的

业 。这是学院最 的 之一。在这里， 自 行 业的人 可以 所

，不管是 业 行业 管人 人 ， 是学术

人 。

剑桥嘉治商学院沿袭剑桥大学传统，为学员打造独一无二的体验。正如人们对这所世界

学术首府的期望，在剑桥，学员可以接触到最新的思潮与最前沿的研究。

小班授课的教学 以 世界顶尖导师与精英学员之间的互动沟通，可以 学员收获最

深刻的 与无以伦比的学习体验。

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高管教

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高管教 一 与 课程。这 课程 望

业 与 人 的 业 与 高 管理人 ， 业获 的 。

英 府调  3&'14

2�



包括剑桥高级管理课程在内，高管

教育系列提供超过25个开放课程。

主题涵盖一系列核心企业管理领

域：领导力、战略、财务、人力资

源与管理、营销、运营管理、创

新、综合管理与专业服务公司。

高管教育系列还提供各种定制课

程，专为帮助企业保持竞争力、鼓

励管理人士挑战业绩。

本课程与&SVEJUVT高管教育合作推

出。

如果您对课程有任何疑问，欢迎与

&SVEJUVT高管教育联系。以下是联

系方式：

电子邮箱：

cambridge_smp@eruditus.com�
电话：+971 4430 2011 (迪拜)

+91 9029 007437 (印度)

剑桥嘉治商学院高管教育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rumpington Street�
Cambridge CB21AG�
United Kingdom

组织者保留在无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更改内容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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