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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Mover
选 择 比 努 力 更 重 要    机 会 面 前 无 需 等 待



 It's aSSIST

4T
aSSIST 教育哲学

eThics 伦理
sTorytelling 叙事
Teamwork 团队

Technology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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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数字战略(区块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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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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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生调查问卷)

1st

MOVER

89
YES!

The First
韩国首家MBA		

The Biggest
超过4000MBA校友	

The Best
93%毕业生推荐

经济  ●   便捷  ●   专业  ●   实用

学校介绍

放眼全球,
做连结世界的
aSSIST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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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尔科学综合研究生院(简称：aSSIST商学院)
   韩国首家教育部主导批准创立的专门从事经管专业MBA

硕/博士教育的研究生院大学。前身为韩国产业政策研究院

(IPS)海外双学位MBA项目。2003年获韩国教育部学位认证，

2004年正式成立大学。是全韩国知名150多家大中型企业

中层以上管理精英的教育培训基地。

专业性
专注于管理学硕士、博士教育, 
产学研结合、韩国企业核心人才教育机构 NO.1

权威性
韩国最早开办MBA项目、中韩两国教育部认证

国际化
与多所世界知名商学院合作办学、
学生都有机会取得海外知名大学双硕士学位

aSSIST现任校长  l  김 태 현 金泰贤
前延世大学经营学院院长

产业政策研究院院长



教育课程

课程特征

aSSIST
商学院MBA
(管理学硕士)
校友企业
名誉顾问团

[ 我们aSSIST校友分布在世界众多知名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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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略.营销CEO高管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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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兴公社)	全球营销课程	
∙  大韩商工会议所	提高成果短
		课程
∙		企业机制研究所
		-	区块链短期课程
		-	比特币短期课程

∙	财务总管	MBA
∙	营业革新	MBA	
∙	产业安保	MBA	
∙	大数据	MBA	
∙	替代投资	MBA
∙	数字战略企划MBA		

∙	工商管理MBA(中文MBA)

∙	管理学博士(Ph.D.)

*2016	FT排名	45位

1.5年
三个学期完成学习

조평규 
中国燕达集团

김남국 
东亚日报 DBR

민용재 
YJM Games

김철준 
Wellness复健医院

박성모 
三星Display

김문수 
BeNative

各大企业精英都是骄傲的aSSIST人!
实习就业推荐/企业校友零距离面对面

中韩两国教育部承认的硕士学位 
aSSIST毕业证书及提供校友各种优惠待遇 

全韩同级水平MBA中
性价比最高

自由选择模块课程高效实用
CEO专家定期讲座/1对1职场商谈

系统理论学习
+企业现场访学
360°全方位

※		仅显示了部分顾问照片

最短时间
毕业

平日/周末 
全日制

正规MBA
学位课程

理论联系
商务实战

最强大
校友资源性价比最高

aSSIST
长江商学院

EMBA

aSSIST
长江商学院

EMBA

aSSIST
长江商学院

EMBA

aSSIST
长江商学院

EMBA

Ph.D aSSIST
长江商学院

EMBA



课程简介
     作为韩国最早开设，也是拥有最多毕业生的aSSIST-芬兰阿尔托 
双学位MBA课程，不仅拥有成功合作办学24年的辉煌历史，而且
阿尔托大学的EMBA课程是全球1%同时获得国际三大认证的名品
MBA。分设四个专业方向(GM全球经营/IDBM国际设计商务经营/
OMM海外市场营销/创业领袖)，为韩国诸多知名企业持续输送精英
管理人才。通过邀请芬兰教授直接來韩授课，以及赴芬兰直接进行
模块学习，来强化学生的国际思维，扩展视野，培养革新理念。

课程简介
     MSTM技术管理专业是可以同时获得aSSIST MBA与拥有理工专
业强大研究实力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技术管理硕士学位的
为期18个月的MBA课程。管理学视野与技术革新相结合，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的专业知识学习，从美国直接來韩的知名教授亲自授课，
实现与美国无时差的同步教育。本课程的毕业生近20年来遍布在各
大企业的技术部门，成为主宰韩国技术进步的中坚力量。

●  韩国首个海外联合MBA培养项目，24年合作伙伴
●  芬兰当地模块课程包含(交通滞留费另计) 
●  18个月学习，36学分，总学费3880万韩元 
●  授课语言可选 (100%英语 或 英韩双语授课) 

●  为韩国电力等国有企业专业特化培养项目
●  全美排名第五的公立学校，19年合作伙伴
●  纽约当地模块课程包含 (交通滞留费另计) 
●  18个月学习，36学分，总学费4050万韩元 
●  100% 英语授课

核心课程
●  Strategic Management
●  Economics for Executives
●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Control
●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Management
●  Operations Management
●  Capstone Module
●  Corporate Finance
●  Financial Accounting
●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 GM/IDBM/OMM/Entrepreneurship 专业细分课程

核心课程
●  Manageri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y Leadership, 
●  Teamwork and Communication 
●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Basic Financial Accounting 
●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thics 
●  Data Analysis for Technology Managers
●  Operations Management for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  Strategy Negotiation Strategy
●  Managerial Accounting for High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  Advance Marketing of Technology Based Products 
●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Role of 
●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  Financial Markets and Venture Finance Technology
●  Entrepreneursh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芬兰阿尔托大学
双学位EMBA
取得国际三大认证
MBA校友韩国最大规模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双学位MBA
技术经营(MSTM)领域最权威
与美国同步，无时差教育



课程简介
     工业革命4.0将需要大量数据分析管理人才，企业通过大数据分
析得出明智的战略选择，这是企业未来竞争力源泉。今后大数据人
才是各大企业必须拥有的人力资源，但目前在教育领域大数据相关
专业仍旧十分紧缺。
     aSSIST大数据MBA是顺应大数据发展时代，为企业培养创造价
值的数据分析专家，理论与实务完美结合的MBA学位课程。与其他
学校的大数据专业不同，aSSIST通过开放的教授外聘体系，使得本
校大数据MBA拥有业界最权威的教授资源，为学生提供最新最实战
的课程。

课程简介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世界正在掀起一股数字化革命，人
工智能(AI)，区块链，虚拟货币，ICO，自动驾驶等新概念如雨后春
笋般出现在大众生活中。美国的亚马逊，facebook，特斯拉；中国
的阿里巴巴，腾讯，百度；韩国的Naver，Kakao；日本的软银等
国际巨头已争相在数字领域战略布局，一场跨越国境的数字化大战
蓄势待发。在这场数字革命中，机会只留给准备好的人。
     aSSIST数字战略企划MBA就是旨在培养能够应用最新数字技术
的全球初创企业家，在企业发挥“数字大脑”职能的数字战略执行
官(Digital Strategy Officer)而开设的MBA课程。

●   直播解说阿尔法Go与李世石世纪对决的金镇浩教授(前KAIST      
   教授)担当主任教授
●  专业特化培养大数据IT专家/分析专家/战略专家
●  18个月学习，45学分，总学费2980万韩元 
●  100% 韩语授课

●   紧跟时代变革，最受CEO高管好评的MBA课程
●   邀请创业企业家面对面，亲身体验创业前沿
●   专门开设分析ICO白皮书的特化课程
●   18个月学习，36学分，总学费2980万韩元 
●   100% 韩语授课

核心课程
●  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 and Strategies
●  Digital Marketing
●  Management Science Methods
●  Data Analytics in Practice
●  大数据领域选定/构建系统
●  数据科学必备数学概论
●  统计学原理
●  R语言I, II 
●  RDBMS & SQL
●  大数据方法论与机器学习
●  Python I, II
●  Data Mining I, II
●  IoT开发/实习
●  SNS分析
●  综合实习：设计/构建/实战大数据平台 I, II, III

核心课程
●  人工智能机制与战略企划
●  人工智能的战略应用
●  SER-M理论模型在独角兽初创企业战略分析的应用
●  设计思维机制与实践
●  算法交易机制与智能投资顾问
●  技术营销(Growth Hacking)机制与成长战略企划
●  中国数字革新机制的理解(实地探访)
●  比特币机制与区块链战略
●  经营战略理论模型概论
●  数字化物流与智能SCM战略企划
●  数字化营销与战略企划
●  数字化革新与法治环境
●  创造机制与企业诊断方法论
●  数字化事业企划案制定与战略IR
  + 8门 管理学通选必修课 

大数据MBA
引领时代 汇聚精英 
实务现场为中心的课程设置
培养企业核心数据管理人才

数字战略MBA
人工智能，区块链，网络营销
利用最新科技树立经营战略的
独角兽企业革新案例尽在于此



1学期 2学期 3学期

MBA Course MBA Course MBA Course

CEO讲座 CEO讲座 Business Project
(商务报告)

MBA课程
教学安排

第1学期(15周) 第2学期(15周) 第3学期(15周)

MBA 基础课程 MBA 深化课程 商务报告(BP)
审查(初审+终审) 毕业

CEO讲座/ 企业访问 CEO讲座/ 企业访问

第1学期(15周) 第2学期(15周) 第3学期(15周)

MBA 课程 MBA 课程 MBA课程
毕业

CEO讲座 CEO讲座 商务报告(BP)审查
(初审+终审)

* Business Project
   商务报告不是学术论文，是通过应用学习的理论进行案例分析，结合实际工作写的一份实用性强的
   报告书。为日后找工作以及更好服务本职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 毕业条件
   修满30学分课程，CEO讲座1&2(3学分)，通过BP最终审查(3学分)，完成总学分36学分的学习。

【平日班】 

【职场班】

课程简介
     不管是需要把握住商机，成就理想的创业人士，还是想进企业工
作，实现自我价值的就业人士，都需要掌握基本管理学知识和技能去
应对变化无常的商务世界。工商管理MBA课程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
一个契机，让大家高效、快速地提升自己。在留学韩国的大部分中国
学生是跨专业进行管理学学习的，通过教学经验我们发现，用中文讲
授管理学基础必修课程并非降低难度，而是有利于吸收利用。因此，
我们学校推出了既可以高效吸收，又可以理论联系实际的中英韩双语
工商管理MBA课程。秉承着我校旨在培养有伦理道德且专业素质过
硬的企业核心管理人才的教育理念。我们希望把中英韩双语工商管理
MBA课程的学生培养成为中韩商务发展的核心人才。

●   平日班/周末职场班 同步进行
●   可选修大数据/数字战略MBA课程
●   36学分，总学费2980万韩元 
●   适用外国人奖学金政策
●   提供100% 中文课程，可选修韩/英授课

课程特征
●  学制1.5年(三个学期，在韩课程1年)，高效高质模块授课
●  有寒暑假/五一十一长假连休，合理安排教学时间
●  正规全日制MBA课程，学位学历可获得中韩两国教育部的认证   
●  中英韩多语授课，相对其他韩语授课的MBA有更高的毕业保障
●  自由开放的教授系统，聘请国内外权威教授來韩授课
●  定期邀请CEO业界人士面对面交流，直接走进企业现场学习实践
●  强大的校友商业网络，优秀学生实习就业推荐
●  提供免费韩语入门课程，组织丰富的韩国文化交流活动

工商管理MBA
多国语言授课(中/英/韩)
专业 高效 实用 创新

General 
Managemen

Big 
Data

Digital 
Strategy

Media 
Culture

工商管理
MBA



奖学对象 奖学金

1. 取得TOPIK 4，5，6级 
2. 取得英语能力考试成绩 TOEFL550, CBT 197, IBT80, IELTS 5.5, 
    CEFR B2, TEPS 550分以上的成绩 

*韩语或英语成绩中满足一项即可

40%学费减免

在校就读期间取得TOPIK4级或以上的韩语考试成绩 100万韩币奖金鼓励

在韩国优秀企业工作，递交在职证明 300万韩币学费减免

分类 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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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流程 递交申请材料	→	材料审查	→	面试(电话面试)	→	最终结果发表

必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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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⑥	公认语言成绩	(符合条件者递交)
⑦	在职证明(符合条件者递交)	

*需提交【中国教育部认证书（英文）】，只认证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www.cdgdc.edu.cn)	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查询报告	(www.chis.	com.cn)	所颁发的认证书原件。
	具体内容请参考学校主页的入学指南(www.assist.ac.kr)	

招生指南 

外国人奖学金政策

主任教授

申请资格

【开学时间】 每年3月/9月 
【招生时间】 3月春季班(10月-12月)，9月秋季班(5月-7月) 
                      具体招生计划详见www.assist.ac.kr 官方网页(工商管理MBA) 

黄菲(HUANG 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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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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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兼任成均馆大学经营学院授课教授(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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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电视台KBS 《时事焦点》定期嘉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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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学院学校风采

主楼 芬兰大楼  主楼教室

 芬兰大楼教室 韩国文化体验 企业探访

开学典礼 毕业典礼 CEO讲座 

专家讲座 aSSIST FORUM 一带一路 国际商学教育论坛

入学咨询
E-mail:	huangfei@assist.ac.kr
wechat ID:	fayebee_huang
学校主页: www.assist.ac.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