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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scend
University
全部課程由加州⼤学及

加州⽴⼤学教授授课

2年⼩班制MBA课程
 
 

2年制 美国MBA课程 

信息管理

营销管理

决策技术和统计学

数字营销

财务管理

创业和数字营销领域在不断发展，因此，我们的课

程安排更加创新的内容来满⾜和帮助学⽣在商业领

域的学习。

Virscend University

Virscend University

Virscenduniversity

每年学费预估：$15,000
1年预估费⽤ ：$20,000  包含，住宿,交
通，膳⻝，书本费⽤等。
⼀年预估所有费⽤：$35,000 
Virscend University为申请的新⽣和在
读的⽼⽣提供奖学⾦机会，可以直接抵
扣学费。

⼊学标准

学费信息

MBA 课程安排

咨询更多信息以及申请流程

www.virscend.com 

商业管理本科课程
（⼤三及⼤四课程） 

适⽤于专升本或⼤⼆转学来

美国继续本科学位的学⽣

⼊学标准

学校每年有 2个学期，以及暑假。课程设置符合移⺠
局对 F - 1国际学⽣的要求。本科项⽬  需要完成 6 0个
学分， 2 0⻔课程，注重培养学⽣的各⽅⾯的软实

⼒，增进学⽣的沟通能⼒、分析能⼒等。课程设置含
括商科相关的基础知识，让学⽣在各个领域全⾯了解
商业知识，为学⽣在未来的⼈才市场找到⾃⼰的定

位。  
 

国内或国外本科学历
GPA 2.75 以上
托福成绩79分以上或雅思6.5以上

申请资料

本科成绩单复印件
申请⽂书⼀篇
如果GPA低于2.75需准备补充⽂书⼀篇
护照复印件
个⼈简历
资产证明复印件（存款证明不少于
$35,000）

学校每年有 2个学期，每学期为期 4个⽉。课程设置
符合移⺠局对 F - 1国际学⽣的要求。M B A  项⽬  需要
完成 3 0个学分， 1 0⻔课程：含 9⻔核⼼课程以及⼀

⻔项⽬总结课程。
核⼼课程保证所有学⽣都为他们的  M B A学习打下坚
实的基础。这些课程涵盖所有主要的商业学科，包

括：⾦融学、会计学、营销学和管理学。
 
 

数据分析（SPSS，Tableau）
策略管理

会计管理

数据库管理系统(SQL)
项⽬管理

本科课程安排

经济学导论

商业沟通

商业统计概论 
管理学概论

管理信息系统概论

会计学⼊⻔

⾦融学概论

市场营销⼊⻔

国际商务介绍

商业法

⼈⼒资源管理概论

数据库管理体系

中级会计学

投资原理

国际营销

组织中的领导⼒和创新⼒

营运计划和控制

供应链管理

⻛险管理

项⽬管理

国内或国外⼤专学历
GPA 2.5 以上
托福成绩61分以上或雅思6.0以上

申请资料&学费
成绩单复印件
申请⽂书⼀篇
如果GPA低于2.5需补充申请⽂书⼀篇
护照复印件
个⼈简历
资产证明复印件（存款证明不少于
$38,000）
每年学费预估:$18,000



“⽤创新理念和商业智慧激励学⽣，让
他们在动态的全球环境中脱颖⽽出”

 
 

加州⼤学⻓滩分校担任6年副院⻓，6年系主任。
在加州州⽴⼤学⻓滩分校、加州⼤学河滨分校和其他学校具有29年的教学经
验。

受聘于中美多项咨询委员会，是中美教育的先驱领导者，常年访问全球各⼤

⾼校且进⾏学术演讲。

获得德克萨斯⼤学奥斯汀分校信息系统的博⼠学位

获得威斯康⾟⼤学⻨迪逊分校管理信息系统硕⼠学位。

在电⼦商务和信息系统的学术期刊上多次发表研究⽂章。

《电⼦商务研究》杂志的创始⼈和总编辑，该杂志在2002年被全球400多位
学者评选为⾏业质量排名Top 四。

学校简介：
Virscend University主校区位于加州的尔
湾市。主校区提供线上，线下MBA 项⽬以
及本科项⽬。

晚上 7点到 9点半的灵活课程时间，
Virscend可以让你更好地进⾏时间管理。
安排好学习和在美国的⽣活，助⼒你来实

现你的MBA梦想。且学校会协助学⽣应对
在美国的实习与⼯作。

 
 

为什么选择Virscend
University

我的所有教授都很专业，很聪明，很有经

验，⽽且在我需要的时候都给予我很⼤的

⽀持。我没有任何的商业背景，课程有点

挑战性，但我的教授们帮助我缓解了学习

压⼒以及更科学，更有效率的的逐步去完

成我的课业 .并给予了令⼈难以置信的⽀
持。我的同学们很了不起，我喜欢我们是

⼀个由16名学⽣组成的⼩团体。  Tif fanie
A., UPS客⼾经理  

""在我进⼊了Virscend⼤学后，很⾼
兴的发现，这所学校它不仅满⾜了我的

要求，⽽且还有⼩班教学的好处。任课

教授的专业帮助我在简历全⾯的商科思

维有了更⼤的提升。Virscend⼤学提
供的数字营销专业也是我想追求的，让

我更好地融合进我的技术背景。  -
Joshua Y., Panasonic, Avionics
Corporation

部分教授介绍

44.6%的学⽣来⾃加州州⽴各⼤分校
13.8% 的学⽣来⾃加州UC各⼤分校
70%的毕业⽣在毕业的6个⽉之内或升职加薪，
或拿到了更好的⼯作
例如：微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宜
家， UCI医院，  松下，Dynetics，AT&T， 艾
伯维 AbbVie 等

尔湾市坐落于南加州“技术海岸”的中⼼，号
称“南加州硅⾕”，其产业多样性更是真正的
硅⾕所不能及的，⽣物科技与医学领域机

构在尔湾⼤放异彩。连续多年被评为美国

最佳教育系统之⼀，连续五年蝉联全美最

安全的城市，全美最适合居住城市，是华

⼈海外移居和置业的⾸选。

尔湾市汇聚了许多技术产业集群，如医疗

设备制造商、⽣物医疗公司、电脑软件和

硬件⽣产商和汽⻋设计公司等。这⾥不仅

有著名的加州阳光、富于创业精神的商业

环境，还有众多的⼯作机会，尤其是在⾼

科技⾏业和半导体⾏业。尔湾有1.7万家企
业，包括亚⻢逊、微软、⾕歌、三星、思

科、起亚汽⻋，⻢⾃达汽⻋、西部数据、

宏碁电脑、暴雪娱乐、强⽣等世界顶尖企

业总部、事业部或北美公司。更有in-n-out
汉堡，LA FITNESS等独⻆兽企业把总部设
在尔湾。⼯作机会⼤量对华⼈开放。

Robert Chi 教授

Sean D. Jasso 教授
克莱蒙特研究⽣⼤学，政治与政策学博⼠

克莱蒙特研究⽣⼤学，公共政策硕⼠

佩珀代因⼤学，⼯商管理硕⼠

加州⼤学洛杉矶分校，⽂学学⼠，英语专业

⾃2000年起 任职于佩珀代因⼤学教授， 主要负责：微观经济学、国家经济
市场（宏观经济学）、国际商务。

⾼级经济学选修课、营销管理、定价、国际市场营销，服务营销，

MBA/BSM指导研究
⾃ 2003年起 任职加州⼤学河滨分校教授。 主要⽅向：战略管理、市场营
销、商业和社会中的道德和法律，领导⼒发展 与商业规划。
⾃2006年起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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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歇根州⽴⼤学 ⾦融学博⼠
⾸尔国⽴⼤学 ⼯商管理硕⼠
弗吉尼亚联邦⼤学，弗吉尼亚州 ⾦融学学⼠
⾃2018年任职 加州州⽴⼤学⻓滩分校⾦融系教授
2013 - 2018 任职于密歇根州⽴⼤学伊莱布罗德商学院，密歇根州⽴⼤学

2007 - 2012 韩国⾦融投资协会（KOFIA）秘书⻓
国际事务部助理(2009-2013)
新兴市场中⼼分析师(2007-2009)
多次发表⽂章在国际著名刊物且多次获得最佳论⽂奖。

致⼒于美韩两国学术合作。推进两国⼤学之间的联系。

         教员/研究和教学总助理。

Banafsheh Behzad 教授
伊利诺伊⼤学-⾹槟分校，⼯业⼯程博⼠

北伊利诺伊⼤学，⼯业与系统⼯程硕⼠

谢⾥夫理⼯⼤学，⼯业⼯程学⼠

现任职于加州州⽴⼤学⻓滩分校商学院信息系统系，研究⽅向为公共卫⽣、

社会⽹络, 博弈论、概率论、优化、实证分析等。
Behzad博⼠在众多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章，包括《制造与服务运营管
理》、《运营研究的数学⽅法》、《⼯业⼯程与管理》杂志等。

2020年，Behzad博⼠获得了国家科学基⾦会的资助，"通过产学合作为西班
⽛裔STEM学⽣提供主动学习的教育计划"。

         (Sheldon H. Jacobson教授指导)

M B A学⽣及校友介绍

我有超过9年的丰富的酒店管理经验，横跨
葡萄⽛、台湾、泰国、中国和美国。多次服

务于国家元⾸和政府要员，包括总统、总

理、皇室成员、部⻓和⼤使。在疫情爆发的

时候，⾏业的冲击让我迷茫。但是，  在
Virscned University 参加完MBA课程后，
我成功转型在苹果商店任职产品专家，现任

职于微软公司作为客⼾成功培训师，正是

MBA 课程的内容帮助了我。-- Jack Liao
微软

在Virscend⼤学的学习经历让我更加有信
⼼胜任我⽬前的职位。  学习过程中让我提
⾼了我的批判性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

Virscend⼤学最吸引我的地⽅是⼩班制的
教学和细⼼的教授们，  在这⾥我体会到了
学校如家的温馨。--Calvin Leung 太空探
索科技公司  Spac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