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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硕士学位课程



关于马来西亚林肯大学

马来西亚林肯大学学院（Lincoln University College）

具有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完整教育体系的马来

西亚全日制高等院校，被马来西亚教育部评为“五

星级大学”。其课程已获得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及

马来西亚学术鉴定 MQA 认可。林肯大学的主教学

大楼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八打灵再也，距离首都

吉隆坡约十公里。

马来西亚林肯大学的创立人及行政人员均为学术院

士，分别来自教育、研究及专业培训领域，并拥有

50 年高等教学、专上教学及语言教学经验。他们致

力发掘学员的学习潜能，帮助学员于学术研究及就

业范畴上充份发展。

马来西亚林肯大学得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和中

国教育部的认证，是中马互认学历学位协议院校之

一。中国教育部涉外教育监管信息网推荐的 63 所马

来西亚大学之一。



1.大马高等教育机构级别评估中被评为 5星级院校

2.获马来西亚国家认证委员会（MQA）颁发课程认证证书

3.林肯大学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

信息网》名单

4.林肯大学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所认证大学，

其学位和学历受两国互认

5.中国教育部首批留学推荐十大高校之一

6.国际大学联盟组织成员之一

7.英国泰晤士：2019 年全球大学影响力排名中排名 301+

哲学博士(PHD)是工商管理专业最高级的学衔，是职场资深人士首选，尤其是担任企业高管、企业顾问、培训师

与策略规划人员，亟须此学位课程之训练。本课程以问题为导向，构建理论、实践、历史、趋势的核心价值体系，剖

析管理的基础与核心，对中国本土化实践和管理思维模式进行学术分析和提炼，探讨组织转型升级所需解决方案。成

长为有理论素养的、善用方法论的研究型专业人士和管理学者。

为企业管理决策者顺应全球化竞争，具备策略思维，战略眼光，进而提升企业经营管理的视野与效率，马来西亚

林肯大学（学院）开设管理学哲学博士(PHD)学位课程，供研修最高级学位并培养卓越企业家。

1、“融 人”：诊断并帮助企业解决企业发展与人才匹配的矛盾，通过不同层次的研修课程高端学生群体，搭建人才

资本匹配平台，帮助企业解决快速发展与人才不足的矛盾；

2、“融 智”：专家团队个性化制定企业的战略与执行体系，包括：资本运作、兼并收购、战略规划、商业模式、盈

利模式、渠道战略、专利布局、资助申请等，帮助企业解决快速发展与智力资源匹配不足的矛盾；

3、“融 资”：专家团队个性化提供融资规划与融资路径，规划市值管理，以直投加跟投等多路径融资方式，帮助企

业解决快速发展与资本匹配不足的矛盾；

4、“融 合”：提供整合发展的路径与资源，融合内外部有利因素，不断提升个人综合素养，集中“人力资本、智力

资本、金融资本”等优势，合力聚焦，帮助企业和个人解决快速发展与整合驾驭能力不足的矛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PHDSM101 研究方法论 Research Methodology 3

PHDSM102 计算机应用 Computer Applications 3

PHDSM103 组织行为学 Organisational Behavior 4

PHDSM104 营销哲学&营销战略 Marketing Philosophy and Strategy 4

PHDSM105 分析技术研究 Research Analysis Techniques 4

PHDSM106 当代经济学问题 Current Issues in Economics 4

PHDSM107 全球企业与领导力 Global Enterprise and Leadership 4

PHDSM108 财务决策新趋势 Recent trends in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 3

PHDSM109 博士论文 Doctoral Dissertation 48

论文研究

论文撰写与答辩

论文工作坊

哈佛商学院经典个案（录播教学）

欧洲商学院经典个案（录播教学）

200 篇博士论文精选研读

课程设置

说明：马来西亚林肯大学在职研究生项目中国管理中心保留对课程或师资调整的权利，以课前发出的《课

程通知》为准。



学籍注册
学生面试确认录取后，统一进行学籍注册。注册完成后，发放

学生号码（student ID）、注册信、学生证等相关材料

费用标准

（人民币）

授课地址

论文语言：中文，需翻译成英文提交学校审核存档。

答辩地点：中国

马来西亚林肯大学颁发《管理学哲学博士学位证书及成绩单》

学 制

1、报名申请表

2、学历证书及成绩单复印件 1份

3、身份证复印件 1份

4、2寸蓝底证件照 5张（附电子版）

5、个人简历（中文版及英文版）1份

3年（在职学习）

各地教学中心

报名费：2000 元；学籍注册费：8000 元；学费：158000 元

（涉及论文翻译及印刷费、签证手续费、游学期间的食宿费、交通

费、以及国外交流考察学习费用，由学员自理）

申请材料

学位授予

入学申请

毕业论文

录取条件

1、拥有 MBA 或其他同等硕士学位

2、具有10年以上工作经历 (其中需有5年以上高层管理工作经历)

3、通过入学面试



教学中心 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深圳教学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中国科技开发院三号楼 邓主任 13620929572

深圳市福田区卓越时代广场 1 期 陈主任 13809891588

广州教学中心 广州市番禺区番禺节能科技园 黄主任 18681172530

厦门教学中心 厦门市湖里区东黄路 217 号海西金融广场 B 座 陈主任 13799799836

泉州教学中心 泉州市田安南路千亿华园 15B 蔡主任 18046383506

福州教学中心 福州市六一北路 528 号华盛大厦 何主任 13959198003

杭州教学中心 杭州市青山湖科技城大园路 1188 号 陈主任 13666678701

上海教学中心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 3 号港汇中心 林主任 13585591861

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北路 278 号金鹰国际大厦 刘主任 15901684797

上海市杨浦区国宾路 18 号万达广场写字楼 A 座 孟主任 15801850073

江苏教学中心 南通市人民中路 20 号南通大厦 D座 瞿主任 18921601283

北京教学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东路 31 号中裕世纪写字楼 于主任 13910802716

济南教学中心 山东大学教育培训中心一楼 吴主任 13969669727

青岛教学中心 青岛市崂山区南华国际中心 1 号楼 杨主任 15966933706

山西教学中心 运城市解放南路凤凰谷口晋商学院 张主任 13269787680

长沙教学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 380 号 秦主任 15173140321

马来西亚林肯大学在职研究生项目中国管理中心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中国科技开发院

联系人：余主任

电话：13823367816

邮箱：nhibs@nhibs.com

南海国际教育官网：www.nhiedu.com.cn

中国管理中心官网：www.lincolnu.cn

教学中心 联系地址 联系人

深圳教学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中国科技开发院三号楼 袁主任

深圳市福田区卓越时代广场 1 期 陈主任

广州教学中心 广州市番禺区番禺节能科技园 黄主任

厦门教学中心 厦门市湖里区东黄路 217 号海西金融广场 B 座 陈主任

泉州教学中心 泉州市田安南路千亿华园 15B 蔡主任

福州教学中心 福州市六一北路 528 号华盛大厦 何主任

杭州教学中心 杭州市青山湖科技城大园路 1188 号 陈主任

上海教学中心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 3 号港汇中心 林主任

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北路 278 号金鹰国际大厦 刘主任

上海市杨浦区国宾路 18 号万达广场写字楼 A 座 孟主任

江苏教学中心 南通市人民中路 20 号南通大厦 D 座 瞿主任

北京教学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东路 31 号中裕世纪写字楼 于主任

济南教学中心 山东大学教育培训中心一楼 吴主任

青岛教学中心 青岛市崂山区南华国际中心 1 号楼 杨主任

山西教学中心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时代自由广场 张主任

长沙教学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 380 号 秦主任

http://www.lincoln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