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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个学科

16,800 
名学生 

1970  
名教职员工

包括 1290  
名教师和 680 
名行政人员。

人文学院概览
    人文学院是曼彻斯特大学最大的学院：
学生数量与英国一个中等规模的大学相当。 
学院凭借雄厚的师资和卓越的科研，
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人文学院下属 
五大院系：

曼彻斯特商学院

艺术、 
语言和文化学院

环境、 
教育和发展学院

社会学院

法学院

年收入 
2.37亿 

英镑 



战略愿景

    “人文学院致力于通过科研、教学和其他活动推动社会进
步。我们的教学高标准、严要求、注重创新、精益求精。
我们不仅培养学生拥有能够在职场立足的技能， 
更培养他们认知世界的思维，找准个人定位的能力， 
以及应对社会挑战、贡献人类发展的抱负。”

    曼彻斯特大学副校长，
人文学院院长凯斯•布朗教授
Professor Keith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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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学院的愿景也契合了曼彻斯特大学 
2020 战略规划：

    “到2020年，曼彻斯特大学将以其卓 
著的科研，一流的教学和学生体验，
深远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蜚声
海内外，成为世界顶级大学。”

一流的教学和学生体验

社会责任担当

卓越的科研实力



    人文学院的成功基于两个重要因素： 
卓越的教学质量和一流的科研贡献。
    人文学院在多个国际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 
这主要归功于我们强大的科研影响、 
教学实力和社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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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排名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曼彻斯特大学   35

2016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发展研究 7 社会学 18
地理和区位研究   11 人类学 18

2017年英国《完全大学指南》排名

音乐 3 美国研究   7
俄语和东欧语言      5 市场营销 10



  

u 马克•埃尔德爵士 (Sir Mark Elder)： 艺术、语言和
文化学院荣誉教授，哈雷管弦乐团指挥兼音乐总
监。2008年因其音乐贡献被授予爵士。 

u 乌玛•科萨里 (Uma Kothari)： 移民和后殖民研究教
授，2014年因其在全球发展领域的研究荣获英国皇
家地理学会巴斯克奖章。

u 詹姆斯•纳扎罗 (James Nazroo)： 社会学教授， 
研究影响老龄人口健康和福祉的社会决定因素的 
国际权威。现任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下  
属的种族和多样性研究中心主任。

u 迈克尔•伍德 (Michael Wood)： 著名电视历史学家、
纪录片节目主持人，公共历史学教授。2015年因其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贡献荣获英国国家学术院
院长奖章。

u 卡里•库珀爵士 (Sir Cary Cooper)： 大英帝国司令勋
章获得者，组织心理学教授，英国特许人事发展协
会主席。2014年年因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贡 献被授
予爵士。

u 珍妮特•温特森 (Jeanette Winterson)： 大英帝国
官佐勋章获得者，创意写作教授，英国知名当代作
家。2006年因其在文学领域的贡献被授予官 
佐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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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学院拥有全欧洲各高校单体学
院中人数最多、背景最多元的科研和
教学团队。我们在所有人文学科领域
中都有全世界最优秀的教授和学者。
    我们拥有多位著作等身、屡获殊荣的专家、 
教授，还有多位学者当选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
和英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院士。



研究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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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属于“世界领先”  

(4*)

78% 
的科研活动被评为 

“世界领先” 
或“国际优秀

45%
属于“国际优秀”  

(3*)

    在人文学院提交的20个学科领域的评估申请中，12个学科
位列全英前十名。其中6个学科位列全英科研综合实力排名
前五名，即：社会学、人口学、发展研究、戏剧、商业和管
理、现代语言和语言学。剩下的6个学科领域是：艺术史、
历史、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 
教育学。

    我们的科研实力的背后是强大的科研经费支持。自2010年
以来，我们获得了超过1.2亿英镑的外部资金支持。受助的研
究课题包括：“英国选举研究”，“种族多样性研究中心”， 
“有效国家治理和包容性发展”，以及“应用医疗研究和康护领
域领导力合作”。除此以外，英国艺术与人文学科研究理事会
也批准拨 款390万英镑，资助一项为期四年、旨在证明英国
对当代语言研究和教学需求迫切的语言类研究项目。

学院提交的 
20 个评估申请中

12 个学科位 
列全英前十名 

6
个学科位列全英科研综 

合实力排名前五名：社会学、人口学、 
发展研究、戏剧、商业和管理、 

现代语言和语言学。

其余 
6

个学科位列全英科研综合实力 
排名前五名：社会学、人口学、发展研究、 
戏剧、商业和管理、现代语言和语言学。

    我们的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的每个领
域，为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们拥有众多世界一流的学者，研究的
领域涉及环境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 
贫困和冲突响应等一系列重大全球问题。
他们通过对人类语言、历史和文化的研
究，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当今世界，并
为应对紧迫的全球性挑战寻求创新的解
决之道。

    我们学术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这一点
在人文学院2014年英国“研究卓越框架”的
科研评审中得以充分体现。人文学院为该
框架提交了20个学科领域的评估申请， 
涉及17个评审项目，全院有79%的学者和
科研人员参与其中。

    在此次评审中，78%的人文学院科研活
动被评为“世界领先”（4*评分）或“国际优
秀” （3*评分），其中4*评分的科研活动
占到33%。这充分反映了人文学院学术出
版及其他学术产出的高质量和高水平， 
也是对学院一流的科研环境和积 极的科 
研影响的肯定。



研究影响
    我们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社会和经
济影响。举例而言：

u “战争的戏剧”为来自战争冲突地区的艺术家
提供各种支持。该课题致力于对生活在冲突
地区以及来自冲突地区艺术家的戏剧作品进
行记录、分析和推广，并通过建立艺术家沟
通网络、编写材料、培训相关从业者， 
为推广冲突地区艺术家的作品搭建了一个 
国际平台。

u “自发性志愿者活动”是一个为期一年、为英
国和欧盟国家政府开展的研究课题。该课题
考察了洪灾情况下自发性志愿者参与的现
象。课题研究成果促成了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22319号文件暨《设计自发性志愿者参与
预案的指导》的出版。该《指导》确立了保
证志愿者人身安全、提高紧急救援机构灾难
响应效率的最佳管理实践。所有国际标准化
组织成员及各国地方政府均可通过英国政府
内阁办公室获取该《指导》。

u “有效国家治理和包容性发展研究中
心”旨在深化发展中国家对公共政策
制定和实践的理解，从而改善国家
治理，促进民生发展。在乌干达，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影响了该国新的
国家发展规划和国家财政预算。在
加纳和孟加拉国，该课题组同当地
主要智库的合作正在帮助改善两国
智库的研究能力，提高研究领导力
水平。该中心于2016年10月获得来
自英国国 际发展部310万英镑的追
加投入，将该中心的研究项目延长
到2019年。这也使得该中心来自英
国国际发展部的科研金费总额达到
930万英镑，项目为期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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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英国选举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各界对近60年来英国
民众选举政治态度和行为的理解。该课题最近的研
究重点包括对苏格兰独立公投、2015年英国大选以
及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的分析。该课题的数据
为解读英国 民意、民众的政治参与及政治态度提供
了独特的视角，并为详尽分析选举结果提供了数据
支持。



    在五大领域中，人文学院的研究重点是 
“应对全球不平等”，以期提高对人类社会的认识， 
改善民生，提高福祉。我们关注不平等问题的方
方面面，从贫困现象到社会公正，从居住条件到
就业公平。我们希望增进对世界的认识， 
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在整个人文学院， 
我们有超过300名专家、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参与到
这一领域的研究中。

u 人文学院的“全球发展研究所”是欧洲规模最大、专
门致力于发展研究和教学的机构。同时，世界上
第一所“国际发展博士学院”也设立在该研究所内。

u 我们的“人道主义和冲突应对研究所”同英国政府相
关机构合作，向一些当今世界上最为严重的人道
主义灾难地区派驻医疗团队。最近的案例包括在
埃博拉疫情蔓延期间为塞拉利昂提供医疗支援。

u 人文学院还有一批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包括 
“全球女性健康研究中心”，“种族多元研究中心”
以及“公平就业研究中心”。我们在就业领域的专
家还为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以及国际劳工组织
提供了政策咨询。

u 人文学院的“曼彻斯特老龄化联合研究所”也参与
了一项由英国福利彩票资助的总额1000万英镑的
研究项目，以应对老龄人口的社会孤立现象。

    曼彻斯特大学确立了五大研究重
点，这五大领域体现了大学卓越的
科研实力和应对全球最为严峻挑战
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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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不平等



博士研究生教育

关于我们:

u 每年针对博士研究生的总经费支持超过600万英
镑（包括内部和外部经费来源）；

u 每年提供超过150个全额奖学金名额，其中包括
曼彻斯特大学标志性的校长博士奖学金；

u 积极参与由英国相关研究委员会资助的博士研
究生培训中心的运作，开展校际科研合作， 
设立联合研究中心，加强同国内外其他大学以
及高校系统以外机构的合作；

u 培养博士研究生学术交流能力，并为他们提供
包括实习在内的就业发展机会。

u 通过院内学术培训和交流平台methods@
manchester和artsmethods@manchester， 
以及学院专职的博士研究生能力发展指导团队，
为博士研究生提供一流的跨学科研究和职业能力
发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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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及欧
盟学生

海外留
学生 总数

博士研究生 659 389 1048

    人文学院为超过1000名博士研究生提供世界一流的教学、指导和科研设
施。我们的博士研究生在这样一个充满激励而又合作友好的环境中得以充分
投入到极富学术挑战的研究项目中，而他们也成为我们多元化、跨学科、 
延伸到大学以外的博士研究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和学生

教学环境和资源:
u 我们为学生提供世界一流的教学环

境，包括约翰•瑞兰德图书馆，马丁•
哈里斯音乐和戏剧中心，以及阿兰• 
吉尔博特综合学习中心。

u 我们创新教学法，比如在宏观经济学
相关的核心课程中使用推特延伸课堂
教学，使学生能利用社交媒体这种喜
闻乐见的方式同任课教师和其他同学
一起交流互动。

u	我们专门设计和建造了一个模拟法庭
供学生进行庭审实践，这也是法学专
业学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文学院吸纳了曼彻斯特大学42%的本科生和硕
士研究生。学院通过创新的教学方法和多元的学习
环境为莘莘学子提供高品质的求学体验。

 英国及欧盟
学生

海外留
学生 总数

本科生 9,136 2,289 11,425

硕士研究生 2,183 2,136 4,319

博士研究生 659 389 1048

总数 11,978 4,814 16,792

235 
门硕士研究 

生专业

涵盖
36 

个学科领域

为留学生提供从本 
科到博士研究生阶 

段的学习机会

86%
学生满意度 

（最新“英国国家 
大学生调查”数 

据来源）

人文学院 
学生总数约

16,800 

u 我们针对当地中学生的“大学宣讲和 
广泛参与项目”在全英大学中规模最 
大。通过这项活动，对申请曼大感兴 
趣的中学生可以了解到学习人文科学 
的益处和机会。不论学生的背景如 
何，都能从中获益。

u 我们的“明日之星” 计划包含了一系列 
课内和课外活动，尤其是新推出的、 
针对本科生的“曼彻斯特领导力奖”， 
指导学生个性发展，使他们具备“曼 
大人”特有的气质和禀赋。

u 我们每年选送大约500名学生进行海 
外交流。这其中有语言专业本科生， 
海外实践是他们课程要求的一部分； 
也有来自其他专业的学生，通过 
不同渠道到其他国家进行学术交流。

210 
门本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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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 
余名来自世界各地 

的海外留学生 

全球约 
2,800 

名曼彻斯特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



毕业生职业发展

针对学生的就业支持包括：
u 校园宣讲会：帮助学生接触各类用人单位， 

了解毕业后的多种选择：包括继续深造、 
兼职、志愿活动和毕业旅行等。

u 就业指导：我们帮助学生求学期间寻找兼职、 
实习等社会实践机会，增加学生的工作经验， 
提高未来就业机会。

u 就业咨询：我们的就业咨询辅导员涵盖每个学科
领域，熟悉不同行业背景，他们通过开展一对一
的就业咨询、求职讲座和由雇主组织的各种宣讲
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专业的咨询和指导。

u 校友见面会：我们定期组织校友见面会、面试培
训、讲座沙龙等一系列活动，让学生们同校友互
动，直接从校友身上学到职业养成。

u “结对子学习小组”** ：本科阶段低年级的学生同
本专业高年级的学生结对子，低年级的学生自主
决定希望获得结对子帮助的学习领域。实践表
明，那些经常参加“结对子学习小组”的学生平均
成绩最多能提高一个分数档。

u “新生学长辅导员计划”**：旨在帮助本科新生适应
大学生活。“新生学长辅导员”由高年级的学生担
任，他们可以组织课下复习小组和学习讲座， 
必要时还可以引导新生寻求进一步的支持。

    根据一项对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毕业生雇主的调查*，曼彻斯特大学的毕业生是用人单
位最为青睐的群体。在这里，我们强调“曼彻斯特体验”，鼓励学生们积极投身社会， 
参与各种慈善事业、体育活动、社团组织，从而帮助学生扩大交往、发展技能、 
立足职场、贡献社会。

    大约70%的本科学历要求的工作不需要专业知识背景。因此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为 
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咨询、支持和指导，帮助学生甩掉 “不知道毕业以后干什么”  
的心理包袱，确保学生获得能够立足于各种职场环境的基本技能。
*《2016年英国毕业生市场调查》，High Flyers Research出版.

**人文学院的教职员工也参与到“结对子学习小组”和“新生学长辅导员计划”中，为学生们提供就业指导讲座。 
那些参与到“结对子学习小组”和“新生学长辅导员计划”的高年级学生在活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使他们更容易在毕业后六个月内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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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校友
u 陈镇洪 (Vincent Chan) 

1988届工商管理硕士， 
新盟资本香港有限公司高级董事经理， 
亚洲区主管，天泉投资非执行主席

u 简•柯金博士 (Dr Jane Cocking)  
1981届历史学学士，1987届人类学博士， 
乐施会前人道主义救助主席，现为独立人道主义
咨询师

u 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Benedict Cumberbatch) 
大英帝国司令勋章获得者，1999届戏剧学士 
英国著名演员

u 基斯•埃德尔曼 (Keith Edelman)  
1971届管理学学士， 
英国变革酒吧集团主席

u 诺曼•福斯特勋爵 (Lord Norman Foster)  
1961年获城市规划、建筑学学士学历，1993 获
荣誉博士，福斯特建筑师事务所主席，著名建筑
师、设计师

u 亚历克斯•加兰 (Alex Garland)  
1992 届艺术史学士， 
作家，编剧，导演

u 理查德•霍克斯 (Richard Hawkes)  
1987届经济学学士， 
英国亚洲信托基金执行总裁

u 皮尔斯•连尼 (Piers Linney)  
1994届会计和法学学士， 
Outsourcery云服务托管公司联合首席执行官，
电视真人秀节目《龙穴》前评委

u 黄伟明 (Wai Ming Wong)  
1982届管理科学学士，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u 弗朗西斯•欧格雷雷迪 (Frances O’Grady)  
1980届政治学和现代历史学士， 
英国工会联合会秘书长

    人文学院拥有一大批令人骄傲的历届校友。我们在世界各地超过226,900名 
毕业生中不乏众多在商界、学界、政界、产业界和媒体官居要职的知名校友。

u 莫拉•麦克郭温女爵士  
(Dame Maura McGowan)  
1979 届法学学士 ， 
英国高等法院法官

u 艾丽森•尼姆 (Alison Nimmo)  
大英帝国司令勋章获得者，1985、1986届 
市政规划学士，英国王室资产管理局首席执行
官兼董事局次席执委

u 弗朗西斯•昂斯沃斯 (Francesca Unsworth) 
1979 届戏剧学士，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台台长兼
新闻和时事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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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培训

    在过去一年中，商学院为30多个英国和海外机构
的近2000名学员提供了超过60批的高管培训项目。 
这其中包括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中国财政部、
宾利汽车公司、曼彻斯特机场集团和英国国家医疗
服务系统。

      商学院打造了一批包括 “曼彻斯特领导力发展” 
以及 “曼彻斯特管理发展” 在内的开放式精品课程。
这些课程使不同行业背景的高管学员能够在同一个
课堂参与互动。除了精品课程，我们还为有需要的
企业、机构量身定制培训项目。

    商学院的高管培训既可以在曼彻斯特，也可以在
商学院的其他全球中心开展。我们的海外中心分别
设立在巴西、迪拜、上海、香港和新加坡。

    曼彻斯特商学院在曼彻斯特校区新建的高管培训
中心将于2017年年启动。该中心将集一流的教学
和会议设施于一体，同时还将配套300间高级酒店
公寓。

    曼彻斯特商学院的高管培训项目针对在私营和公共部门有着多年工作经验 
的高级管理人员，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工作中的各种挑战。商学院独特的教学 
设计旨在激发领导力，打造团队文化，改善组织架构。

26 27www.mbs.ac.uk/executive-education



超过200名人文学
院的教职员工参与了

Policy@Manchester项目 
Policy@Manchester是一个设立 
在人文学院的知识传播平台， 

旨在向外界推广大学范围内有关公 
共政策的研究和教学成果， 

从而影响和指导公 
共政策制定。

我们同英国约瑟夫·朗特里
基金会合作，设立了“包容性增长

研究课题组”，推动将减贫议题纳入 
到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发展和权 
力下放的政策设计中，同时为其 
他英国城市的包容性发展提供 

研究和分析支持。

英国中央政府近
期决定给予大曼彻斯特

地区地方政府更多自治权， 
大曼彻斯特地区的治理结构因此正在
经历重大调整。人文学院为此设立了 

专项课题组，整合研究资源， 
从不同学科角度考察中央政 

府权力下放过程中 
的诸多变化。

在人文学院，我们设计
的课程帮助学生们应对 

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挑战。 
我们的“伦理道德大挑战”活动 

帮助每一个曼彻斯特大学的本科生 
思考和讨论涉及环境可持续发展、 

社会公平公正和职场道德规范 
相关的各种问题。

人文学院“多语言环境下
的曼彻斯特”项目促进了公众 

对曼彻斯特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 
区语言多元化现象的认识，加强了对 

多语言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研 
究。该项目还同当地社区一起 
合作，共同设计研究方案， 

分享经验做法。

在2015至2016
学年度，超过220名

人文学院的学生参与到大
学组织的志愿活动中，

为社会贡献了超过 
7300小时的志愿 

服务。

回馈社会 通过教学、科研
以及社会活动， 

人文学院为推动社 
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环境 

改善作出了不 
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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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有超过 
40名教职员工和 

175名校友志愿担任了英国各
地中小学校董一职。在英国专门 

招募中小学校董志愿者的独 
立慈善组织 SGOSS中，曼彻斯特 

大学是志愿者注册人数 
最多的机构。



外部合作 u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AgeUK（英国最大的老年
慈善组织）和曼彻斯特市议会：我们共同编写了
英国第一本专门探讨改善老年人服务、建设老龄
人口友好型城市的城市规划指南。《指南》展示
了建筑师、城市规划师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如何通
过小规模的设计和调整，让城市更好地服务老年
人口。

u	“移民权力网络”：我们和该非政府组织合作， 
共同推动了涉及大曼彻斯特地区以及英国其他地
区非正规移民的公共政策的讨论。

u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超过3000名英国国家医
疗服务体系的管理人员参加了曼彻斯特商学院的
精品高管培训课程。高管培训帮助他们提高自身
素质，为担当更高一级的管理角色打下基础。

u	非政府组织：曼彻斯特商学院一年一度的“普罗米
修斯课程”是专门为英国非政府组织系统的管理人
员设计的高管培训项目。该项目为非政府组织量
身定制，免费授课，自2014年来已经为超过300名
来自非政府组织的高管们提供了培训。

u	UK-Med: UK-Med是英国一家为国际人道主义危
机提供紧急医疗响应、派遣医疗救援团队的慈善
组织。在过去的两年中，UK-Med在全球派驻了约
200名医疗工作者。人文学院的“人道主义和冲突应
对研究所”和该组织长期合作，提供人道主义医疗
响应相关的讲座、培训、知识和经验分享。

    人文学院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也同隶属于曼彻斯特
大学的文化机构密切合作，共享知识、整合资源、吸
引游客、服务所在社区和社会。我们的行动包括：
u	公众参与：我们举办了一系列对公众开放的活

动：从校园开放日到公开讲座，从节庆日到音乐
会，吸引了大众参与。仅在2015至2016学年度就
有超过16,500人参加了马丁•哈瑞斯音乐和戏剧中
心的各项活动。

u	中小学体验：来自150所中小学的超过4900名学生
参加了“大学生活体验日”活动。这项活动帮助孩子
们和他们的老师、家长更好地了解大学生活，这
对于那些来自父母教育水平偏低的家庭的孩子而
言尤为重要。

u	校园景点：我们有一批对公众开放的校园景点，
包括：

o 焦德雷尔班克天文台

o 约翰•瑞兰德图书馆

o 曼彻斯特博物馆

o 马丁•哈瑞斯音乐和戏剧中心

o 惠特沃斯美术馆

    人文学院还同产业界、 
公共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建立 
了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

    通过产学研结合，学院的 
专家和学者可以为这些组织和
机构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为未来的挑战未雨绸缪。 
我们的合作方包括：

30 31www.humanities.manchester.ac.uk/business-engagement



校园投资

32 33www.manchester.ac.uk/discover/vision/campus-masterplan

人文学院的建设项目包括：

u 对艺术、语言和文化学院所在的萨缪尔•亚历山大
教学楼进行全面翻新； 

u 对曼彻斯特商学院原主楼进行改扩建，新增一流的
教学设施；新建商学院高管培训中心和会议中心；

u 对学联大楼进行改扩建，为学生活动提供更好的 
设施；

u 打造校内最大的绿地区：布朗斯维克公园。

    曼彻斯特大学目前正在进行一轮全英高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资产投资。 
校园投资总规模超过10亿英镑，包括新建一批设施一流的教学楼， 
以及改善公共道路交通等。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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