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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scend
University
全部課程由加州⼤學及

加州⽴⼤學教授授課

2年⼩班製MBA課程
 
 

2年製 美國MBA課程  

信息管理

營銷管理

決策技術和統計學

數字營銷

財務管理

創業和數字營銷領域在不斷發展，因此，我們的課

程安排更加創新的內容來滿⾜和幫助學⽣在商業領

域的學習。

Virscend University

Virscend University

Virscenduniversity

每年學費預估：$15,000
1年預估費⽤ ：$20,000  包含，住宿,交
通，膳⻝，書本費⽤等
⼀年預估所有費⽤：$35,000 
Virscend University為申請的新⽣和在
讀的⽼⽣提供獎學⾦機會，可以直接抵
扣學費

⼊學標準

學費信息

MBA 課程安排

咨詢更多信息以及申請流程

www.virscend.com 

商業管理本科課程
（⼤三及⼤四課程）

適⽤於專升本或⼤⼆轉學來

美國繼續本科學位的學⽣

⼊學標準

學校每年有 2個學期，以及暑假。課程設置符合移⺠
局對 F - 1國際學⽣的要求。本科項⽬  需要完成 6 0個
學分， 2 0⾨課程，註重培養學⽣的各⽅⾯的軟實

⼒，增進學⽣的溝通能⼒、分析能⼒等。課程設置含
括商科相關的基礎知識，讓學⽣在各個領域全⾯了解
商業知識，為學⽣在未來的⼈才市場找到⾃⼰的定

位。  
 

國內或國外本科學歷
GPA 2.75 以上
托福成績79分以上或雅思6.5以上

申請資料

本科成績單復印件
申請⽂書⼀篇
如果GPA低於2.75需準備補充⽂書⼀篇
護照復印件
個⼈簡歷
資產證明復印件（存款證明不少於
$35,000）

學校每年有 2個學期，每學期為期 4個⽉。課程
設置符合移⺠局對 F - 1國際學⽣的要求。M B A
項⽬  需要完成 3 0個學分， 1 0⾨課程：含 9⾨核

⼼課程以及⼀⾨項⽬總結課程。
核⼼課程保證所有學⽣都為他們的  M B A學習
打下堅實的基礎。這些課程涵蓋所有主要的商
業學科，包括：⾦融學、會計學、營銷學和管

理學。
 
 

數據分析（SPSS，Tableau）
策略管理

會計管理

數據庫管理系統(SQL)
項⽬管理

本科課程安排

經濟學導論

商業溝通

商業統計概論 
管理學概論

管理信息系統概論

會計學⼊⾨

⾦融學概論

市場營銷⼊⾨

國際商務介紹

商業法

⼈⼒資源管理概論

數據庫管理體系

中級會計學

投資原理

國際營銷

組織中的領導⼒和創新⼒

營運計劃和控製

供應鏈管理

⾵險管理

項⽬管理

國內或國外⼤專學歷
GPA 2.5 以上
托福成績61分以上或雅思6.0以上

申請資料&學費
成績單復印件
申請⽂書⼀篇
如果GPA低於2.5需補充申請⽂書⼀篇
護照復印件
個⼈簡歷
資產證明復印件（存款證明不少於
$38,000）
每年學費預估:$18,000



“⽤創新理念和商業智慧激勵學⽣，讓
他們在動態的全球環境中脫穎⽽出”

 
 

加州⼤學⻑灘分校擔任6年副院⻑，6年系主任。
在加州州⽴⼤學⻑灘分校、加州⼤學河濱分校和其他學校具有29年的教學經
驗。

受聘於中美多項咨詢委員會，是中美教育的先驅領導者，常年訪問全球各⼤

⾼校且進⾏學術演講。

獲得德克薩斯⼤學奧斯汀分校信息系統的博⼠學位。

獲得威斯康⾟⼤學⿆迪遜分校管理信息系統碩⼠學位。

在電⼦商務和信息系統的學術期刊上多次發表研究⽂章。

《電⼦商務研究》雜誌的創始⼈和總編輯，該雜誌在2002年被全球400多位
學者評選為⾏業質量排名Top 四。

                 學校簡介：
Virscend University主校區位於加
州的爾灣市。主校區提供線上，線

下MBA 項⽬以及本科項⽬。晚上7
點 到 9 點 半 的 靈 活 課 程 時 間 ，
Virscend可以讓你更好地進⾏時間
管理。安排好學習和在美國的⽣

活，助⼒你來實現你的MBA夢想。
且學校會協助學⽣應對在美國的實

習與⼯作。

為什麽選擇Virscend
University

我的所有教授都很專業，很聰明，很有經

驗，⽽且在我需要的時候都給予我很⼤的

⽀持。我沒有任何的商業背景，課程有點

挑戰性，但我的教授們幫助我緩解了學習

壓⼒以及更科學，更有效率的的逐步去完

成我的課業 .並給予了令⼈難以置信的⽀
持。我的同學們很了不起，我喜歡我們是

⼀個由16名學⽣組成的⼩團體。  Tif fanie
A., UPS客戶經理  

"在我進⼊了Virscend⼤學後，很⾼興
的發現，這所學校它不僅滿⾜了我的要

求，⽽且還有⼩班教學的好處。任課教

授的專業幫助我在簡歷全⾯的商科思維

有了更⼤的提升。Virscend⼤學提供
的數字營銷專業也是我想追求的，讓我

更好地融合進我的技術背景。  -
Joshua Y., Panasonic, Avionics
Corporation

部分教授介紹

44.6%的學⽣來⾃加州州⽴各⼤分校
13.8% 的學⽣來⾃加州UC各⼤分校
70%的畢業⽣在畢業的6個⽉之內或升職加薪，
或拿到了更好的⼯作
例如：微軟，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宜
家， UCI醫院，  松下，Dynetics，AT&T， 艾
伯維 AbbVie 等

爾灣市坐落於南加州「技術海岸」的中

⼼，號稱「南加州矽⾕」，其產業多樣性

更是真正的矽⾕所不能及的，⽣物科技與

醫學領域機構在爾灣⼤放異彩。連續多年

被評為美國最佳教育系統之⼀，連續五年

蟬聯全美最安全的城市，全美最適合居住

城市，是華⼈海外移居和置業的⾸選。

爾灣市匯聚了許多技術產業集群，如醫療

設備製造商、⽣物醫療公司、電腦軟件和

硬件⽣產商和汽⾞設計公司等。這裏不僅

有著名的加州陽光、富於創業精神的商業

環境，還有眾多的⼯作機會，尤其是在⾼

科技⾏業和半導體⾏業。爾灣有1.7萬家企
業，包括亞⾺遜、微軟、⾕歌、三星、思

科、起亞汽⾞，⾺⾃達汽⾞、西部數據、

宏碁電腦、暴雪娛樂、強⽣等世界頂尖企

業總部、事業部或北美公司。更有in-n-out
漢堡，LA FITNESS等獨⻆獸企業把總部設
在爾灣。⼯作機會⼤量對華⼈開放。

Robert Chi 教授

Sean D. Jasso 教授
克萊蒙特研究⽣⼤學，政治與政策學博⼠。

克萊蒙特研究⽣⼤學，公共政策碩⼠。

佩珀代因⼤學，⼯商管理碩⼠。

加州⼤學洛杉磯分校，⽂學學⼠，英語專業。

⾃2000年起 任職於佩珀代因⼤學教授， 主要負責：微觀經濟學、國家經濟
市場（宏觀經濟學）、國際商務。

⾼級經濟學選修課、營銷管理、定價、國際市場營銷，服務營銷，

MBA/BSM指導研究。
⾃ 2003年起 任職加州⼤學河濱分校教授。 主要⽅向：戰略管理、市場營
銷、商業和社會中的道德和法律，領導⼒發展 與商業規劃。
⾃2006年起任職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 Furllerton / Pomona 教授 。
2008年出版The New Corporation: Aristotle, Sarbanes-Oxley, and the
Future Manager. VDM Publishing, 2008. (ISBN: 978-3-639-07521-2)。

Hojong Shin 教授
密歇根州⽴⼤學 ⾦融學博⼠。
⾸爾國⽴⼤學 ⼯商管理碩⼠。
弗吉尼亞聯邦⼤學，弗吉尼亞州 ⾦融學學⼠。
⾃2018年任職 加州州⽴⼤學⻑灘分校⾦融系教授。
2013 - 2018 任職於密歇根州⽴⼤學伊萊布羅德商學院，密歇根州⽴⼤學

2007 - 2012 韓國⾦融投資協會（KOFIA）秘書⻑。
國際事務部助理(2009-2013)。
新興市場中⼼分析師(2007-2009)。
多次發表⽂章在國際著名刊物且多次獲得最佳論⽂獎。

致⼒於美韓兩國學術合作。推進兩國⼤學之間的聯系。

      教員/研究和教學總助理。

Banafsheh Behzad 教授
伊利諾伊⼤學-⾹檳分校，⼯業⼯程博⼠。

北伊利諾伊⼤學，⼯業與系統⼯程碩⼠。

謝裏夫理⼯⼤學，⼯業⼯程學⼠。

現任職於加州州⽴⼤學⻑灘分校商學院信息系統系，研究⽅向為公共衛⽣、

社會網絡, 博弈論、概率論、優化、實證分析等。
Behzad博⼠在眾多著名學術期刊上發表過⽂章，包括《製造與服務運營管
理》、《運營研究的數學⽅法》、《⼯業⼯程與管理》雜誌等。

2020年，Behzad博⼠獲得了國家科學基⾦會的資助，"通過產學合作為西班
⽛裔STEM學⽣提供主動學習的教育計劃"。

         (Sheldon H. Jacobson教授指導)

M B A學⽣及校友介紹

有超過9年的豐富的酒店管理經驗，橫跨葡
萄⽛、臺灣、泰國、中國和美國。多次服務

於國家元⾸和政府要員，包括總統、總理、

皇室成員、部⻑和⼤使。在疫情爆發的時

候，⾏業的沖擊讓我迷茫。但是，  在
Virscned University 參加完MBA課程後，
我成功轉型在蘋果商店任職產品專家，現任

職於微軟公司作為客戶成功培訓師，正是

MBA 課程的內容幫助了我。-- Jack Liao
微軟

在Virscend⼤學的學習經歷讓我更加有信
⼼勝任我⽬前的職位。  學習過程中讓我提
⾼了我的批判性的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

Virscend⼤學最吸引我的地⽅是⼩班製的
教學和細⼼的教授們，  在這裏我體會到了
學校如家的溫馨。--Calvin Leung 太空探
索科技公司  Spac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