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First Mover
专业从事硕博士教育的管理学教育先行者

首尔科学综合研究生院

aSSIST will Assist You
www.assist.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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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 教育哲学

eThics
sTorytelling
Teamwork

Technology

1995 在韩国最早开设MBA课程
        (芬兰赫尔辛基经济学院双学位MBA) 
1998  开设CPSM(购买供给专家)养成课程 
1999  开设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MS-TM双学位课程
2005  开设金融工学MBA课程
        (现在的替代投资MBA)
2009  开设产业安保MBA
2012  开设营业革新MBA
2014  开设大数据MBA
        开设财务总管MBA
        开设知识产权MBA

实务契合度

4,000+
MBA毕业生(最大规模) 150个

委派教育的企业

推荐意向 
(2015年毕业生调查问卷)

93% %

按课程分类的实务契合度排名
第一名 战略

第二名 市场营销
第三名 Business Project

(2015年毕业生调查问卷)

1st

MOVER

89
YES!

The First, the Biggest, the Best 

It's aSSIST

教育课程

全球合作大学

阿尔托大学(芬兰赫尔辛基)

※  标出的海外名校是与aSSIST共同
运营双学位MBA课程或EMBA课
程的学校, 此外还有很多未标出
的合作大学是与aSSIST进行教育
资源交流。

※  长江商学院战略合作院校。

※  中国教育部社外监管信息网推荐
留学院校。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美国纽约)

MBA/Ph.D. 企业课程 CEO高管课程 短期课程

∙  芬兰阿尔托大学
  (前, 赫尔辛基经济学院)    
  Executive MBA
  - 国际商务, 国际市场营销等

∙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UNY)
  MSTM
 - 技术管理学硕士

∙ 为企业量身定做的教育                              

∙  K-Way韩国型经营4.0 CEO课程
∙ 4T CEO 可持续经营课程
∙ 4T 新世代管理领袖课程
∙ 4T CEO CSV价值创造课程
∙ 文化艺术最高经营者课程
∙ aSSIST Forum早餐研讨会

∙ 长江商学院 CK EMBA课程

∙ 经营者读书会(MBS)
∙  国际公认购买专家CPSM课程
∙ 产业安保专家 (ISP)
∙ 个人信息保护专家 (PIPP)
∙  aSSIST-KOTRA(大韩投资贸易
振兴公社) 全球营销课程 
∙  大韩商工会议所 提高成果短期
课程

∙ 财务总管 MBA
∙ 营业革新 MBA 
∙ 产业安保 MBA 
∙ 大数据 MBA 
∙ 替代投资 MBA

∙ 工商管理MBA(中文MBA)

∙ 管理学博士(Ph.D.)

*2016 FT排名 45位



四大特色

内容安排

毕业条件

第1学期(15周) 第2学期(15周) 第3学期(15周)

MBA Course 基础课程 MBA Course 深化课程 Business Project
商务报告 毕业

CEO讲座/企业访问 CEO讲座/企业访问

KOREA CHINA & KOREA

分类 学分
经营学基础

40学分
专业深化

CEO 讲座/企业访问 2学分
Business Project(商务报告) 3学分

准许毕业学分 45学分

工商管理硕士(MBA)项目介绍

【招生对象】 海内外大学本科四年制毕业生
【学位专业】 工商管理硕士MBA 经营学专业
【学制及学分】 学制1.5年, 共三个学期, 21门专业课, 共42学分；商业报告3学分, 共计45学分
【Business Project】 通过学习的理论与事例来解决实际问题, 将理论应用到实际。
 为日后找工作及创业做好事先演练, 积累实战商务经验。
【开学时间】 每年3月、9月两次
【招生人数】 40人/每班

【科目及课时】 经营学基础/专业深化：每学期20学分, 10门课；两个学期合计40学分
 CEO讲座/企业访问: 每学期1学分,共设两学期, 合计2学分
 •课时：每门课授课30个小时(包含考试时间), 合计630课时

【学习及毕业】  每学期15周, 周一到周五全日制学习, 
 第一学年在韩国当地学习, 有寒暑假及五一国庆长假连休。
  第三学期修满21门课程42学分者可返回中国完成商务报告(Business Project), 最终审查

要在韩国进行。
 1.5年毕业, 在韩国举行毕业典礼, 授予的MBA学位中韩两国教育部均可认证。 

【毕业条件】 修满42学分, Business Project审查合格者

中韩双语教学
●  中文授课占整个教学的70%以上, 增进对管理

学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

●  相对其他韩语授课的MBA有更高的毕业保障 
(学位证书毕业证书与韩国学生一样)。

只需1.5学年(3学期)就可取得工商管理
硕士(MBA)学位
●  在韩国学习1年(第一/第二学期, 有寒暑假, 有

长假连休), 第三学期进行 Business Project的
写作时可返回中国进行。

●  10门管理学基础科目, 10门专业深化科目,   
高效集中授课让学生有层次有深度有广度地
系统掌握实战管理技能与韩国学生一样)。

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商业人士直接授课
(国内外知名教授, 商务实务高管及专家)

●  不问国籍, 不问所属, 只要是在该领域有卓越研
究成果, 雄厚授课实力的教授都可以成为我们学
校的授课老师。

●  采用实时学生意见反馈制度, 100%全程跟进教
学情况, 及时反映处理学生的各种意见建议。

强大的校友网络
●  韩国首家教育部认证的商学院, 拥有最大规模的

MBA校友关系网, 长年为LG电子, 韩国电力公社,   
韩国电讯(KT), KB国民银行, 新韩银行, 仁川国际机
场公社等知名韩国企业培养核心人才。

●  为在校生定期提供CEO特别讲座, 企业访问,     
   实习推荐等各种各样的商务实战机会。

工商管理
MBA 

工商管理MBA



黄菲(HUANG FEI)   aSSIST工商管理硕士 主任教授

      当今世界经济瞬息万变,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受到来自全球化竞争的冲击。放眼未来, 即便大学本科的毕业
生, 如果不具备商业管理的技能, 没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那么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知识就没有用武之地。正
因如此, 为大家每个人的发动机加上一个"复合加速引擎", 让大家在同业人士中崭露头角, 正是我们首尔科学
综合研究生院(aSSIST)要做的事情。培养未来商务竞争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融合型复合性人才, 正是
我们一贯追求的教育理念。

      我们工商管理MBA课程, 就是专门培养这样的中国学生的。可以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前沿的商
务管理知识, 面对面的与实务管理人士交流, 积累实战商务经验, 我们学校全方位无死角地管理学生在韩生
活, 充分发挥集体生活的优势, 让每一位中国学生都在我们学校能"期望而来, 满载而归"。最后希望有更多的
有志青年来我们学校攻读工商管理MBA课程, 学成回国报效祖国。未来属于中国, 未来属于我们!

教育 2000-2004 北京大学 韩国语/经济学学士
 2006-2011 首尔大学 经营学硕士/博士

从事工作  首尔科学综合研究生院(aSSIST)
 长江商学院双学位EMBA项目副主任教授(2015~)
  韩国交通广播TBS eFM101.3 中文广播节目嘉宾主持(2016~)
  中国中央电视台2套《环球财经连线》韩国时事评论嘉宾

(2014~2015)

课程推荐

入学申请 

外国人奖
学金政策

入学咨询
朴惠源老师    Tel. 070-7012-2763     E-mail. hwpark@assist.ac.kr
微信 ID. assist_mba

学校主页: www.assist.ac.kr

分类 内容

开学日程 每年3月/9月 

招生对象 大学本科4年制毕业生, 有公认语言成绩者优先, 择优录取

申请过程 递交申请材料 ▶ 材料审查 ▶ 面试(电话面试) ▶ 最终结果发表

申请材料

① 入学申请书 
② 推荐信 
③ 毕业证 ,学位证, 成绩单 / 学位认证书 原件 
④ 护照, 户口本, 本人及父母的中国居民身份证 复印件 
⑤ 银行存款证明(USD 15,000)
⑥ 公认语言成绩 (毕业条件)
* 具体内容请参考学校主页的招生简章(www.assist.ac.kr)

奖学对象 (满足其中一条) 减免学费的比率 备注

TOPIK 4,5,6级
公认英语能力考试成绩(TOEFL 530, 
CBT 197, iBT 71, IELTS 5.5, CEFR B2, 
TEPS 600分以上的成绩)

40%
递交语言成绩证明的最晚期限, 

是拿到该学期学费的缴纳通知之前

TOPIK 3级
中国国内《大学英语》4级 30% 在取得相应的语言成绩以后, 

下一个学期将享受上调的奖学金优惠政策
没有语言成绩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