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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系
商业是所有经济体的核心，而多元化和活力则是经济的中心。南洋
管理学院的商学系与其知名合作大学伙伴所提供的高质量的学术课
程和学习环境，有助于增进并激励商学院学生的多元化和活力。

南洋管理学院
(CPE注册号: 200105418C | 有效期: 14/07/2018 – 13/07/2022)

始建于2001年，南洋管理学院（NIM）是当地一所具有前瞻性的优质教
育机构。在南洋，我们坚信 “今天的教育是为了创造美好的明天”, 秉承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文化，将学生的学习需求高于一切。我们以将实现
卓越学术与卓越教学环境、以及育人为本成为一个整体而骄傲。
南洋管理学院是一所经新加坡私立教育理事会（CPE）注册的教育机构，
并获得新加坡教育信托（EduTrust）和ISO 9001国际质量认证体系认证。
我们的所有课程和教师都通过新加坡私立教育理事会（CPE）注册，并且
我们的本科学位均由老牌大学颁发。

我们的目标
成为区域性提供紧贴行业
实用课程的有远见的教育

机构。

我们的使命
提供各种行业实用课程和有利的
学习环境，使学生掌握知识和技
能并且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2011

2001
NIM的建立

2011
荣获新加坡SME 1000奖项
新加坡1000是一本有关新加坡知名公司排
名的知名指南

2012
荣获由新加坡私立教育理事会 (CPE) 认证的为
期4年的新加坡教育信托资质 (EduTrust)
新加坡教育信托认证计划 (EduTrust) 是由新
加坡私立教育理事会 (CPE) 针对新加坡私立
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进行监管的一项认证计划

2013
就业中心调研—第8名
这是一项有关新加坡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排名和学
习满意度的调研。南洋在最受欢迎的私立教育机构
中排名第8

2015
就业中心调研—前10名
这是一项有关新加坡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排名和学
习满意度的调研。南洋在提供学前教育、商业、工
程和旅游管理课程的最受欢迎的私立教育机构中排
名前10。

2016
荣获由新加坡私立教育理事会 (CPE) 认证的为期
4年的新加坡教育信托资质 (EduTrust)
新加坡教育信托认证计划 (EduTrust) 是由新加坡
私立教育理事会 (CPE) 针对新加坡私立教育机构

2018
荣获ISO9001国际质量认证体系认证
ISO 9001是国际通用的质量管理体系 (QMS) 标准



预科证书
（由南洋管理学院颁发）

这一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初级的商业相关技能
知识，如交流、管理和会计技能。这一课程尤
其有助于帮助学生为追求更高级别的学习打好
基础。

科目
1.管理概论

2.会计原理

3.分析性写作

4.交流技巧

科目
1.通用英语—初级

2.通用英语—中级

3.通用英语—高级

4.管理概论

5.会计原理

6.分析性写作

7.交流技巧

入学要求 
· 申请者在申请时必须年满16周岁
· 2科GCE O水准科目通过或完成9年级或10年级
· 雅思4.5或同等英语水平

*未能满足最低英语能力要求的申请人，必须参加并通过
南洋管理学院的英语能力测试

入学要求 
· 申请者在申请时必须年满15周岁
· 2科GCE O水准科目通过或完成9年级或10年级
· 雅思3.5或同等英语水平

*未能满足最低英语能力要求的申请人，必须参加并通过
南洋管理学院的英语能力测试

BRIDGING 
THE GAP TO 
BRING YOU 
THE WORLD.

课程长度 

12 个月
（全日制）

课程长度
6 个月
（全日制）

国际预科证书
（由南洋管理学院颁发） 
这一课程涵盖了有关商业的跨学科知识。在毕业
时学生可以对商业过程掌握基本的理解。学生也
能够具备如何有效的高效的继续他们的学习深造
的能力。



BRINGING 
YOU TO A 
DIFFERENT 
WORLD OF 
LEARNING.

管理大专
（由南洋管理学院颁发）

这一课程专注于帮助学生建立扎实的管理学习基础，同时教授学生相关的知识、技能和跨学科
的价值观以增强他们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的竞争力。

科目
1.商业微观经济学

2.管理学原理

3.市场概论

4.会计和商业决策

5.商业统计

6.人力资源管理概论

7.金融学概论

8.法律基础

入学要求 
· 申请者在申请时必须年满17周岁

· 2科GCE A水准科目通过或完成12年级或IB文凭；或相关同等学历
· 雅思5.5或同等水平

*未能满足最低英语能力要求的申请人，必须参加并通过南洋管理学院的英语能力测试

课程长度 
8 个月
（全日制）



课程长度 
16 个月
（全日制）

NURTURING
YOU TO BE A 
WORLD-CLASS 
LEADER 

管理高级大专
（由南洋管理学院颁发）

本课程从建立扎实的管理学习基础开始，同时教授学生相关的知识、技能和跨学科的价值观以增强
他们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的竞争力。之后，课程将为学生提供一个整体的商业流程观，并
对商业管理的各种功能有一个深入的理解。

9.企业商业建立
10.企业市场营销
11.人力资源发展
12.国际市场管理
13.管理技能
14.运营和供应链管理
15.项目管理
16.战略分析

入学要求 
· 申请者在申请时必须年满17周岁

· 2科GCE A水准科目通过或完成12年级或IB文凭；或相关同等学历
· 雅思5.5或同等水平

*未能满足最低英语能力要求的申请人，必须参加并通过南洋管理学院的英语能力测试

科目
1.商业微观经济学

2.管理学原理

3.市场概论

4.会计和商业决策

5.商业统计

6.人力资源管理概论

7.金融学概论

8.法律基础



西苏格兰大学是在2019年泰晤士报的
全球大学排名中，位列世界500大学。
在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青年大学排
名中，位列前150。

工商管理硕士 
（由西苏格兰大学颁发）

西苏格兰大学的MBA课程设计反映了日益变化的商业本质和商业领导者
所面临的全球挑战。本课程专注于提升个人成为一个领导者所需具备的
战略性分析技能、商业直觉和自适应思维。

关于我们的
合作大学

入学要求 
· 申请者在申请时必须年满21周岁，并且必须满足以下至少一项学术要求：
1. 持有正规院校颁发的本科学历
2. 持有研究生文凭学历（成绩需合格）
3. 持有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如ACCA或CIMA
4. 其他具备相关学术知识、职业证书或工作经验的个案将进行个案审理

· 雅思6.0或同等英语水平, 单项成绩不低于5.5分。

*未能满足最低英语能力要求的申请人，必须参加并通过南洋管理学院的英语能力测试

课程长度 
12 个月
（全日制）

科目
1.商业功能整合（10学分）

2.引领变革（10学分）

3.商业创意（10学分）

4.创业创造（10学分）

5.分析性思维与决策制定（20学分）

6.企业良性管理（20学分）

7.企业战略影响（20学分）

8.创新创业与市场（20学分）

9.商业战略项目*（60学分）

*商业战略项目作为MBA论文的一部分，需要你运
用在MBA课程中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来完成。它可
能会运用到定性和/或定量的研究和分析。你将会
被要求制定一个可被你的项目主管所能接受的合适
的项目计划。



我们的优秀毕业生

Htet Aung Myat, 缅甸
文学学位（荣誉) - 工商管理 (Top-Up) (由约克圣约翰大学颁发) 
(2018级)
企业:  缅甸Pyi Soe Garment Manufacturing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工作：缅甸研究所研究员

“多年以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年，对生活也没什么激情和目标。我
的人生转折点在于2015年我入读了南洋管理学院。我非常感激我的授
课老师和教授，他们鼓励我不要满足于平庸。他们激励我追求更高和
更强。通过他们的帮助，我得到了A，这不仅仅只是单指学习方面，更

Phan Le Vuong Thu, 越南
应用管理本科 (由澳大利亚联邦大学颁发) ( 2016级)
继续深造：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QUT), 商科（国际商
业）硕士

“我非常开心在完成南洋管理学院（NIM）的课程后获得了
QUT大学的录取。我在NIM学到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有益并且宝贵的。
非常感谢你，NIM。"

Teeraprakep Kasidit, 泰国
文学学位（荣誉) - 工商管理 (Top-Up) (由约克圣约翰大学
颁发) (2020级)
2018年亚运会摩托艇金牌

“作为泰国的一名国家级运动员，我非常感谢南洋管理学院
（NIM），我的授课老师们都非常理解我并且支持我。在2018
年，我不得不中断一个月的学习来备战“2018年雅加达亚运
会”。当我获得金牌回来继续我的学业时，我的老师们都非常
乐意的帮助我来补上之前的学习。非常感谢你，NIM”

Zhao Lingke, 中国
应用管理本科 (2014级) (由澳大利亚联邦大学颁发)
工作：李锦记 (中国) 主管

“我非常自豪自己是南洋管理学院（NIM）的一员，我在这里获得
了很多有用的学习经验。毫无疑问我会强烈推荐NIM给那些计划出
国留学的朋友们”



EDUC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WHICH YOU CAN USE TO 
CHANGE THE WORLD. 

Nelson Mandela

6 Eu Tong Sen Street, #04-05 The Central, Singapore 059817
Tel: (65) 6777 6996     Fax: (65) 6324 0905 

www.nanyang.edu.sg

*以上所有信息在印刷时是准确无误的，并且可能会
未经事先通知即做修改。印刷时间为2020年8月。

CPE注册号: 200105418C | 有效期: 14/07/2018 – 13/07/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