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东亚管理学院介绍 

  EASB 东亚管理学院（原东亚商学院）是经新加坡教育部注册并经中国政府资格认证的高等教育

学院。学院自 1984 年建校，自 2001 年提供高等教育以来已吸引了全球超过 20 个国家的 6000 多名

在校生。学院主要专注于提供在工商管理、会计、金融、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酒店与旅游管理与计算

机管理等专业领域的本科、硕士以及博士高等教育学历课程。是获得新加坡教育信托认证（EduTrust 

for Education）认证的院校。新加坡东亚管理学院不仅提供皇后马格丽特大学的课程，也提供其他

著名学府的课程。 

  学院座落在马里士他路校区。校园装备良好、宽敞的课室，多媒体语音室、图书馆、酒店模拟实

践中心、学生餐厅以及篮球场、网球场等户内外运动场所，设施与规模均在新加坡私立院校中名列前

茅。 

  同时，EASB 与企业界和各专业协会团体紧密合作，确保毕业生符合当前行业最新人才需求。向

学生提供高品质的以就业为向导的课程，从而加强其毕业生的就业竞争能力与就业机会。随着企业对

EASB 毕业生的高度认可，已成为新加坡提供高素质人才的一所顶尖一流私立院校。 

东亚管理学院的主要优势 

  师资与教学队伍：经过新加坡教育部的资格审核与批准注册。其中 20%拥有博士学位，80%拥有

硕士学位。他们不仅通晓各种教学与调查技能，并具有 5-10 年的教学与相关行业管理工作经验，这

些经验是他们能将均衡的理论融入每一节课堂。学院管理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以及考试委员会都由来

自教育界和企业界的知名资深人士组成。 

  独有的商务模拟实战演练系统：EASB 重金引进国际先进的被广泛用于企业管理层培训、研究生

课堂学习以及专业企业管理培训机构的商务模拟实战演习系统，并将其融入学院的工商、管理、会计

等本科课堂教学中。 



  优秀学生奖学金与单科卓越奖：评定方法之一是从在校的本科一、二年级学生中根据学生毕业考

试成绩每年评定约 10 名左右奖学金获得者。获得者将提供本科第二年学费 75%的奖学金或本科第三

年学费 50%的奖学金；评定方法之二是从新申请学生中选拔，自当年高考成绩中达到中国国家规定的

本科第二批录取线的 12 年制普通高中毕业生，将有资格报名参加学院举行的奖学金考试，考试科目

包括英语和数学。两项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将直接获得全部本科 3 年（含英语）学费 70%的奖学金；

此外，学院年度单科卓越奖将对每科系在各科目单项考试评比中成绩最优秀的学生给予奖金奖励，鼓

励学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 

  学院姊妹公司 – ITTLE 国际猎头有限公司为学生提供职前指导、推荐实习与就业、简历填写、就

业指导与职业规划等等服务。目前已有众多毕业生通过该机构找到理想的工作。 

签证绿色通道 

  EASB 学生签证申请将获得一下申请“绿色通道”保障： 

  * 无需赴北京领事馆面试，直接在线递交签证申请； 

  * 签证审理周期只需 2-4 周； 

  * 无需向新加坡移民厅缴交担保金； 

  * 签证有效期与学习时间周期相等，无需每半年办理续签； 

  * 学习结束后即获得 1 - 6 个月的社交签证，以安排回国或留新就业； 

  * 完成学业在新加坡获得第三国大学本科学位后可向新加坡人力资源部申请为期一年的工作准

证适用证（EPEC）。 

学校资格认证 

  该学校由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认证并且学历受到承认，也是新加坡教育信托认证（EduTrust for 

Education）和新加坡服务质量监察局素质级资格（SQC）双认证的学校。 

颁发文凭认证 



  新加坡东亚管理学院颁发英国卡迪夫城市大学，英国哈尔瓦特大学爱丁堡商学院，英国谢菲尔德

哈勒姆大学，英国皇后玛格丽特大学的文凭。 

 
 

新加坡东亚管理学院怎么样？ 

  成为了首批荣获 EduTrust 认证的 6 所学校之一。这是东亚管理学院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强化

注册架构是个质量保证机制， 而教育信托保障认证规定学校必须有健全的学术系统和质量标准。 

  EASB 向学生颁发国际承认的学历证书，学生可以全部或部分免修大学本科的第一年或第二年，

直接修读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年的课程。 

  EASB 的所有课程都已被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AA）所承认，被鉴定为承认 CATS120 第

一级和第二级课程的水平。 

  EASB 教学队伍都已通过了新加坡教育部的认证考核，绝大多数有各个学科的硕士以上学位。同

时，他们都具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 

  

  EASB 的课程具有创新、时代和开创性等特点紧跟新经济时代的需要。 

  EASB 为学生提供全面细致的支持服务，通过我们的电子学习网站、GeUN，可以对每个学生的

学习进程进行紧密的监测。 

  在线电子网络大学联盟学习网站：GeUN 为 EASB 提供必要的学生、讲师和管理支持服务。更重

要的是，学生能够使用许多电子工具、如聊天室、讨论组和电子信件，来获得讲稿和自学材料，来提

高他们的学习成绩。 

 

新加坡东亚管理学院学院入学要求 

  新加坡东亚管理学院（EASB）是新加坡教育部批准成为一所高等教育学院，成立于 1984 年。新

加坡东亚管理学院与英国和澳洲名校开设学士、硕士 MBA 学位课程、物流管理、工商管理、会计、



酒店与旅游管理专业具备卓越的优势。并校内投资建立新加坡规模最大的酒店实习基地。新加坡留学

网为您介绍东亚管理学院 2014 新加坡留学条件： 

  新加坡东亚管理学院入学要求 

  大学预科课程： 

  初中毕业，或高一高二在读 

  雅思 6 分或通过东亚管理学院英达商务英语第三级 

  年满 16 周岁 

  大学本科第一年课程：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 

  雅思 6 分或通过东亚管理学院英达商务英语第三级 

  年满 17 周岁 

  硕士课程： 

  本科毕业具备学士学位，或大专毕业并具备两年或以上相关管理工作经验 

  雅思 6 分或通过东亚管理学院英达商务英语第三级 

 

新加坡东亚管理学院专业课程 

 

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城市大学合作课程 

 

• 商务管理（荣誉）学士 

• 国际酒店管理（荣誉）学士 

• 心理学研究（荣誉）学士学位 

•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 工商管理（荣誉）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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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与金融（荣誉）学士学位 

• 会计学（荣誉）学士学位 

 

英国皇后玛格丽特大学合作合作课程 

 

• 工商管理硕士 

• 酒店管理硕士学位 

• 专业护理学学士学位 

• 酒店旅游管理学士学位 

• 旅游与管理学士学位 

• 国际酒店管理与领导力硕士 

 

 新加坡东亚管理学院合作院校英国皇后玛格丽特大学，Queen Margaret Edinburgh。1875 年创

立于爱丁堡，属于苏格兰大学级学院，主校园位于科斯特芬山上，有 2200 多名全日制学生。学校以

其优质的教学而享誉国内外，有权颁发英国学位。爱丁堡玛格丽特女王大学开设的课程主要涉及以下

学科领域：商科、管理与信息、舞台艺术和保健，体现了该大学以职业和专业教育为重点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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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丁堡是世界最美丽的首都城市之一，拥有独特的优良学术成就、历史及文化。学院设有计算机

工作室、综合性图书馆服务、游泳池、壁球场、银行、商店及重新装修过的学生宿舍。学院大楼的建

筑设计曾获奖项，至今仍然保持原有的高质量。学院设有健康护理课程、舞台艺术、商业管理、信息

等。可授予文学学士、文学荣誉学士、理学士、理学荣誉学士、文学硕士及理学硕士。 

  有 3,000 多名学生在爱丁堡玛格丽特女王大学热情、友好和安全的环境中学习，品学兼优的教职

员工努力工作，以确保各个专业的教学符合社会和时代的需要。 

  大学的设施包括计算机房、综合图书馆设施、游泳池、球场、银行、商店以及修葺一新的宿舍楼。

学校有一全天候的运动场，用于网球、足球、曲棍球和无挡板篮球。此外，学生们还可以使用爱丁堡

的公共体育设施，包括专门为英联邦修建的英联邦游泳池以及每年举办许多体育活动的梅多班克体育

场。 

 

 

赫瑞瓦特大学爱丁堡商学院合作课程 

 

• 中文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 金融硕士学位 

• 战略规划硕士学位 

•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 市场营销硕士学位 

• 人力资源管理硕士学位 

 

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合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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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和金融（荣誉）学士学位 

• 商务管理（荣誉）学士学位 

•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 旅游及酒店管理（荣誉）学士 

• 工商管理（荣誉）学士 

 

新加坡东亚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 

  为了满足培训酒店及旅游业专业人士日益增长的需求，东亚管理学院提供了专门课程，为学生在

同行业中取得领先地位。东亚管理学院酒店旅游管理课程方案是专为学生胜任将来的经理和管理人员

的职位而设计的。酒店管理与旅游专业也新加坡唯一一所有带薪实习和校内模拟实训基地的院校。 

 

  东亚管理学院的酒店及旅游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毕业后要重视对社会的贡献者。课程将辅以在著名

酒店 6 个月的实际操作实习，包括酒店，餐馆和旅游景点等旅游相关组织机构。 

  东亚管理学院接待培训中心配备了如 Fidelio（酒店前台系统）和 Micros（食物和饮料系统）等

业界标准管理系统进行全面的培训。 

  完善的训练准备将会使我们的学生在工作的第一天就成为公司的宝贵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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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职业发展办公室为所有东亚管理学院的学生和毕业生提供一站式的就业援助和服务。一直提

供在亚太地区各个业务部门，为了帮助即将入职的毕业生做好准备，东亚管理学院提供您事业发展有

效的支持，将最大化帮助您，不仅在新加坡更可以在快速增长的整个亚太地区寻找就业机会。职前讲

习班，特别对 SV 写作技巧，寻找工作，面试机会，面试技巧，外观标准等职前实用技能的培训，以

帮助获得比他人更高的就业优势。 

 

 

 

新加坡东亚管理学院 

 

• 研究生证书课程（中文） 

• 雅思预备课程 

• 商务英语证书 

• 大学预备课程-工商管理证书 

• 剑桥“O”水准预备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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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东亚管理学院学费 

  新加坡东亚管理学院是新加坡私立学院中为数不多的拥有独立校园的学院，是新加坡知名私立院

校中规模较大，设施完善的高等教育学院。在 2010 年 6 月，学院以优异的教学与管理质量荣获了 4

年的教育信托保障认证（Edutrust），成为首批获得该认证的 6 间学院之一。该认证是政府发展和提

高私立教育质量，规范教育行业的强制手段，是私立学院招收国际学生的前提条件。 

  东亚管理学院新加坡留学费用信息 

  本科： 

  国际酒店管理（荣誉）学士学位（会展管理）[英国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学院]：学制 30 月，学费新

币 36600 元。 

  商务管理荣誉学士[英国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学院]：学制 30 月，学费新币 36600 元。 

  计算机理学士[英国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学院]：学制 30 月，学费新币 36600 元。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士[英国皇后马格丽特大学]：学制 30 月，学费新币 36600 元。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学士[英国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学院]：学制 30 月，学费新币 36600 元。 

  旅游管理学士[英国皇后马格丽特大学]：学制 30 月，学费新币 36600 元。 

  会计荣誉学士[英国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学院]：学制 30 月，学费新币 36600 元。 

  人力资源管理荣誉学士[英国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学院]：学制 30 月，学费新币 36600 元。 

  市场营销荣誉学士[英国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学院]：学制 30 月，学费新币 36600 元。 

  金融管理学士[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学制 30 月，学费新币 36600 元。 

  国际酒店管理（荣誉）学士学位（博彩管理）[英国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学院]：学制 30 月，学费新

币 36600 元。 

  项目管理学士[英国皇后马格丽特大学]：学制 30 月，学费新币 36600 元。 

  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 MBA[英国哈尔瓦特大学爱丁堡商学院]：学制 18 月，学费新币 23800 元。 

  工商管理硕士 MBA[英国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学院]：学制 18 月，学费新币 23800 元。 

  工商管理硕士 MBA[英国皇后马格丽特大学]：学制 18 月，学费新币 28800 元。 

  酒店管理硕士[英国皇后马格丽特大学]：学制 15 月，学费新币 23800 元。 

  人力资源管理硕士[英国哈尔瓦特大学爱丁堡商学院]：学制 18 月，学费新币 28800 元。 

  人力资源管理硕士[英国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学院]：学制 18 月，学费新币 23800 元。 

  市场营销硕士[英国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学院]：学制 18 月，学费新币 23800 元。 

  市场营销硕士[英国哈尔瓦特大学爱丁堡商学院]：学制 18 月，学费新币 23800 元。 

  预备班： 

  剑桥 O 水准：学制 12 月，学费新币 7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