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MBA全球工商管理硕士招生简章
为了满足还有许多境外学生无法来到国内上学，并考取学历认证，我们也面向中国企业及在职人士
提供了本校认证的全球工商管理硕士课程（GMBA），希望能培养具国际化视野，通晓中国及东南
亚各国经济与文化的企业人士，响应“一带一路”政策需要。



新纪元大学学院，是马来西亚华人创办的民办高等教育。

1998年创校以后，新纪元历经多年奋斗，综合教学资质评审与毕业生就业率的成绩，

在2016年获得高等教育部批准由学院升格为大学学院，迎来更大的发展格局。

新纪元大学学院目前设有8个学院与10个科系。8个学院为研究生院、国际教育学院、

文学与社会科学院、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媒体传播与影视

演艺学院以及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乐龄服务与管理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座落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加影的华侨岗上，占地8.5英亩。在马来西

亚私立院校中属设备最完善的校园，如全马中文藏书第一的陈六使图书馆、全马唯

一一所拥有多家华人专家学者藏书库的大学、具备多用途体育场、多用途大礼堂、

食堂、宿舍及停车场。



新纪元大学学院是马来西亚一所正规的大学院校，

其教学资质、课程质量均受马来西亚教育部监管及认可。

院校：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校方网址： https://www.newera.edu.my/



涉外监管网主要用于核查外国院校设立的合法性和其

所颁发学位证书在所属国获得承认的有效性，进而引

导我国公民理性留学或报读海外院校。

院校：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涉外监管网网址：http://jsj.mo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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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

莫顺宗校长 

• 马来亚大学东亚系博士

•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

•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士

职业履历：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2017年 -）

日本创价大学客座教授 （2017年4月 - 2017年7月）

新纪元学院院长/首席执行长（2012年 - 2016年）

新纪元学院副院长（2008年 – 2011年）

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 (1999年 – 2003年)

主要研究领域：

东南亚华人企业文化、中国古典文学、东亚研究

部分专著成果：

1. 编著《马新慈善家》，新纪元大学学院，2018年

2. 编著《孙中山在海外》，华总东南亚研究中心，2017 年

部分论文发表：

1. 《半个世纪的点点滴滴：张君劢在东南亚》，东南亚华人与新文化运动，新纪元大学学院，2019年

2. 《东南亚华人家族协会：过去、现在和未来》，印度尼西亚客家联合会，2013年

3. 《五十年不变？论独立至今马来西亚华人乡团之困局与突破》，载《勤俭兴邦：马来西亚华人的贡献》，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09年

4. 《李延年：从商人到华团领袖》，载《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中的精英企业家》，中央研究院，2001年

主讲课程：东南亚华人企业文化



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郑诗傧院长

•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士

•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

职业履历：

新纪元大学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兼任市场与行销部总监 （2020年6月 -）

Pusat Tuisyen Global Intelek、Tenfly Academy Sdn Bhd公司品牌文案顾问（2020年11月 –）

新纪元大学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院长、中文系助理教授（2019年4月 –）

JWC Global Sdn Bhd公司品牌文案顾问（2017年 – 2019年）

《中文人》主编、马来西亚汉学研究会学术会员、《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编委（2015年 - 2017年）

中国华中师范大学“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来华浸濡计划”国学典籍课程助教（2009年）

主要研究领域：

华侨华人、文化创意产业与文案、文化传播、中国古典文献学

部分专著成果：

1. 专著《〈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拾遗〉之子部小说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20年

2. 主编《中文人系列》（专题：《从传统走向创意》），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2015年

3. 参著《汉语古籍电子文献知见录》，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

部分论文发表：

1. 《永春人与柔佛东甲布业》，载《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

2. 《古润金：完美实践》，载莫顺宗主编：《马新慈善家》，新纪元大学学院，2018年

3. 《扎根本土，面向世界——论马来西亚二十四节令鼓对传统鼓乐的继承、创新与全球传播》，载《华侨华人文献学

刊》（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主讲课程：品牌市场营销与策略



职业履历：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现任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曾任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一家上市的软件企业）博士后，美国罗格斯大学访问学者

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部同行评议专家，国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评审专家

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和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编委以及多个国际SSCI与国内CSSCI学术期刊的同行评审人

主要研究领域：

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创业管理、创新创业教育

部分科研成就：

国内外重要期刊与学术会议发表论文100余篇，在科学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和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专著5部，译著1部，相关研究成果获得各类奖励50余项，获全国MBA“百篇优秀教学案例”奖

部分主导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2项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辽宁省科技计划项目、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重点科技创新项目等省部级项目20余项

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优秀人才培育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等

新纪元大学学院导师

贾建锋导师

• 吉林大学管理学学士

• 东北大学管理学硕士（免试推荐）

• 东北大学管理学博士（硕博连读）

主讲课程：研究方法



新纪元大学学院导师

魏玮导师

• 华中科技大学工学学士

• 清华大学管理学硕士

•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

职业履历：

历任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全职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战略管理、商业模式设计、组织经济学等

参与研究项目：

脑力劳动者工作测量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二负责人

基于Intranet的校园办公与业务管理系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基金，第二负责人

主要著作：

1、《管理制度的经济分析与设计》，经济科学出版社，独著

2、《现代企业管理》，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第一作者

3、《商业模式的经济解释》，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一作者，该书获得第四届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管理科学奖”

4、《再造商学院课堂》，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一作者

主讲课程：战略管理



新纪元大学学院导师

李晓莉导师

• 中山大学博士

•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问学者

职业履历：

广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广东省现代服务业专家库专家

广州市旅游智库专家

教育部硕士论文评审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

《休闲与旅游研究方法》、《房务管理》、《酒店收益管理》、《会议策划与管理》

主要参与科研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学科共建项目“旅游企业转型中的服务创新能力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城市大型活动经济影响的时空扩散结构演变研究”

广东省软科学项目“广东会展业技术创新的路径和策略研究”

主要著作与教材：

1.李晓莉著：奖励旅游组织市场探究---以广州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2.刘松萍、李晓莉编著：会展营销与策划（修订第二版），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2011

3.刘松萍、李晓莉编著：会展营销与策划，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2006

主讲课程：品牌与市场影响



新纪元大学学院导师

杜伟宇导师

•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

•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 访问学者

• 佐治亚大学 访问学者

职业履历：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市场营销、组织行为、消费行为

部分研究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对产品选择偏好的影响”，课题批准号09YJC630073

主持2012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权力的感知对消费者选择偏好的影响：以抽象信息加工为中介的研究”

主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理想和现实自我差异的启动对消费时间偏好的影响”

部分研究成果与著作：

1. 杜伟宇. 从知识到创新—知识的学习过程与机制.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专著

2. 阎海峰、关涛、杜伟宇主编. 管理学研究方法.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主编教材

3. 杜伟宇, 方頔. 共享单车的角逐. 中国工商管理国际案例库，案例编号MKT-17-504，案例开发

主讲课程：创业学

部分获奖信息：

2015年度《营销科学学报》优秀评审专家

2017年第一届上海MBA案例教学比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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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大学学院与辽宁

建筑职业学院于2019年

合作建设马来西亚首家 

“鲁班工坊”， 为“一

带一路” 输出中国先进

的技术服务，培养具有

全球视野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1 2 3 4

2019年5月新纪元国际教

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博士

偕同夏敏惠主任赴华中

师范大学，就华文教育

领域合作教学进行深入

讨论与交流，推动学历

课程合作的发展路径。

新纪元大学学院4名优秀

生成功获得JASSO优秀

生奖学金，到日本九州

市立大学进行一学期或

学年的研修。选修国际

商贸、社会学、跨文化

交流、经济学等课程。

2017年12月华南师范大

学设立东南亚研究中心

新纪元大学学院基地，

力求以本土化、职业化、

培养职业汉语人才，以

适应新时代国际汉语教

育体系的改革和升级。

北京师范大学启功书院

与新纪元大学学院、马

来西亚书艺协会协同合

作，发挥三方优势资源，

共建“汉字书法文化国

际传播基地”，共同推

动汉字书法文化的国际

传播及跨文化交流。

5



 以人为本的办学精神，教育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校长理念。

 20年来累积了超过8000万的华社捐款。

 拥有国内超过500个华人企业资源及大中华地区的强大学术与教育资源。

 2018年开始，新生增幅率创新高，达51%。

 2020年行管令期间唯一一所提供最多补助及持续开发有利学生项目的大学。

 马来西亚中文藏书第一的大学。

 唯一一所拥有5位专家学者私人藏书库及南洋大学史料中心的大学。

 与世界各地超过150所大学建立学术往来计划。

 提供学生赴中国不同区域及日本免学费、住宿费交流计划。

 国内社会名家及中国大专院校领导读博的首选大学。









硕士毕业报告书



新纪元大学学院GMBA 申请条件：



新纪元大学学院GMBA 申请材料：

1、护照/身份证

2、二寸证件照

3、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4、成绩单

5、入学报名表

6、个人简历



联系人微信二维码：

[ Wendy老师]

微信号：wendy_jiayu

联系信箱：gmba@newera.edu.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