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海揚帆   管理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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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是研究工商企業經濟管理基本理論和一般方法的學科。 
 
 工商管理專業的應用性很強，它的目標是依據管理學、經濟學的基本理論，

通過運用現代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來進行有效的企業管理和經營決策，保證
企業的生存和發展。  

 
 工商管理作為管理學的重要分支，它依據管理學、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研

究如何運用現代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來進行有效的企業管理和經營決策。著
重培養學生的管理能力，因此，學習者需要有一定的領導潛能。 

 
 廣義的工商管理包含的領域很多，下設的二級專業各具特色，主要包括工

商管理、市場行銷、會計學、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旅遊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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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祖國大陸）工商管理教育 

中
國
十
大
商
學
院 

￮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和管
理學院 

￮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 廈門大學管理學院 

￮ 長江商學院 ￮ 南京大學商學院 

￮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 ￮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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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祖國大陸）工商管理教育 

評估結果 學校代碼及名稱 

A+ 

10002 中國人民大學 

10003 清華大學 

10248 上海交通大學 

10558 中山大學 

A 

10001 北京大學 

10036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10055 南開大學 

10246 復旦大學 

10272 上海財經大學 

10284 南京大學 

10384 廈門大學 

10698 西安交通大學 

全國高校學科評估結果 

      本一級學科中，全國具有“博士授權”的

高校共65所，本次參評63所；部分具有“碩

士授權”的高校也參加了評估；參評高校共計

240所。 

一級學科名稱：工商管理（1202） 

（注：評估結果相同的高校排序不分先後，按學校代碼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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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目標（財務管理） 

 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鑄就理想信念，錘煉高尚品格，為
成為“未來社會的引領者”做準備。 

 
 掌握中文、英文、數學等基礎技能，瞭解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等領

域的核心知識。  
 

 掌握會計、金融、財務和數量分析四大專業領域的基礎理論、核心方法和
重要技能，瞭解各領域的國內外學科前沿。 

 
 接觸社會實際，接受專業訓練，具有國際視野、社會責任感和創新精神。 



公共基本課程 
通識教育課程 
學科通修課程 
專業方向課程 
其他教學環節 

公共
基本
課程 

體育 

… 

當代世
界經濟
與政治 

中國近
代史綱

要 

形勢與
政策 

大學英
語 

思想道
德與法
律基礎 

C程式
設計基

礎 

計算機應
用基礎 

課程設置 



公共基本課程 
通識教育課程 
學科通修課程 
專業方向課程 
其他教學環節 

通識
教育
課程 

生命科
學導論 

… 

古琴學
高階 

中國遠
古人類 

臨床腫
瘤學概

論 

黑洞與
引力波 

基礎波
斯語 

新能源
技術和

發展 

航空航太
基礎 

課程設置 

西方舞
蹈賞析 



公共基本課程 
通識教育課程 
學科通修課程 
專業方向課程 
其他教學環節 

學科
通修
課程 

會計學
原理 

… 

微積分 

概率統
計 

行銷學
原理 

管理學
原理 

線性代
數 

統計學
原理 

財務管理
基礎 

課程設置 

宏觀經
濟學 

微觀經
濟學 



公共基本課程 
通識教育課程 
學科通修課程 
專業方向課程 
其他教學環節 

專業
方向
課程 

中級財
務會計 

… 

金融市
場與機

構 

公司財務 

投資學 

金融工程 

計量經
濟學 

財務報表
分析 

課程設置（財務管理） 



公共基本課程 
通識教育課程 
學科通修課程 
專業方向課程 
其他教學環節 

其他
教學
環節 

課程設置（財務管理） 

創新實
踐 

…… 

綜合案
例 

論文寫作
指導 

畢業論文 

畢業實
習 

專業實習 



一、學院概況 

二、學科建設 

三、學術科研 

四、社會服務 

五、人才培養 

 

學院介紹 



  

      廈門大學工商管理學科歷史悠久，早在廈門大學創建之初就成立了商學部。

管理學院如今已經發展成為中國最具競爭力的頂尖商學院之一。 

一、管理學院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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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廈門大學 
會計學系 

成立國內第一個
MBA中心 

成 立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下設企業管理系和工
商管理（MBA）中心。 

正式成立管理學院，由
多專業共同組建，首任

院長為張高麗。 

成立管理科學系、
廈門 大學會計 發
展研究中心 

成立市場學系 成立廈門大學
財務管理與會
計研究院 

成立商學部 

成立財務學系 
1921 

1924 

1986 

1996 

1999 

2000 

2004 

2008 

2013 

       管理學院正式成立於1999年，由原工商管理學院的企業管理系、工商管理

（MBA）中心，原經濟學院的會計系，原旅遊管理專業，原系統科學專業共同組建。 

一、管理學院概況 



一、管理學院概況 

2003年 
工商管理一級學科的

評估位列全國第三。 

2007年 
工商管理學科被評為

全國首批五個“工商

管理一級學科國家重

點學科”之一。 

2013年 
工商管理一級學科在

教育部學科評估參評

高校中位列全國第三。 

2017年 
工商管理一級學科在

全國第四輪學科評估

中評估結果為A類 。 

2019年 
廈門大學經濟學與商

學進入ESI全球前1%

行列 。 

2019年 
工商管理學科入圍

2019軟科中國最好學

科排名前2%的頂尖

學科。 

經濟學與商學進入ESI全球前1%，成為我國大
陸第9個在該學科領域進入全球前1%的高校。 

工商管理學科名列2019年軟科
中國最好學科排名榜第4。 



        2020年2月，學院同時獲得

AACSB商 學 院認 證及AACSB會

計專案認證，加上學院在2011年

所獲得的AMBA（國際MBA協會）

認證，以及2013年獲得的EQUIS

（歐洲品質發展認證體系）認證，

至此，廈門大學管理學院已全部

通過全球商學院最具權威性的三

大認證，躋身國際一流標準商學

院行列。  

一、管理學院概況 

全球商學院最具權威性的三大認證 



二、學科建設 

       學院提供完整的管理學本科、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學歷教育。在9個專業設有學士學位

授權點，在8個專業設有碩士和博士學位授權點，2個一級學科設有博士後流動站。 2019

年工商管理、會計學、財務管理、電子商務4個專業入選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 

       擁有會計學科中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廈門大學會計發展研究中心

和廈門大學直屬的實體性研究機構和研究生培養單位——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  



       廈門大學管理學院是中國大陸第一所提

供會計博士學位教育的院校，歷史上培養了

中國近1/3的會計學博士。  

二、學科建設 



          以顯著的學科優勢、專職專業的師資隊伍、全案例的教學模式、廣泛的校內外交流

實踐平臺、全面的創業輔導等獨特鮮明的專案特色積累了良好的口碑和廣泛的讚譽。 

• 工商管理 MBA 

• 高層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EMBA 

• 高層管理綜合培訓中心 EDP 

• 會計專業碩士 MPAcc 

• 工程專業碩士 ME 

• 旅遊管理專業碩士 MTA 

二、學科建設 



       近五年來，學院共出版著作及教材70部，在國內外權威和核心等刊物上發表論文

1109餘篇，其中SSCI論文448篇，SCI論文82篇，國際A類論文59篇和國際B類論文

156篇。其中，2019年學院共發表高品質學術論文224篇，包括國際A+類刊物論文2篇、

國際A類刊物論文11篇、國際B類刊物論文47篇、中文最優刊物論文11篇。  

三、學術科研 

1999-2018年間管理學院教師發表論文情況統計 
已發表論文的國內外權威和核心等刊物列舉 



三、學術科研 

       2019年學院共舉辦約30場學術會議，

其中主辦國際會議3場；合辦國際會議1場；

主辦兩岸會議1場。此外各系、中心還定期舉

辦包括南強講座在內的141場各類學術講座，

使師生及時瞭解學科研究的前沿動態及發展

方向。  

《國際會計研究學刊》首屆年會合影 

第三屆中國財務與會計學術年會 

《當代會計評論》2019學術
年會暨博士生工作坊 

2019 海峽兩岸財務
管理學科學術研討會 

亞太管理期刊專輯工作坊 



四、社會服務 

  管理學院積極對接國家戰略需求，依託管理學科優勢，充分發揮智庫作用，深入拓展與國家

有關部委、地方政府、大型企業等的戰略合作，大力推進高品質決策諮詢服務，不斷增強服務國

家、服務社會、服務人民能力，全面服務地方經濟發展。 

1. 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林伯強教授

積極參與中國能源政策設計，為我國

全面實行能源轉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

支撐，相關政策諮詢報告被國務院辦

公廳、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等國

家部委、地方政府採用並受到高度評

價。 

參與中國能源政策設計的相關檔 



2.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廈門大學會計

發展研究中心為我國會計準則制定提供高水準諮

詢服務，其中關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企業會計

準則、政府會計準則改革、管理會計應用指引等

的政策諮詢報告得到了國家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的

充分肯定，為國家會計準則建設和管理會計應用

改革與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3. 廈門大學中國營商環境研究中心首創“對標國
際，聚焦本地，問題導向，邊評邊改，以評促改”
的營商環境評估與優化研究模式，充分發揮高校智
庫作用，研究項目涵蓋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住建
部、國家稅務總局等相關部委、北京市、上海市、
天津市、重慶市及4個省、10個副省級城市、3個
省會城市、36個地級市、7個副省級（及以下）城
市下轄的區、88個縣級市（區）和1個自貿區，完
成超千份調研報告，為政府機構進行營商環境改革
與政策制定提供了研究資料、建議和策略。 

四、社會服務 

為我國會計準則制定提供諮詢服務的相關檔 

營商環境評估及優化專案分佈圖 



4. 2010年中國旅遊研究院依託廈門大學成立中國旅遊研

究院臺灣旅遊研究基地。臺灣旅遊研究基地根據國家對

台工作的總體需要和旅遊領域的具體要求，為國家對台

旅遊政策設計、發展進程評估和重大事件的預估與研判

等方面積極建言獻策，形成兩岸旅遊市場與管理研究、

對台旅遊政策研究、兩岸特殊區域旅遊合作研究的研究

方向與特色，榮獲“中國旅遊研究院優秀機構建設獎”，

在國內外旅遊學術界具有較高知名度和學術影響力。 

 5. 2002年，國家財政部依託廈門大學會計
學系的優秀師資和平臺優勢，組建廈門國家
會計學院。廈門國家會計學院現已發展成為
我國高層次財經財會人才重要培養基地，培
養了一大批具備會計、審計、財務、財稅、
金融專長的高級財經管理人才。 

四、社會服務 

成立臺灣旅遊研究基地 

參與組建廈門國家會計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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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才培養 

       廈門大學管理學院現有在校本科生

1540人，碩士研究生4663人，博士研究

生354人。在站博士後研究人員14人。 

24% 

71% 

5% 

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生 

本、碩、博在校人數分佈情況 



五、人才培養：國際交流 

       學院共有院際學生出國（境）長、短期交流學習專案22個，主要可以分為三個區塊，歐美院

校、港臺地區院校與亞洲院校。學校專門設立國際留學補貼鼓勵學生出國（境）交流，交換學生互

免學費，學院承認學生在外所修學分。 

       隨著國際生人數逐年增長，我院不斷探索國際化背景下學院的辦學模式、辦學機制、國際交流

合作和適合我院的英語教學模式，學院的國際化氛圍不斷增強，更好地服務“雙一流”建設。 

“國際化師資培養與儲備計畫——選派優秀本科生公費出國讀博”專案交流 



五、人才培養：學科競賽 

廈門大學畢馬威全球思維挑戰賽：由廈門大學

和畢馬威聯合主辦，管理學院承辦。案例內容

涉及市場、財務、戰略管理等領域，是一個展

現參賽者軟體程式設計、案例分析、團隊合作

及英文水準的舞臺。大賽邀請清華、北大等著

名高校商學院參加。  

全國大學生電子商務“創新、創意及創業”挑戰賽

廈門大學選拔賽：培養大學生創意思維、創新意識、創

業能力以及團隊協同實戰精神的學科性競賽。“三創賽”

分為校級選拔賽、分省賽區選拔賽和總決賽三個階段。

2019年管理學院承辦了第九屆全國大學生電子商務

“創新、創意及創業”挑戰賽廈門大學選拔賽。 

全國大學生電子商務“創新、創意及創業”
挑戰賽廈門大學選拔賽合影 

廈門大學畢馬威全球思維挑戰賽合影 



五、人才培養：學科競賽 

“人脈人力資源杯”模擬招聘大賽：由廈門大

學管理學院主辦，廈門大學大學生就業創業協

會承辦。賽事不僅讓同學們瞭解相關的就業知

識，深入到具體的職場實踐，更鼓勵了同學們

拼搏奮發、持之以恆，為將來成就職業夢想、

實現自我價值提供良好的方向與動力。 

全國大學生旅遊設計大賽廈大選拔賽：大賽旨

在打造廈門市旅遊吉祥物，為廈門市旅遊產業

的發展和創新提供人才和創意支援。本屆比賽

由廈門大學主辦，廈門市文化和旅遊局聯辦，

大賽以“海洋旅遊”為主題進行設計。 

“人脈人力資源杯”模擬招聘大賽合影 

第二屆全國大學生旅遊設計大賽合影 



第五屆中國“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獲獎團隊 第六屆中國MPAcc學生案例大賽 
全國特等獎獲獎團隊 

人才培養：創新創業教育 

       學院將創業教育納入人才培養體系。在第五屆中國“互聯網+”大學生創新

創業大賽中，我院學生參與並獲得全國金獎2項、第六屆中國MPAcc學生案例大

賽全國特等獎1項。在2019年第9屆全國大學生電子商務“創新、創意及創業”挑

戰賽中獲全國總決賽一等獎 。截止到12月，我院學生獲得國家級學術學業競賽獎

勵84人次、省級獎勵77人次，獲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畫專案立項101項。 



五、人才培養：實習基地 

 管理學院的實習基地合作企業均為世界百強、國內百強或上市企業。提供專業匹配的實習崗位

和指導、培訓，學院專任教師配合指導、實地走訪，校企配合緊密。 

  近年來學院陸續與華為財經、碧桂園集團、南方航空、廈門國貿、廈門象嶼、步步高、安踏、

畢馬威、普華永道、安永、寧德時代等39家優秀的企業簽訂了合作協定。  

管理學院與眾多優秀企業簽訂實習基地合作協定 



人才培養：實踐教育 

       管理學院高度重視實踐育人工作，在實踐“大熔爐”中練就學生過硬本領，精心打造高素質人才。

2019年暑期，學院團委積極回應學校號召，以“青春心向黨、建功新時代”為主題，共集中組織61支實

踐隊，912名青年學子，奔赴全國23個省市以及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開展主題社會實踐活動。 

閩寧青峰實踐隊暑期社會實踐 

“海絲青年”實踐隊赴菲律賓 
開展“一帶一路”專題實踐 

“我不見外-老潘重走中國”與
“青春中國行”暑期社會實踐 

廈望隆德博士團社會實踐 

廈至江漢實踐隊 

廈湘青峰實踐隊 

       實踐成果豐碩，各實

踐隊在各級媒體發表新聞

稿300餘 篇 ， 其 中 國 家 級

57篇，省市級34篇。“學

習之路”實踐團之“青春

中國行”實踐隊榮獲2019

年全國大中專學生志願者

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

活動“優秀團隊”。 



人才培養：獎學金和助學金 

“宏滄獎學金”簽約儀式 

       管理學院擁有完善的獎學金體系。目前，學院共有10個國家級、校級獎學金專案，評審

優秀三好學生等榮譽稱號，並依託學院豐富的校友資源，設有5項院級獎學金。2019年共計評

審發放各類獎學金121萬元，682人次獲獎，榮譽稱號309人次。 

       管理學院還設有健全的資助體系，建立健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管理和資助體制，規範困

難認定和助學金評審流程，確保所有符合條件困難學生均能獲得資助。學院共有31個助學金項

目，2019年評審發放助學金93.3萬元，受助同學共計450人次。 

“中駿黃朝陽獎學金暨中
駿助學金”頒獎儀式 “福耀廈門大學教育發展基

金”獎助學金頒獎儀式 



      管理學院師生秉承“自強不息、止於至善”的校訓，致力於建設理論研究和面向企業應用並重

的研究型學院。學生就業率高，深受社會各界歡迎，畢業生中有將近1/2從事財務、會計和金融工

作，主要流向福建、廣東、浙江、上海等省市。 

五、人才培養：畢業去向 

2019屆本科畢業生簽約行業分佈 

2019屆畢業生簽約省市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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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學院圍繞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主動對接國

家發展戰略需求，向重要領域輸送畢業生。 2019屆畢業

生到關乎國家經濟建設、科技教育、社會管理、國防和

國家安全及其他社會發展事業的重要行業、關鍵領域等

單位就業的人數占畢業生簽訂協定人數的58.4%。 

五、人才培養：畢業去向 

重點行業、關鍵領域等單位分佈 



      廈門大學管理學院現有專職教師163名，其

中教授75名，副教授57名，博士生導師（含兼

職博導）57名，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占93.9%，

2/3以上的教師曾在美國、加拿大等地留學、進

修或從事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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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至2019年管理学院师资队伍情况

1999-2019年管理學院師資隊伍情況 

師資隊伍 



會計學方向 

國際會計方向 

註冊會計師方向 

國際管理會計方向 

師資隊伍——會計學系 

“在互聯網+人工智能時代，社會更加需求
管理型、增值型的高素質會計專業人

才。”  

專業方向 

師資力量 

全系擁有教授22名，副教授13名，其中博士生

導師10名。學科方向全、教學水準高，從教學

水準、教師資源上處於全國一流水準。 
課程設置 

會計學原理、中級財務會計、管理會計、公司理財、高級財務會計、

成本會計、審計、財務會計理論、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稅收、政

府會計、會計資訊系統與人工智慧會計、商業倫理與公司治理、公

司戰略、財務報表分析、資本市場運作、計量經濟學等。 

       張國清，管理學博士，
會計學系教授，博士生導
師，現任會計學系副主任 。
兼任財政部政府會計準則
委員會諮詢專家、中國會
計學會政府及非營利組織
會計專業委員會委員、上
市公司獨立董事等，在會
計、審計、財務權威刊物
發表論文40餘篇，出版專
著1部，教材1部。  

名師風采 



過去5年，專業本科

生就業率高達98%，

是學院本科畢業生就

業率最高的專業。 

“未來社會越來越需要的是具有創造性和

批判性思維的專業人士。” 

就業情況 

師資力量 

專職教師22人，其中正教授13人，副教授5人，

助理教授4人。具備國內頂尖的師資團隊、科研

實力，與社會實踐緊密結合的教學方法。  
課程設置 

會計學、財務管理、金融學和數量分析等4個模組。具體課程包括財

務會計、管理會計、財務報表分析、審計與內部控制、財務管理基

礎、證券投資學、金融市場與機構、計量經濟學、風險管理、國際

金融、風險投資、公司財務、公司估值、現代公司治理、兼併與收

購、固定收益證券、衍生金融產品、金融工程等。 

      吳育輝教授，管理學

博士，財務學教授，博士

生導師，中國註冊會計師。

現任廈門大學管理學院財

務學系主任。曾任福耀玻

璃、遊族網路等上市公司

獨立董事，在國內金融財

務與會計領域的頂尖期刊

發表論文30多篇 。 

名師風采 

師資隊伍——財務學系 



人力資源管理 

工商管理 

“廈大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培

養的是具有本土人文精神、國

際化視野、戰略思維、創新思

考力和社會責任感的未來企業

家和HR專業人才。” 

專業類別 

培養理念 

注重培養學生的執行力、領導力、

洞察力等多方面的綜合能力，使

學生在智慧化技術不斷發展的當

下，依然獨具競爭力。 

課程設置 

人力資源管理專業課程體系完整，在招聘錄用、薪酬、績效、培訓

開發與職業生涯規劃等人力資源各大職能模組皆開展了專業化教學。

工商管理專業以戰略管理為基礎，在創業與創新管理教學方面獨樹

一幟。順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浪潮，2018年有兩門課程入

選國家級本科線上精品開放課程。 

林瀾，博士，企業管理系

副教授。2016-2017年在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訪問。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經濟管

理等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

論文，研究興趣包括工作

家庭交互和幸福感。承擔

了省級及國家級課題。 

名師風采 

師資隊伍——企業管理系 



管理科學 

電子商務 

“我們要培養的學生是要綜合經

濟、管理、數學、電腦等交叉性

學科的知識的複合型人才。” 

專業類別 

培養理念 

未來管理科學系將結合大資料幫

助企業做到更精細化更科學的決

策。我們要培養的學生是要綜合

經濟、管理、數學、電腦等交叉

性學科的知識的複合型人才。 
課程設置 

交叉性強，跨經濟、管理、數學、電腦等主流學科，強調量化分析，

課程方面可能更偏向理工科專業。管理科學專業偏向管理量化分析，

電子商務專業於互聯網結合更緊密 。兩個專業相同特點有兩方面，

一是學習領域廣，未來就業面廣，涉及各行各業；二是學習內容基

礎性強，為後續研究方面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 

繆朝煒博士，教授，博士

生導師，管理學院管理科

學系副主任。民革廈門市

委常委，民革廈門大學總

支副主委。2010年度“教

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計

畫”入選者，2010年度

“福建省高校傑出青年科

研人才培育計畫”入選

者 。 

名師風采 

師資隊伍——管理科學系 



旅遊管理 

酒店管理 

“旅遊與酒店管理專業

培養的是具有創意策

劃、投資分析能力的高

級管理人才。”  

專業類別 

培養理念 

不僅要掌握扎實的管理學基礎理論，接受

旅遊企業管理方法與運營能力的訓練，學

習分析和解決行業實踐問題的方法，還要

具備良好溝通合作、創意策劃、投資分析

能力，以及國際化的開闊視野。  
課程設置 

開設較多旅遊創意策劃、旅遊投資方向的前沿課程，包括旅遊策劃、

旅遊地產投資與管理、旅遊產品設計、旅遊創意、旅遊空間分析GIS

應用等。課程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創意策劃、投資分析等多方面能力，

這些能力是每一位管理學院的學子都應該具備的，無論是對今後的

職業發展，還是生活規劃都非常有利。  

伍曉奕，教授，碩士生導

師，旅遊與酒店管理系副

主任。2016年中山大學管

理學院畢業，獲得旅遊管

理專業博士學位，同年至

廈門大學管理學院旅遊與

酒店管理系任教至今。 

名師風采 

師資隊伍——旅遊與酒店管理系 



超過60%的選擇繼續深

造，2018年市場行銷專業

的應屆生工資水準在主要

的管理學專業中位居第1

名。  

“我們培養的本科

生的競爭力，可以

從他們繼續深造的

國內外大學的名單

和就業的公司名單

中得到最好的體

現。我們虛位以

待，熱烈歡迎您的

加入。” 

培養理念 

市場學系擁有一支優秀的專業化、年輕

化、多元化、國際化的師資團隊現有教師

13名，其中教授3名、副教授7名、助理教

授3名。 
課程設置 

開設了8門核心必修課程，即行銷調研、消費者行為、品牌管理、管

道管理、整合行銷傳播、定價策略、戰略行銷、客戶關係管理，以

説明學生建立必要的行銷管理基礎知識。未來市場學系還要增加一

門新媒體行銷的核心必修課。其次，市場行銷專業設計了三大模組

的課程供學生選修：戰略行銷、行銷分析、消費者行為。  

葉軍，2013年7月至今任

管理學院市場學系教授；

市場學系系主任，博士生

導師。葉軍博士畢業于美

國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2006年-2013年任教於美

國俄勒岡大學商學院。  

名師風采 

師資隊伍——市場學系 

就業情況 



學院官網：廈門大學管理學院https://sm.xmu.edu.cn/ 
學院官方微信：廈門大學管理學院、管理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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