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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秋季首尔科学综合研究生院大学(aSSIST) 

经营学博士学位 Ph.D课程 招生简章 

  
⚫ 学校简介  

 

首尔科学综合研大学院大学(以下简称首科大)，是韩国国内首家由韩国教育部认证成立的

专门从事管理学教育的大学院大学。2003年获得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的正式认证，2004年3月

建校，同时在中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外国高等学校”登记在册，是海外学历认证有

保障的教育机构。  

首科大旨在培养以可持续经营为理念的管理人才，致力于实现定制化的实务型高等教育。

首科大是韩国最早与海外优秀大学进行海外双学位MBA和PHD课程合作的韩国高等教育院校。现

拥有韩国最大规模的MBA校友资源，为超过200家的韩国大中型企业培养心管理人才，拥有超过

千名的韩国CEO校友关系网络，是韩国经管教育的先行者(First Mover)。  

首科大的教育理念是4T精神，即伦理(eThics)，团队(Teamwork)，技术(Technology)， 以

及讲故事(sTorytelling)。培养具备社会伦理责任，革新创造能力，组织领导能力，以及尖端

技术的专业人才是首科大追求的核心价值。特别是致力于对企业人的伦理经营教育，让首科大

于2009年成为了韩国最早获得权威机构美国Aspen财团评选的"全球Top100"的伦理教育机关，

并于2021年在WURI世界大学排行榜“伦理价值”部门排名世界第18位。  

  

 

⚫ 经营学博士学位课程简介  
 

首科大的经营学博士学位课程(Ph.D)与一般高校的博士人才培养不同，我校不仅重视理论

体系的搭建和方法论学习，而且更着重培养将全球最新经管理论灵活应用于实际商务与教学的

“实战型经营管理教育人才”。与此同时，首科大与全球优秀的管理学教育知名大学保持紧密

合作，通过开放的教授聘用系统将最优秀的教授资源整合起来，为在校学生提供一流的教育服

务。我校特别与中国国内各大高校合作选聘中国国内教授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授，帮助博

士生尽快完成期刊小论文及博士毕业论文，让我校在读的生能够尽快完成博士学位课程的学习。

截止到2020年2月我校已经累积培养了190余名经营管理学博士，取得了丰硕的教育和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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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学博士学位课程简介  

 

首科大的经营学博士学位课程(Ph.D)学制为两年(4个学期)全日制课程。博士课程前3个学期

为授课学期，第四学期为研究生登陆学期。完成所有课程的学习，修满36学分(硕士学位为非

管理学专业者需修满48学分)，才有资格申请<博士学位论文提交资格考试>。通过博士学位论

文提交资格考试并完成期刊论文发表者，可申请博士论文开题审查。论文指导，博士学位论文

提交资格考试以及博士论文审查以中英文进行，若选择韩国教授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指导将会配

备中韩翻译，博士毕业论文最终版本需递交英文版以及中文对照本。 

 

 

 

 

 

 

 

 

 

 

 

 

 

 

 

  

⚫ 毕业要求  
 

经营学博士学位（毕业）取得条件：  

1. 学分要求：修满36学分必修课程学分(硕士学位为非管理学专业者需修满48学分) 

2. 博士学位论文提交资格考试: 修完全部课程学分并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授申请后，可获

得博士学位论文提交资格考试的应试资格  

3. 期刊论文发表: 完成1篇北大核心期刊(或者SSCI, SCI, A&HCI等)发表  

* 认证期刊：北大核心(中文)、SCOPUS (英文)、韩国登载期刊(KCI, 中英韩)、SSCI, SCI, A&HCI  

4. 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经过学校论文审核委员会的审查且通过（可用中文撰写，

但最终需提交英文版本的毕业论文）  

 

 
 
 

 细分专业名  专业介绍  专业必修*  

 

 

 

C1  

 

 

 

管理学  

 

以首科大4T的教育理念，结合中韩名

校师资，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教育服

务，特别是与企业人面对面交流的机

会以及企业现场深度学习，培养跨时

代具有领导力的全能型管理人才。  

共同必修课程  

经营学原论，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统计学与决策， 

管理沟通，组织行为学， 

CEO与专家面对面 I，II  

企业现场深度学习 I，II  

战略管理，创新管理，公司财务 

品牌管理，价值链管理，可持续管理  

 

C2  

 

智慧新金融  

数字化时代，数字经济与数字化转型

是这个时代的必修课，通过对最新数

字化发展趋势与热点的学习，培养数 
字化时代的新型人才。  

数字化转型管理，理财与投资， 

数字金融，数字管理沟通， 数

字营销, 国际金融市场  

 

C3  

 

艺术金融  

为适应艺术金融产业的发展需要，培

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层次专业人 

才，中韩艺术界产学联合培养。  

艺术管理，艺术市场管理， 

艺术金融, 艺术企业财务  

艺术金融市场治理，艺术品估值  
*授课科目安排依照每学期课表进行，最终版本校方与合作院校保有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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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授予学位  
 

⚫ 经营学博士学位(全日制Ph.D)   

⚫ 研究方向不限：涉及管理类的各研究方向均可开题，发表学术期刊论文。  

⚫ 博士指导教授全球公开选聘，可选择中国高校教授作为博士指导教授(需通过学校资格审

查) 

⚫ 最终通过审查的博士论文题目会记载在博士学位证书上，体现研究方向 

⚫ 学位证书英文韩文版本各1份，归国在中国教育部可进行管理学博士 

 

⚫ 经营学博士学位课程学分设置  

 

 

 

 

 

 

 

 

 

 

 

⚫ 经营学博士学位课程设置  

 

课目区分  科目数  学分  

经营管理学专业必修课  10门  20学分  

方法论必修课  6门  12学分  

论文指导及研究  4门  4学分  

*经营管理学先修课程  6门  12学分  

**韩语及韩国文化课  6门  6学分  

*硕士学位为非管理学专业者需要参加管理学先修课程。  

**韩语及韩国文化课是首科大为來韩留学的外国学生免费提供的语言课程。  

学期  科目名称  

第一学期  
经营策略研究、国际经营研究、人事组织研究、研究调查方法论、

论文指导及研究I  

第二学期  
市场营销研究、财务管理研究、会计学研究、统计学的理解、

论文指导及研究II  

第三学期  
全球供应链管理、数字战略研究、基础统计分析、多变量统计分析、

论文指导及研究III  

 

第四学期  

教育经营学研究、经济与行政、构造方程式、案例研究方法论、

论文指导及研究IV  

完成期刊论文及博士毕业论文的论文指导与毕业审查  

（可进行远程指导，毕业论文审查在韩国进行）  

*科目名及上课学期因实际情况会发生变动调整  

**非经营专业申请人必修的经营管理学先修课程时间另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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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学博士学位课程学费及奖学金  

 
 

 

 

 

 

 

 

 

 

 

 

 

 

奖学对

象  

奖学金额  

A.本校在中国合作招生高校或合作招生单位推荐 学费(900万韩币)的10% 

B. 外语奖学金(韩语：TOPIK4级及以上) 
200万韩元现金奖励 (每

学期50万) 

* A/B奖学金政策可重复享受学费减免  

** 上述奖学金政策仅适用于学费(报名费/入学金/学杂费不适用)  

学期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入学金  80万韩币  /  /  /  

学费  900万韩币  900万韩币  900万韩币  900万韩币  

学杂费  117.5万韩币  117.5万韩币  117.5万韩币  117.5万韩币  

* 上述学费是2022年学年度确定的费用（根据情况会有所变动）  

** 学杂费包括科目教材费、早课简餐、茶点零食及其他企业探访和文化体验体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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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材料  
 

分类 名称 参考事项 

基本材料 

入学申请书(입학신청서) (必须提交) 固定格式A. 

修学计划书(수학계획서) (必须提交) 固定格式B. 

学历调查同意书(학력정보조회확인서) (必须提交) 固定格式C.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及第三方提供同意书 

(개인정보수집이용 및 

제3자제공동의서) 

(必须提交) 固定格式D. 

证件照 
(必须提交) 3个月以内拍摄的证件照

(35mm*45mm) 

国际材料 

申请人国籍证明 

(必须提交) 护照复印件 

(韩国居住者必须提交) 外国人登陆

证正反面复印件 

父母国籍证明 
(必须提交) 父母国籍公证书原件(或

父母护照及身份证复印件) 

申请人与父母亲属关系证明 (必须提交) 亲属关系公证书原件 

学

历

材

料 

预毕业生 
预毕业证明 

(必须提交) 韩文或英文预毕业证明

原件 

成绩单 (必须提交) 韩文或英文成绩单原件 

最终学

历/学位

证明 

韩国大学毕业生 

毕业证明(学位授予证明) 
(必须提交) 韩文或英文毕业证明书

(学位授予证明书)原件 

学位证 (必须提交) 学位证复印件 

成绩单 (必须提交) 英文或韩文成绩单 

中国大学毕业生 

毕业证明 (必须提交) 毕业证复印件 

学位证明 (必须提交) 学位证复印件 

中国学位认证报告书 
(必须提交) 英文中国学位认证报告

书原件 

成绩单 (必须提交) 英文成绩单 

韩国、中国以外

地区毕业生 

海牙认证 
(必须提交) 海牙学位认证报告书原

件（非海牙公约国大学毕业生需提

交学位领事认证） 

学位证 (必须提交) 学位证复印件 

成绩单 (必须提交) 英文成绩单 

其他 

财政能力证明 

财政保证书(재정보증서) (必须提交) 固定格式E. 

本人或父母名义存款证明($20000) 
(申请签证时必须提交) 1个月内开具

的英文或韩文存款证明 

语言成绩证明 
(语言成绩奖学生必须提交) 韩国语

能力考试(TOPIK)成绩证明原件 

在职证明 (选择提交) 在职证明原件 

推荐信 (选择提交) 推荐信原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