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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P 商科预备课程 

核心模块  
 2选1  

专业模块

ISM多特蒙德校区提供的预科课程概览：

核心模块1

战略管理 (5 ECTS)

国际商务法律 (5 ECTS)

项目管理 (5 ECTS)

运营管理 (5 ECTS)

核心模块2

战略控制 (5 ECTS)

品牌与沟通管理 (5 ECTS)

危机管理 (5 ECTS)

全球商务经济 (5 ECTS)

沟通与市场营销

战略公关 (5 ECTS)

跨文化传播管理 (5 ECTS)

国际管理

高效管理学 (5 ECTS)

竞争优势学 (5 ECTS)

旅游与活动策划管理

战略旅游管理 (5 ECTS)

国际旅游市场 (5 ECTS)

国际金融

衍生性金融商品 (5 ECTS)

国际财务报表(5 ECTS)

ISM为非商科专业背景的学生开设了预科课程，不仅有专业经验丰富的导师传授商科基础知识，更有实习就业指导中心为

各位预科学生提供在德国带薪实习机会，因此，该课程同时适合已有商科专业背景的学生入读，有利于累积德国工作经验

、提升外语沟通能力、增强毕业后留德就业优势。

课程优势
小班精英授课

小班全英教学，提供个性化的独立支持与学术指导

可转专业

非商科学生申请转专业的首选预科课程，打下扎实的商科基础知识

多元化方向

硕士阶段提供更为多元化的专业方向选择，包括国际管理、战略营销管理、金融学、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奢侈品时尚

与销售管理

提高留德机会

累积多一年在德国学习和工作经历，大大提高毕业后留德就业机会

核心模块＋专业模块

本课程提供核心模块和专业模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求选读合适的一个核心模块和专业模块课程，共修读

40~60个学分(ECTS)



战略管理

核心模块1课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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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法律

项目管理

运营管理

多特蒙德校区-核心模块1

这门课介绍了战略管理的大致框架以及如何利用一系列的分析工具来制定成功的

企业战略规划方案。它重点在于教学生如何确定和分析企业赢利的各种资源渠道

以及如何来发掘和利用这些资源。这门课一大主题是分析竞争优势的各类因素。

它不仅仅教导学生如何分析问题，更重要的是教他们如何做出重要的战略决策。

比如，在案例讨论环节，作为学生将有机会体验一把企业高级执行官或者高级顾

问的角色，来亲自决定一些企业的战略问题并说明该如何正确执行那些决策。这

门课的目标在于让学生熟悉一些原则概念和大致的战略框架以及一些企业战略管

理的实用技巧，同时将这些知识合理应用到实际问题当中。

教师：Dr. Stephan Brock 

工作经历

各类私营和国企公司

非执行董事

西麦斯德国公司CEO

对于学习商业和管理而言，了解相关法律的系统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所以，

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在于以实践为中心，介绍与普及相关商业法律知识。这

其中包括国家以及国际范围内的民法、商业法以及企业法。参与这门课程的

学生将分享各自的看法，相互比较，以此来加深对相关法律问题的理解性。

当你学习完这门课以后，你将会对德国以及欧盟的相关法律有一个系统性的

了解，也能够通过比较、总结和分析，得知国内及国际商业法之间的区别，

进而懂得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对于商业决策的重要作用。

本课程的目的在于教学生应对各类不同规模的工程项目，并且教授一套处理

问题和事件的基本准则。同时，它也为学生提供一个平台，来分享各自在参

与工程项目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具体来说，这门课主要围绕解决这样一个核

心问题：如何在线性工程下实现项目运行的高效性和有效性，以及怎样成功

地将项目管理的知识、技巧和方法同跨国公司业务外包相承接。当你完成这

门课的学习之后，你能够做到以下两点：通过使用一个简单的生命周期模型

来独立设计和规划一个有效项目，并利用一套最低限度的工具来管理一个国

际项目。

对于任何一家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公司来说，运营管理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不

管是工厂、餐厅、政府机构或是市场部门，他们都是在为客户创造价值。所

以，对于任何一个企业管理者来说，充分了解他们的业务运营知识是至关重

要的。本门课程的参与形式包括讲座、课堂讨论以及案例分析。在完成本门

课程的学习以后，学生将能够说明运营和战略管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学到

的知识运用于关键业务的规划和管理上，并且对生产流程设计作出分类与评

估。

教师：Dr. Andreas Gran

工作经历

高伟绅律师事务所主任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指导

教师

教师：Sebastian Gruetz

工作经历

英国石油公司全球创新

部门负责人

英国石油公司在东欧、

奥地利、俄罗斯以及荷

兰区域营销总监

教师：Dr. Ulf Neuhaus

工作经历

拜耳医药保健公司柏林

地区全球供应链部门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勒沃库森商业部生产供

应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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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务经济

战略控制

品牌与沟通管理

危机管理

核心模块2课程介绍

BPP 商科预备课程 

战略控制是企业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基于企业自身中期和长期的规

划和考量，侧重于促进企业长期的发展和生存。在这门课程中，学生要做到

考量量化和非量化的因素，置身于公司经营的实际环境中，将市场，竞争对

手以及消费者行为等纳入考虑范围。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学生将同时学习相

关概念及理论知识。这门课程的目标是以批判性的眼光评估战略控制的一些

假设性理论和潜在理论，并且希望学生可以将这些战略控制方法应用到实际

问题中。

一个公司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就是它的品牌。在当今竞争激烈的世界，品牌是

竞争优势的一个来源。通过学习这门课，学生将学习怎样塑造强势品牌以及

怎样通过使用现今越来越广泛的营销传播工具推广品牌。课程的第一部分探

讨了品牌管理的问题，第二部分则侧重于传播与推广。课程中所提及的内容

都是通过真实的案例、材料以及相关练习来解释复杂的理论概念。另外，学

生也会进行一项持续性的实际任务，这样能够让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概念知

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任何一家公司或者是旅游目的地都要承担一定的意外危机的风险。具有前瞻

性的公司和机构，就配备了相关的危机管理应对策略。危机管理主要包括了

辨识当前危机的本质，危机的规避以及从危机解决后的复兴。课程重点在于

介绍威胁、风险、潜在危害、危机的类型、战略方针、组织措施、危机管理

方式以及案例研究。通过学习该课程，学生能够理解企业管理中危机风险管

理的意义，把握危机发生的规律性，掌握处理危机的方法与艺术，尽力避免

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

在这门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将借助全球化视角分析和讨论一些国际商业议

题。通过观察不同类型的全球化企业以及他们对服务型行业的影响，使学生

更加深刻地理解全球化这个概念。课程中会介绍差距分析法，同时也会组织

学生讨论服务品质对于商业的重要性。这门课不仅仅侧重于理论知识学习，

更加注重课堂讨论。案例研究和相关文章会被广泛地应用到课堂学习中。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会以更加批判性的目光来看待全球化。在理解服

务对于制造业的重要性的同时，学生自身的知识面也会变得更加广泛。

教师：Walter Horstmann

工作经历

avantum咨询公司合伙人

KPMG咨询公司的常务

董事和股东

教师：Jane Townsend

工作经历

企业与留学机构营销培

训员顾问

跨国公司营销顾问

教师：Nathaniel Peltier

工作经历

托马斯半导体有限公司

创始人

咨询公司助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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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学

公关与市场营销

国际管理方向

公关战略

高效管理学

跨文化传播管理

专业模块

多特蒙德校区-专业模块

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它在管理层面的基础上教导学生公共关系的基本

准则，涵盖了主要的公关策略以及相关手段方法。课堂中也会展示和区分成

功的公关活动的关键因素。此外，课程中也包含了一些在策略、概念和工作

流程中的实际见解。学生将有机会分析和研究案例，并且从中取得相关结论

来塑造公关策略的一些理论知识。他们将应用基本工具来展示企业传播，或

者策划相关企业活动或者参与推销竞选。

本课程主要介绍了跨文化交际的主题内容，提升跨文化交流意识，并且提供

了一些处理跨文化交流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建议。它涵盖了过程和动态文化、

一些优秀的思想家对于跨文化交流的看法并且研究了在一些特定国家相关类

似的文化表达、仪式和实践操作方法。

该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作为国际经理人处理跨文化交流问题的一些

技能和知识，来规避跨文化交际时存在的一些陷阱和诱惑，同时，教导学生

能够利用文化的多样性转化为商机。

在复杂、变化迅速的全球化组织中，理解和合理应用相关经营技术和战略是

至关重要的，而本门课则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设立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它旨

在理解不断变化的大背景下商业组织运作的模式，同样涉及相应的政治，社

会，法律和公共政策，以及监管和环境领域。它结合了经典的管理方法与现

实生活的例子，从广泛的行业领域和各种案例研究中得出相关结论。重点研

究内容包括：变革管理方法、战略领导、探索战略变化、重建组织以及如何

开发成功运作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该课程主要探讨了企业如何通过战略选择创造价值。它旨在让学生更深入地

了解公司战略行动和具体操作执行，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它从广泛的行

业范围内的相关文章中提取案例，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框架和应用。

案例研究包括组织管理方法的概述，然后讨论如何导致竞争优势和可持续价

值创造。

教师：KarolaRflmer

工作经历

知名零售公司公关部主管

麦当劳的一家主要供应商

市场营销与公关主管

教师：Gershon Braun 

工作经历

mcdialog有限公司总经理

国际会议讨论会成员、演

讲嘉宾、会议主持人及管

理顾问

教师：Prof. Dr. 

EydenSamunderu

工作经历

企业战略咨询专家，特

别是在航空领域

提高业务和技术研究所

的高级项目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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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游市场

旅游与活动策划管理

旅游管理战略

BPP 商科预备课程 

本课程的重点是研究国际旅游业的背景下的需求和供应的动态性变化。它分

析了国际旅游流以及现有的和新兴的旅游需求模式，并且观察了他们受影响

各类因素。该模块借鉴了市场研究、消费者行为、产品设计、需求和供应管

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

在完成该课程的学习后，学生将收获到以下几点，例如能够分析旅游供应特

征并评估其对旅游需求的影响，以及了解市场细分的原则和理解在国际旅游

业大背景下的消费者行为。

在课程范围内，将培养学生学习长期领导一个公司或企业并可持续发展所需

的各项技能。该课程介绍了生产规范以及战略规划的应急方法，此模块是专

为学生理解战略管理原则、相关理论和分析框架而设立的。然后将这些应用

到旅游休闲产业中，来探索如何管理和利用自己的资源基础和计划策略，来

创造长期竞争优势。该课程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实际案例研究。相关案例研究

来自于航空业和旅游目的地景点，如肯尼亚，酒店业等。

教师：Nathaniel Peltier

工作经历

托马斯半导体有限公司

创始人

咨询公司助理顾问



7

国际审计 

国际金融

国际财务报表 – 秋季学期可读

衍生性金融商品

多特蒙德校区-专业模块

– 春季学期可读

本课程的重点在于解决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时所面临的实际问

题。通过个案研究，教学生如何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原则变成灵活的实际

财务报告。现今，年轻的毕业生在没有专门的事先培训的前提下，就被要求

处理一些典型而复杂的财务报告，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有难度性的，而本课

程就可以帮助他们学习相关业务技能，而且所教的技能都是可以立即应用到

实际工作当中去。该课程的课堂学习形式是互动的、需要动手实践的，学生

需要通过大量的练习，一些小的案例实践和团队PPT演示完成学习任务。

在完成课程额学习之后，学生将能够独立分析已发表的财务报表，并解决一

些基本的报告问题。

欧洲企业在准备他们的财务报表时必须依照同一国际财务报告标准来执行，

同样，他们也必须依照同一个国际审计标准进行审计。因此，欧盟要求企业

应用国际标准审计（ISAS）。本课程着重于针对ISAS准则进行实际问题

的应用研究，探讨目前该标准的相关准则并且对于将来该准则会面临的变化

调整作出预估。

完成本课程的学习以后，学生将能够了解财务报表审计的规划、执行和报告

并解决基本的审计问题。

介绍应用金融衍生工具的基本原理是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该课程将以金融现

货交易和远期交易的区别为例，对各类金融衍生工具进行了介绍和解释，包

括远期交易、期权等概念。本课程还侧重于介绍利率衍生产品的合约设计，

股票衍生工具和外汇衍生工具。期权参数和影响期权定价的主要因素也是课

程内容之一。此外，本课程还提到并解释了利率衍生工具合约的相关关键问

题包括利率掉期，远期利率协议以及信用衍生工具的详细情况。总结一下，

这门课程向学生说明和探讨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实际用途，要求学生能够实际

应用相关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实践操作才算达到课程目标。

教师：Prof. Dr. Manfred 

Bolin 

工作经历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秘

书长

德国税务顾问和税务顾

问委员会注册会计师

教师：Dirk Gojny

工作经历

德国北方银行研究主管

固定收益研究分析师

课程信息  
 

入学要求
开学时间：每年春季/秋季

授课校区：多特蒙德

课程费用

春季：6850欧元（半年，40学分）

秋季：10250欧元（1年，60学分）

·本科学历或以上毕业，任何专业不限

·通过APS审核

·雅思6.0分或以上，如无雅思或托福成绩可参加英文内  

    测，修满相关商科学分直接入读硕士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