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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学简介
泰国商会⼤学是由泰国商会于1940年成⽴的⼀所私⽴⾮盈利

性⼤学，⾪属于泰国商会，坐落于泰国曼⾕。学校的核⼼竞

争⼒主要体现在商务管理⽅⾯，是⼀所具有七⼗多年办学历

史的⾼等学府，亦为东盟贸易与服务⽅⾯泰国顶尖学院校

府。泰国商会⼤学是泰国经济发展趋势预测中⼼，每个⽉由

商会⼤学校⻓在媒体发布经济预测报告。

泰国商会⼤学共设有16个院系（商务、会计、经济、⼈⽂、

科学与技术、传播学、⼯程学、法学、创业、旅游与服务、

幼⼉教育、数字艺术与设计、继续教育学院、国际管理学

院、研究⽣院和泰-中国际管理学院）。提供的学术课程包括

学⼠、硕⼠和博⼠学位，包括在线课程以及国际项⽬。 泰国

商会⼤学是第⼀所在缅甸提供离岸国际课程的泰国⼤学。

泰国商会⼤学是中国教育部正式认证的⾸批泰国⾼校之⼀，

是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优先向拟赴泰国留学⼈员推荐⾼校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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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泰国商会⼤学由泰国商会创建，依托泰国商会、

⻘年商会、外国商会、省级商会等巨量的资源，

为学⽣提供实习、就业、创业等⾼起点平台。

泰国商会⽹络

商会⼤学在校⽣有⼀万六千⼈，其中有来⾃三⼗

多个国家的学⽣，外籍学⽣⼈数超过⼀千⼈。

国际环境，多元社区

商会⼤学优势

03

Apple杰出学校，新⽣⼈⼿⼀台新款iPad，设有
苹果⼀体化教室，苹果iTunes U课程管理系统。

Apple杰出学校
在商会⼤学就能选择完成澳⼤利亚纽卡斯尔

⼤学(UON)、铭传⼤学、西班⽛
Harbour.Space等⼤学课程并获双学位。

多个双学位项⽬

Advantage

TCC Network

Global Community

Apple Distinguish

商会⼤学位于曼⾕市中⼼的辉煌区，毗邻

中国⼤使馆，附近有⼤量的中资企业的泰

国分公司聚集。

曼⾕市中⼼商业区 Location

Dual-Degree



商会⼤学优势

Advantage

2021年11⽉21⽇，泰国总理巴育莅临泰国商会⼤学，参加泰国商会第39届
论坛，论坛主题为“Connect the Dots DESIGN THE FUTURE”。

2020年12⽉18⽇，泰国商会⼤学携⼿泰国环球小姐Miss Thailand⽐赛举

办答谢宴会。

与北京语⾔⼤学合作举办“中国商业智能与

交流⾼层管理项⽬”。

作为泰国经济预测中⼼，定期发布泰国经

济预测报告。



泰国商会⼤学受到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认可
泰国商会⼤学是中国教育部正式认证的⾸批泰国⾼校之⼀，是中国
教育部涉外监管⽹优先向拟赴泰国留学⼈员推荐⾼校之⼀。

泰国商会⼤学中国留学⽣回国留学认证样本 涉外监管⽹列出的推荐泰国

留学的学校名单中，泰国商

会⼤学在86号

http://www.52wenku.com/jy/2291.html


⼯商管理学⼠                                                820,000                                                    

⼯商管理学⼠（与铭传⼤学双学位）        900,000

       课程名称                                                        学费（泰铢）

本科课程（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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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中国际管理学院

⼯商管理硕⼠(MBA)                                   600,000                                                    

教育⾏政管理                                                600,000

       课程名称                                                        学费（泰铢）

硕⼠课程（两年）

⼯商管理博⼠                                                1,300,000                                                    

教育⾏政管理                                                1,300,000

       课程名称                                                        学费（泰铢）

博⼠课程（三年）

课程以中⽂授课为主，同时安排有

⼤学英语、基础泰语等课程，来提

⾼学⽣的语⾔⽔平。

课程由商会⼤学泰-中国际管理学

院与世界⼀流商业名校铭传⼤学合

作打造，师资⼒量雄厚。学⽣也可

以选择双学位课程。

使⽤ Module / Block Course模式

进⾏教学，选课和⼊学时间更加⽅

便。

每年⼀⽉和⼋⽉⼊学。硕⼠与博⼠

可商议定制寒暑假班。

https://tcism.utcc.ac.th/

⼯作⽇晚上授课

寒暑假授课



⼯商管理学⼠  (国际贸易管理专业)                 652,150                                                    

会计学⼠                                                              652,150

商务英语                                                              652,150

⼯商管理学⼠(与澳⼤利亚纽卡斯尔⼤学)       972,150

       课程名称                                                             学费（泰铢）

本科课程（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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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管理学院

⼯商管理硕⼠GMBA(⼯作⽇晚上)                 311,000                                                    

⼯商管理硕⼠XMBA(周六全天)                     311,000

       课程名称                                                             学费（泰铢）

硕⼠课程（两年）

全英语授课，每个学⽣都有参加去

欧美国家短期交换课程的机会。

师资雄厚，本⼟⽼师全部毕业于世

界名校，另有⼤量外籍专家学者。

国际化社区，学⽣来⾃三⼗多个国

家，多元⽂化交融。

与世界⼀流名校澳⼤利亚纽卡斯尔

⼤学合作双学位课程，学⽣在泰国

读书获得两所⼤学学位。

学⽣有机会去往各个国家的使馆和

商会及下属企业进⾏实习。

https://ism.utcc.ac.th/

每年⼀⽉、⼋⽉⼊学



报名⼊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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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成绩单原件的扫描件及英⽂公证书；

护照⾸⻚扫描件

本科⼊学要求及申请材料清单

报名资格：⾼中或与⾼中同等学历毕业；三年制专

科或与之同等学历毕业的学⽣；

报名清单：

1.

2.

毕业证、成绩单原件的扫描件及英⽂公证书；

护照⾸⻚扫描件

两封推荐信（雇主与讲师）

个⼈陈述

简历

硕⼠⼊学要求及申请材料清单

报名资格：全⽇制本科毕业⽣；

报名清单：

1.

2.

3.

4.

5.

Admission Requirement



毕业证、成绩单原件的扫描件及英⽂公证书；

护照⾸⻚扫描件

两封推荐信（雇主与讲师）

个⼈陈述

简历

研究计划

博⼠⼊学要求及申请材料清单

报名资格：全⽇制硕⼠毕业⽣；

报名清单：

1.

2.

3.

4.

5.

6.

报名⼊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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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付费
现在可以通过⼯商银⾏“⼯银e缴费”直接进⾏学费⽀付

Admission Requirement

Easy Payment



学校环境Universit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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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 会议室 Co-working Space

苹果商店 Amazon Coffee Co-working Space

True coffee 健⾝房 电⼦竞技实验室



会计学原理 商业统计 商业定量分析 战略管理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创业 数位经营

组织⾏为学 营销原理 商务研究⽅法论 组织与管理

商务管理微积分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会计 企业财务与⻛险管理

⼯商管理学⼠课程⼤纲

泰-中国际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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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学分 129学分 

课程结构 

全校公开课

专业课程                                    

1.

2.

          a. 核⼼课程                                

          b.专业课程 

             1）专业必修课 

             2）专业选修课和实习教育  

             3)⾃由选修课程

30 学分

93 学分  

      57 学分

      36 学分

      21 学分

      15 学分

 6 学分 

Thai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nagement
Course Syllabus

核⼼课程：

中⽂授课为主



市场营销学 财务管理 电⼦商务与⽹络创新管理 企业伦理

作业管理 ⼈⼒资源管理 数字时代消费者⾏为 国际商务沟通

统计分析 ⾼级商务研究⽅法论   

⼯商管理硕⼠课程⼤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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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学分 39 学分 

课程结构 （A⽅案：论⽂⽅向）

预科课程                               

核⼼课程                                

专业必修课 

硕⼠论⽂

1.

2.

3.

4.

不计⼊学分

18学分

9学分

12学分

核⼼课程：

课程结构 （B⽅案：⾃学专题研究 IS）

预科课程                               

核⼼课程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学专题研究

综合考试

1.

2.

3.

4.

5.

6.

不计⼊学分

18学分

9学分

6学分

6学分

中⽂授课为主

泰-中国际管理学院 Thai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nagement
Course Syllabus



⾼级管理理论与策略 ⾼级研究设计与⽅法论 ⾼等定量研究法

⾼等质性研究法 ⼯商管理博⼠研讨专题 ⼯商管理⾼级研究课题

商务泰语 财务管理 商管研究统计分析

组织⾏为与领导 营销管理 营运管理

哲学博⼠⼯商管理专业课程⼤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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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学分 54 学分 

课程结构 

必修专业课程                               

博⼠论⽂

1.

2.

18学分

36学分

核⼼课程：

预科课程：

中⽂授课为主

泰-中国际管理学院 Thai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nagement
Course Syllabus



教育⾏政原则与系统 教育管理研究⽅法 教育战略规划与政策管理 教育领导伦理

教育课架学习与质量保证管理 教育与可持续发展 教育管理研讨会（⼀） 教育管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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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数字学习系统与知识管理 数字时代班级管理 教育组织发展与沟通 教育⼈⼒资源管理

教育财务管理 学校营销战略 教育质量管理 教育跨⽂化沟通

教育领导决策 教育组织之创新创业   

教育⾏政管理硕⼠课程⼤纲

总学分 42 学分 

课程结构 （A⽅案：论⽂⽅向）

预科课程                               

核⼼课程                                

必修课 

硕⼠论⽂

1.

2.

3.

4.

不计⼊学分

18学分

12学分

12学分

必修课程：

课程结构 （B⽅案：⾃学专题研究 IS）

预科课程                               

必修课程                                

专业选修课

⾃学专题研究

1.

2.

3.

4.

不计⼊学分

18学分

18学分

6学分

选修课程：

中⽂授课为主

泰-中国际管理学院 Thai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nagement
Course Syllabus



教育⾏政管理博⼠课程⼤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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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学分 54 学分 

课程结构 （A⽅案：论⽂⽅向）

博⼠论⽂                               1. 54学分

必修课程：

预科课程：

总学分 54 学分 

课程结构 （B⽅案：独⽴研究⽅向）

必修课程

选修课程

独⽴研究论⽂                              

1.

2.

3.

12学分

6学分

36学分

中⽂授课为主

泰-中国际管理学院 Thai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nagement
Course Syllabus

教育管理的研究⽅法学 教育批判性分析 教育管理原则和制度的批判性分析

教育管理研究促进国家发展 博⼠论⽂研讨  

中⽂管理学 中⽂教育管理学 英⽂学术阅读与写作



国际商务管理 国际品牌管理 国际⼈⼒资源管理

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国际商业政策与贸易理论 国际商务法律环境学

国际商务创业学 国际商务⾦融学  

财务报告与分析 数据分析 审计与内部管理

公司管理 信息系统审计 成本会计

税务 ⻛险管理  

⼯商管理学⼠、会计学⼠

课程⼤纲

国际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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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学分 138学分 

课程结构 

基础教育

专业课程                                    

1.

2.

          a. 核⼼课程                                

          b.专业课程 

          c.专业选修课程

    3. ⾃由选修       

30 学分

102 学分  

45 学分

39 学分

18 学分

6 学分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nagement
 Course Syllabus

⼯商管理学⼠核⼼课程：

全英⽂授课

会计学⼠核⼼课程



跨⽂化商务沟通 市场营销原则 商务英语会话 英语摘记

学术写作 数字和社交媒体营销 公共演讲 进阶商务沟通

商务英语演讲 商务英语研究⽅法 商务英语谈判 商务与⽇常道德规范

商务英语学⼠

课程⼤纲

国际管理学院

总学分 129学分 

课程结构 

基础教育

专业课程

⾃由选修       

1.

2.

3.

30 学分

93学分  

6 学分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nagement
 Course Syllabus

全英⽂授课

商务英语学⼠核⼼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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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学 市场管理与数字化营销 组织⾏为学

运营管理 财务管理 战略管理

管理经济学 全球商业的当前问题 全球商业管理

管理创新和设计思维 全球创业与敏捷的商业模式  

⼯商管理硕⼠ MBA
课程⼤纲

国际管理学院

总学分 138学分 

课程结构 （论⽂⽅向）

核⼼教育

专业课程                                    

论⽂       

1.

2.

3.

21 学分

9 学分  

12 学分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nagement
 Course Syllabus

⼯商管理硕⼠核⼼课程：

全英⽂授课

课程结构 （独⽴研究⽅向IS）

核⼼教育

专业课程                                    

选修课       

独⽴研究论⽂

1.

2.

3.

4.

21 学分

9 学分  

9 学分

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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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商会⼤学

⼈⽣改变的起点！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starting point of your life chang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