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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DE (艾赛德）
简介

ESADE(艾赛德)商学院是一所载誉50多年历史的国际教育机构，位于风景优美的巴
塞罗那。学院秉持严谨的教学作风，优化师资配置，学院秉持严谨的教学作风，不
断优化师资配置，为全球学生提供最优质的教育。学院注重开拓性学术研究，力求
为社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从1995年开始，ESADE就加入了拉蒙尤以大学成为了
它的所属商学院。
 
艾赛德在五个大洲和超过一百多所大学和商学院有合作伙伴协定。艾赛德是被全
球最具权威的管理教育认证体系批准的第一批商学院之一：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
AACSB，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EQUIS和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AMBA。同时艾
赛德是与企业界合作关系最为密切的的全球前十位商学院之一：一方面企业的高管
会在艾赛德高级管理教育中心接受培训，另一方面企业也会在艾赛德招聘毕业生。

艾赛德商学院是欧洲顶尖商学院，各项排名均在欧洲TOP10，在2015年《金融时
报》全球商学院排行榜中，ESADE名列欧洲五佳商学院第四位，ESADE的金融硕
士项目排名全球第6名，国际管理硕士项目排名全球第第12名，全日制MBA排名全
球第23名。

本宣传册包含了艾赛德商学院的MBA、MSc、BBA、GEMBA和其它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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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YU ZHENG  郑燕宇
高级商务拓展经理 
阿里体育  (阿里巴巴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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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选择就营销管理硕士呢？

我选择ESADE MBA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在15个月的学习中我最

享受的是学校的多元性。在过去我学习过的课堂上，同学一般都

是与我有非常相似背景的（一般全是新闻系或是体育营销专业

的）。在ESADE，与这么多与自己从国家到行业，再到专业领域

都非常不同的同学在一起学习与合作，我的视野得到了很大的拓

宽，每天能接触到的新鲜想法和观点也总能赋予我更多灵感。

你为什么选择ESADE?

在MBA前我一直在巴塞罗那生活工作，也因此了解到ESADE在

当地极高的声誉，最突出的是ESADE校友在各行各业的影响力。

当我在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工作时，我有许多毕业于ESADE的

同事，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很特别的职业能力和素养，这让我一

直对这所学校都充满好奇和关注。

T你觉得ESADE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ESADE与其他许多学校不同的一点在于其对团队合作的重视和

倡导。从小到大，我们大多时候都视同学为竞争对手，而不是

相互补充完善的团队。在ESADE，大部分作业都是以小组为单

位共同完成的，分享和合作的氛围非常浓厚。与从教授那里学

到的知识相比，我从同学身上也学习到了同样多的东西。

你是如何规划在毕业之后的职业发展的？

我在MBA毕业后加盟了阿里体育，职位是高级商务拓展经理。

阿里体育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一家新创立的公司，旨在成为

中国体育经济的基础平台。

如果没有在ESADE的MBA学习经历，我很难想像自己今天能来

到同样的岗位。我是新闻专业出身，没有任何的商科基础或实

践经验。15个月在ESADE的MBA学习让我拥有了在当前工作中

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储备。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在ESADE的学

习经历让我更了解了自己的长处和潜力所在，以及对职业目标

的定义。这些方向的指引和自信的增强对于职业生涯的不断提

升也是非常关键的。

 艾赛德 启迪未来

  2016年《金融时报》排行榜名列欧洲第8位，全球第23位。

  弹性的课程设计：可以灵活选择 12，15或18个月的课程

  与来自50个不同国家背景的学生充分体验国际多元文化

  与来自不同行业，资历丰富的同学一起学习，分享宝贵经验

  艾赛德为优秀的MBA候选人提供丰厚的奖学金

  校区内设有创新商业园，另与CERN（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签  
 有创新合作项目

  你有机会将你的商业知识运用到当前世界面对的真实挑战。你
可以选择参加与欧洲核研究中心合作的创新挑战项目，或是与
Kellogg商学院合作进行的国际发展挑战咨询项目。

  在ESADE，你可以修读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课程。你还将有机
会参与西班牙语官方能力水平考试。

MBA 
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 

艾赛德商学院全日制工商
管理硕士是全球最具国际
水平的MBA课程, 95％的
学生来自西班牙以外的国
家。弹性化的课程设计使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灵活选择12, 15或18个月
的课程。通过完整的教学
体系使学生从容应对充满
挑战的商业环境, 同时通
过案例模拟及选修课程来
专注发展其感兴趣的行业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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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特点：

  项目的第一年（艾赛德商学院进行）课程包括管理学、实践项目 
 和西班牙语

  参与艾赛德商学院特有的可选专修板块（金融、营销、家族企  
 业、创新、创业、拉美经济） 

  项目的第二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进行）课程重点针对中国 
 市场

  既获得在欧洲的生活体验，也不缺少独特的中国视角

  同时享受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艾赛德商学院两校的宝贵校友网 
 络资源

  有机会学习西班牙语和中文，两个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商用语言

DUAL MBA GUANGHUA
艾赛德&北大光华双学位
MBA项目 

 艾赛德 启迪未来

艾赛德与北大光华管理学
院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使
得这个两年制双学位MBA
项目成为了可能，2015年
秋首批经过严格选拔的优
异学员将开始这个由两所
世界顶级商学院联合打造
的MBA课程，课程为期两
年（巴塞罗那和北京各一
年），顺利完成学业的学
员将分别获得两所学校颁
发的MBA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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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HAN WU   邬蕊菡 
营销管理硕士
2016届
中国上海

10

MSC
管理学硕士

艾 赛 德 商 学 院 管 理 学 硕
士 课 程 为 优 秀 的 本 科 毕
业 生 提 供 专 业 精 深 的 系
统化教育, 为学生未来的
职 业 生 涯 奠 定 坚 实 的 基
础。ESADE商学院管理
学 硕 士 分 ： 金 融 ， 市 场
营 销 ， 国 际 企 业 管 理 和
创新&企业家管理四个专
业。学习期间，学生可选
择国际名校交流项目或国
际游学活动以加强国际化
视角，培养跨文化交际能
力。

艾赛德商学院管理学硕士
由来自49个不同国家，拥
有明确职业规划，背景多
元化的学生组成。一年的
密集课程将对学生的人生
规划和职业发展产生巨大
影响。

你为什么选择就营销管理硕士呢？

我本科毕业于语言专业，没有商科背景的我在毕业后加入了一

家西班牙公司的Marketing部门。我的主要工作是在亚洲区进

行品牌推广，工作中我逐渐发现了自己在Marketing专业知识

上的不足。 我的老板向我推荐ESADE,告诉我这所在巴塞罗那

的商学院拥有欧洲最棒的Marketing 硕士课程。但是当时的我

对于辞职读书深造还是有所顾虑。在我查看了ESADE学生的背

景后，我发现同学老师来自世界各地，而ESADE的课程并不只

是纸上谈兵，而是鼓励学生利用所学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这一

切正是我想要去学习经历的。事实证明，开学后我参与了三个

与现实公司有关的商业项目（大众汽车，雀巢，CaixaBank银

行），真的将我所学到的与现实接轨，并且几乎每门课都有众

多在顶尖公司工作的的的客座嘉宾参与，我非常满意这一年生

动实用的学习过程。

 

你为什么选择ESADE?

我参加了ESADE在上海的公开课，认识了学多热心友好的老师和

校友。他们给我介绍了学校的学习生活并且邀请我参加了上海的

校友圣诞晚宴。在此期间我越来越加深对ESADE的了解和向往。

我相信这所欧洲顶级的商学院不仅能让我学到丰富的知识也能带

给我一群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助力我未来的职业发展。

 

你觉得ESADE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绝对是团队合作和实践学习。这与我在中国国内大学的学习经

历非常不同。几乎所有的作业我都要和小组同学共同合作完

成，并且与实际的商业项目息息相关。团队合作是我未来工作

中最重要的技能之一，能在学校就提前经历我觉得非常幸运。

 

你是如何规划在毕业之后的职业发展的？

在ESADE 和巴塞罗那学习生活经历让我对欧洲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我在ESADE学习之余就已经在帮助学校管理中国的微博微信

平台。在未来我希望能继续在国际性企业促进欧亚的商业发展。

  金融学硕士 2016年排名世界第六

  国际管理硕士项目在《金融时报》排名中位列全球第12位 

  创新创业管理硕士项目与Aalto University（芬兰）合作办学

  94%的学生在毕业后三个月内拿到 聘用合同

  每年两次大型校园招聘会，知名企业来我校选拔人才 

  多元文化：管理学硕士项目汇集来自49个不同国家的学生

  国际游学项目可以让学生体验在不同文化的商业环境

  掌握第二外语－－西班牙语，世界最通用的商业语言之一

  现代化的校园将带给你一个创新的学习经验

  艾赛德商学院为优秀的管理学硕士候选人提供丰厚的奖学金

 艾赛德 启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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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 IN GLOBAL 
STRATEGIC MANAGEMENT
国际战略管理硕士

这将是一个国际化的硕士
学习经历，你将分别在中
国广州的岭南大学，美国
的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
以及巴塞罗那的ESADE商
学院学习。这对于想要扩
展国际视野，并且在全世
界开展职业生涯的学生来
说是个完美的机会。

  一年的时间你将跨越三大洲，成为一个更有国际视野的人。

  你将可以更全面地了解美国中国和欧洲的商业市场。

  跟随三所大学最好的教授学习不同的专业知识。

  成为一个全球化的领导者，在世界享有盛誉的三所大学获得两  
 个官方学位和一个学习证书。

  你将接触到每个学校的职业中心和它的校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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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ILIA YU CHUNG CHANG     
艾赛德商学院工商管理本科(BBA)专业校友 
目前任职于三星电子韩国总部 市场营销部

14

BBA
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本科）

艾赛德商学院工商管理学
士学位本科课程: 意旨通
过其课程的创新性及严谨
的教育体风格引来自世界
各地寻求生活新体验, 感
受 巴 塞 罗 那 国 际 化 氛 围
的年轻人。该课程特为对
国际金融, 市场营销以及
自主创业感兴趣的学生设
计。在本科期间, 学生会
被安排到知名企业或组织
实习（实习时长为一个学
期, 将作为本科必修学分, 
参加与其他世界顶级商学
院的交换生项目（时长为
一个学期）。

为什么选择艾赛德商学院工商管理本科？ 

我选择工商管理主要出于个人的职业喜好和规划，再加上中国
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坚信我的中国背景加
上在艾赛德接受的商科教育能让我开启一个充满希望的职业生
涯。

我认识艾赛德是因为我的阿姨和姨父都是艾赛德的毕业生，我
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艾赛德的名声和教学品质，也开始了解并迷
上巴塞罗那这座城市。我从他们的职业生涯看到艾赛德带给他
们的发展机会，这也让我更加坚定了选择艾赛德进行我的本科
学习。

你在艾赛德商学院工商管理本科学习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在艾赛德我们拥有许多把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机会。通过校园招
聘会和企业访问等形式，学校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与知名大公司
接触的机会。我在艾赛德的同学们现在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各大
知名企业，在艾赛德建立的人脉网在毕业后仍在不断发展，我
在很长时间内都从中受益。另外，国际交换项目也让我收获良
多，拥有在其他世界顶尖大学交换学习的机会对国际化视野的
培养非常有益。

 

可否谈一谈艾赛德商学院工商管理本科毕业后的就业前景？

我现在在世界顶尖企业之一的三星电子的总部（韩国）就职。
如果不是因为艾赛德，我不可能得到这个工作，因为三星电子
在2013年只在艾赛德一所学校招募我所参与的国际实习项目。
我在艾赛德的同学们现在分布在宝洁，雀巢，惠普等知名公
司，还有一些同学通过创业建立了自己的公司。我在媒体上总
能不时读到一些艾赛德同学的成功创业故事，我非常为他们感
到骄傲！

  两种语言教学模式: 100% 英文教学 或 西班牙语+英语教学。

  创新的教学方法：案例分析、商业模拟、学生领导力的培养等。

  艾赛德商学院与40个国家，92所世界知名大学为友好合作院校。 
 在学习期间学生有机会参加与其他国际知名大学的交换生项目。 

  实习将作为大学期间必修课程之一并纳入教学大纲。

  国际化的校园。

  修读两门外语：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或德语。 

  有机会在另一所世界顶级名校修读课程并获得双学位。

  更多的就业机会 ：91％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3个月之内找到工作。

  18％的毕业生在西班牙以外的国家工作

  艾赛德商学院为优秀的学生提供丰厚的奖学金

 艾赛德 启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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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ESS CHEN 艾赛德商学院GEMBA全球行政工商管理硕士校友  
目前任职于宜家(IKEA)大中华区战略采购经理    
 工作资历 15年  

16

GEMBA
全球行政工商管理硕士
(由艾赛德和美国乔治城商学
院合办）

该课程融合多元内容分为
六个模块，体现国际商业
环境的实时复杂性，学生
通过不同的背景经历和视
角结合课程学习将掌握更
多管理知识和技能。

该课程特别针对企业在职
高管人员，申请者一般拥
有15年左右工作经验及国
际化的工作背景。

课程将始于2017年6月，
总长度为14个月（其中集
中学习时间为72天）。届
时学生会在5大洲10个不
同城市进行6个模块的系
统学习，每个模块为期12
天。

艾 赛 德 － 乔 治 城 商 学 院
GEMBA 项目排名：

《经济学人》2015全球排
名中位列第6

Washington DC 
华盛顿

Bangalore 
班加罗尔

Beijing
Shanghai 
北京/上海

Madrid
Barcelona 

马德里/巴塞罗那

Sao Paulo
Rio de Janeiro 
圣保罗
里约热内卢

New York
Washington DC 
纽约/华盛顿

LOC A T ION :

为什么选择艾赛德商学院GEMBA专业？

我选择GEMBA专业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出于个人情况考

虑，我在外企从事采购职位多年，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瓶颈，

想通过GEMBA课程可以补充我所欠缺的管理技能。另一方面，

如果选择一个为期1年或2年的全职工商管理课程对我目前的

工作及家庭状态来说是不太实际的，所以GEMBA六个模块式

的弹性时间教学非常适合我；其次就是对校友及社交平台的考

虑。两所知名学府——艾赛德商学院和美国乔治城大学共同合

办的GEMBA课程建立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社交平台，我的同学都

是来自全球各大企业，银行或政府机构的高管。不仅让我可以

同时接受美国和欧洲顶级商学院的深造，也可以建立良好的社

交网，更好寻求未来职业经理人的发展。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

两所学府在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拥有各自独特的教育体系，

从全球战略化的角度出发，实施高水平的管理教学让我受益匪

浅。

可否谈一谈您对GEMBA六个模块的教学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这课程的设计非常实用,  通过六个系统的模块化学习向学

员真实反映当今国际商业环境的复杂性。学校采用跨学科的教

学方法并结合同学们不同的经历及背景，使我们掌握当今最前

沿的管理技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西班牙学习的模块中与桑

坦德银行高管的对话，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银行面临变革时

应该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做出体系内部调整以应对突来的危机。

在北京的模块学习中，学校特别邀请了当地非常成功的民营企

业家, 分享他们从成立公司之初的艰辛到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

市的经历，让我们了解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经济环境下如何管理

好企业。

 艾赛德 启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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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赛德企业培训定制课程是针对各公司
不同情况为其量身定做的企业管理人员
培训课程，我们的目标是与企业建立长
期友好的合作关系。众所周知，每个企
业的核心组织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和目
标，我们将针对公司的具体需求，特别
设计一套全面的管理课程来培训公司的
主管，经理及其他未来领袖。通过该课
程，学员可以了深入并直观地了解其所
在团队的问题以及今后如何更好地发展
公司业务。

集创新，强化，顺应市场需求于一体的
ESADE企业管理培训课程通过真实的案
例分析，新颖的教学方法培训学员以满
足不同企业的需求。
ESADE管理教育已经连续七年在金融时
报的管理教育排名世界前十。

CUSTOM PROGRAMMES
企业培训定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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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该项目的目的是帮助参与者：

  开扩国际视野，拓展学生的全球视角

  课程结束后学生可获得国际通用承认学分ECTS

  充分享受巴塞罗那多元文化及国际化的氛围

  了解或提高第二外语－－西班牙语

  收获美好的暑期课程体验并在未来有机会成为ESADE商学院的 
 一员

  与欧洲及拉丁美洲的企业家及社会领袖共同探讨当今经济问题

  探讨社会公正问题及领袖责任感等话题

SUMMER SCHOOL
国际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课程详情：

两期：分布在6月和7月进行

日期： 

英语或西班牙语

语言： 

北美6 US学分， 欧盟 10 ECTS学分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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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赛德共有三个校区，分别位于巴塞罗
那、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圣库加特，其
中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校区主要用于高管
培训课程，巴塞罗那－圣库加特校区位
于巴塞罗那近郊最具吸引力的区域，所
有的国际化全日制课程都在这里进行，
其中包括工商管理本科、各管理学硕

士课程和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MBA课
程。巴塞罗那－圣库加特校区内还建有 
ESADE CREAPOLIS 创新企业园区，许
多创新企业都将办公室设在这里，艾赛
德的学员也得以在许多课程学习中与这
些企业进行合作，认识与实践第一手的
商业实例。

WELCOME TO ESADE. 
OUR CAMPUSES. 
欢迎来到艾赛德商学院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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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LOSELY  
LINKED TO ESADE
艾赛德与中国紧密相连

合作项目 

ESADE－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MBA双学位 
(ESADE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获得来自两所世界顶尖商学院的两个MBA学位，两种不同角度的文化与学习体验

ESADE–麦金泰尔商学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三校联办）全球战略管理硕士 
(ESADE商学院–弗吉尼亚大学麦金泰尔商学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一个真正国际化的硕士项目，旨在培养高层次的未来领袖，理解全球经济一体化
环境下的全球战略执行，并掌握跨文化团队管理技能。

ESADE十分重视世界范围内的合作伙伴
网络，目前与来自五大洲的超过百所知
名大学及商学院拥有合作协议。作为全 

球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ESADE在中
国也与最知名的大学建立了战略合作关
系。

合作伙伴  

合作院校：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
 清华大学，北京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广州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香港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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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DE中欧俱乐部

ESADE中欧俱乐部由ESADE商学院和数家在欧洲有经营业务的知名中国企业管理
人员共同筹建。
ESADE中欧俱乐部是一个分享管理经验，解决区域性难题和提供高管培训的先驱
机构。中欧俱乐部还是一个汇集在西班牙或欧洲的中国企业代表的交流平台，商
业思想和创新项目在这里被讨论和分享。
ESADE中欧俱乐部旨在帮助在欧洲的中国企业跨越文化差异，并与欧洲企业与机
构建立合作关系。俱乐部还为中国企业提供西班牙法律和企业境外业务的咨询与
支持服务。

成员 
 主席：中国工商银行欧洲分行副总经理 王秀
珍女士

 副主席：华意压缩巴塞罗那副总经理 尤本俊先生
 主任：ESADE商学院高级管理硕士项目主任 
Ivana Casaburi博士，教授

_____

白金会员
 中远伊比利亚公司
 海尔欧洲
 华为科技西班牙公司
 华意压缩 巴塞罗那
 中国工商银行欧洲分行
 中兴通讯 西班牙

_____

正式会员
 Antai Trading （国际贸易）
 Applus （认证）
 Carbó Business Consulting （咨询）
 Chint Energy（能源）
 Ilv Silver （审计，税收服务）
 Keeway Motor España （机动车）
 Kerry Logistics （物流）
 King & Wood Mallesons SJ Berwin 

(法律）
 Martínez-Echevarría, Pérez & Ferrero Abogados 

（法律）
 Minmetals España （中国五矿）
 Tecnotramit （商业流程外包服务）

其他正式会员
 ACCIÓ - Invest in Catalonia（加泰罗尼亚贸易

与投资）
 Ayuntamiento de Barcelona - Barcelona Activa 

（巴塞罗那市政府商业处）
  Casa Asia （亚洲之家）
  Cuatrecasas Gonçalves Pereira （法律服务）
  Global Asia （传媒）
  ICEX - Invest in Spain （西班牙商贸局）
  KPMG （毕马威）
  Port Barcelona（巴塞罗那港口）
  Sainz Raventos Abogados y Economistas（法律

与经济事务服务）
  Word Works （外语服务）

_____

客座会员
 Air China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Bluestar Siliconas España 

（有机硅生产商）
 CCIC España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
 China Classification Shipping

（中国船级社）
 China Metatex （进出口商贸）
 China Shipping Agency（中国海运）
 Citic Hic Gándara Censa （重钢工程）
 Daxiong Spain （大熊预应力）
 Erlinyou （精彩旅图）
 Gree Spain Corporation （格力电器）
 Jinko Solar （晶科能源）
 Lenovo Spain （联想集团）
 Sunfor Light （新力光源）



2928  艾赛德 启迪未来 艾赛德 启迪未来

CAREER SERVICES 
就业服务中心

GLOBAL ALUMNI 
NETWORK 
全球校友网络

艾赛德就业服务中心团队在充分考虑学
生职业兴趣、从业背景和职业发展需求
的基础上，为每一位学生进行职业分析
和个人求职及发展制定策略。艾赛德与
全球顶级公司及组织有密切的交流和合

作，为学生带来最新的招聘和就业市场
信息。此外，艾赛德职业服务团队以地
理区域和行业进行划分，以最专业化的
知识和技能在特定行业或就业领域提供
服务。

艾赛德校友会拥有超过5万名校友，他
们组成了这个高层次的网络。校友们分
布在世界上的115个国家生活和工作，
他们在国际商业的前沿代表艾赛德的文

化。加入艾赛德的校友社区，你将接触
到许多来自不同行业、不同职位但享有
和你同样价值观的职业经理人。

ESADE商学院的学生们就职于以下企业

 Adidas
 Alibaba
 Amazon
 American Express
 Apple
 Bain
 Bank of China
 Barclays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Citigroup
 Credit Suisse
 Deloitte
 Desigual
 Deutsche Bank
 Football Club Barcelona
 Google
 Huawei
 ICBC Investment Bank
 Ikea
 Inditex
 Johnson&Johnson
 KPMG
 L’Óreal
 Louis Vuitton
 McKinsey
 Mango
 Microsoft
 Morgan Stanley
 Nestle
 Nike
 Pricewaterhousecoopers
 Red Bull
 Samsung
 Siemens Management Consulting
 Yum!



3130  艾赛德 启迪未来 艾赛德 启迪未来

郭瑞婕女士
(艾赛德商学院亚太区负责人)
http://www.esade.edu/china 
Email: mary.granger@esade.edu
Weibo: @ESADE艾赛德inChina

联系方式&网络媒体
CONTAC T  INFORMAT ION  &  SOC IAL  NE 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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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brochure is printed on Splendor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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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rine Free wood pulp. Once finished, 
please consider the environment and 
recycle it. 
For additional copies, please download 
from our website, www.esade.edu

Campus Barcelona · Sant Cugat
Avda Torre Blanca, 59, 
08172 Sant Cugat del Vallés.  
Barcelona (Spain)
+34 934 952 088 / +34 935 543 513
 

www.esade.edu

twitter twitter.com/esade

facebook facebook.com/ESADEBS

youtube youtube.com/esade
    weibo.com/ESADE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