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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业管理高 大专 

招生简章 

课程目标：本课程旨在教授学生国际商 管理方面的实用知识和技能，以应对 断 的商业 境 些

全方位的 实用的管理知识和技能将 效地帮助学生在当今的商业 境中 得 通过更 深入的知识

和技能的学 ，获得 文凭的毕业生能够 利地进入 规本科教育  
 

课程学制：全日制课程，课程一共 16科，全部课程将在 15个 内完  

 

课时间：每周安排 15课时 如 需要，学院将 度调整课程时间以求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政府公定假

日和 院学校假期没 课  
 

课程科目:本专业总共包括 16门课 16门课是： 

1.DIBM 101商业法 ; 2.DIBM 102商业统计学; 3.DIBM 103国际经济学; 4.DIBM 104组织行 学 文 ; 

5.DIBM 105会计原理; 6.DIBM 106信息系统原理; 7.DIBM 107管理学原理; 8.DIBM 108 场营销原理  

9. ADIBM 101 商业研究法;   10. ADIBM 102 户 系管理学;  11. ADIBM 103全球商业管理; 12. ADIBM 104管理

会计学; 13. ADIBM 105信息系统管理; 14. ADIBM 106运营管理; 15. ADIBM 107组织绩效管理; 16.ADIBM 108商

业管理数量方法  
 

课程 份：每年 3 ，7 ，10 开课 
 

入学条 ： 

 年龄要求：16岁，或是以  

 学术要求：至少接 10年 规教育，或具备 等学 ，或者通过春天国际学院入学测试 

 语言能力要求：英语达到雅思 5.5或以 等 ，或 O水准英文达到 C或以 等 ，或者通过春天国

际学院语言能力测试  

 拥 校的大专文凭或外国 本地的被认可的相等学 学生需要提供相 的学 证明， 校的

学术委员会将视情况给予学生减免某些科目  

考试 评估： 

 校内：每科课程结束时，学生必 参 学科考试和提交专题作业， 绩各 50%  
 

课程证书及要求: 

 本地学生 包括新 坡公民和永久居民 和持 家属准证的学生，出勤率必 保持在 75%以 

， 可无故连续缺勤 7天以  

 国际学生 学生准证持 者 出勤率必 保持在 90%以 ， 可无故连续缺勤 7天以  

 完 9个科目 ，出勤率合格，通过考试者，将会获得本学院颁发的大专文凭证书  

课程收费： 

费用 目 15个 课程 

格 含政府消费税  

备注 

申请费 $535 (需要申请学生证学生) 付款 ， 可以  

$214 需要申请学生证学生  付款 ， 可以  

学费 $11021.00  

 

小计：$13182.40 
教材费 $749.00 

考试费 $963.00 

学费保障计划行政费 $321.00 

医疗保险费 $107.00 

文凭制作费 $21.40 

费用总计 含政府消费税, 含国际学生服 费  
$137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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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服 费 535元新 包括找宿舍，机场接机 到宿舍 首次接到学校 带去体检 15岁以 学

生需要 带去 ICA领 学生证 带去银行开户 带去购买地铁 ，了解周边 境  

学费保障计划： 

按照新 坡私立教育理事会规定， 校在私立教育理事会指定的保险公 “Etiqa Insurance Berhad”开设了“学
费保障计划保险账户” 预知更多详情，请登录 http://www.cpe.gov.sg/cn/for-students/560查看学费保障情况 

申请资料： 

1. 填写完毕的 校学生入学申请表一份 

2. 学生 照的复印 一份(第一页) 

3. 学生本人的 照格式相片 1张(白色背景， 面免冠) 

4. 父母 照的复印 一份 第一页 或是父母身份证复印  

5. 列中英文的公证书： 先做好准备，学生证批准 ， 按移民 的要求来提供  

1) 学生的出生证明公证书一份 

2) 学生的最高学 公证书一份(在籍学生可由学校出示证明 去公证) 

3) 学生的 绩单公证书一份(在籍学生可由学校出示证明 去公证) 

4) 学生或父母的银行存款公证书(存款期 3个 以 ，15万人民 以 ，仅持 中国 照的学生需 

要提供 

19岁以 持中国 照的学生 要提供 面的文 ： 

1  四份公证书必 去中国外交部或授权的各省 外事 公室 理双认证手续 (学院代 认证，收 535

元新 认证代 费，包含政府消费税)  

2  学生父母年收入中英文证明  

3  如果父母是私人业 ，提供相应的营业执照  

4  中英文留学计划书 

说明：19岁以 的，申请学生证的中国学生，可能需要到新 坡驻 京大使馆进行面试  

 

需知： 

1. 所缴交的申请费新 535，或是新 214，一概 予 回， 可以转让  

2. 学生缴付申请费 ，学校将 核学生是否符合入学要求， 发出录 信和缴费清单  

3. 学生证批准 ，移民局会要求缴交签证费新 60-90  

4. 如果移民局要求体检，费用 新 40-60  

5. 新 坡移民局要求年龄在 16岁以 的申请学生签证的学生，缴纳新 1000-5000元的保证金，详情

请登录 www.ica.gov.sg了解 学生可以购买银行保证金保险代替缴纳保证金 保险费用 新

224.7-481.5  

6. 学生需要在开课前一个 和学校签署合 并缴清所 费用  

7. 本地学生 包括新 坡公民 永久居民 和 需要申请学生准证的国际学生，如果 经购买了自

的医疗保险，可以选择 购买校方指定的医疗保险 但是需要向校方递交保险单据  

8. 付款方式：银行汇款/支票/电汇/NETS/ 金，每笔电汇需要 多新 30元的银行手续费  

 

                 春天国际学院 
 

新 坡私立教育理事会注 码：201001911N 

新 坡私立教育理事会注 期限：2016年 7 23日至 2020年 7 22日 

学院地址 裕廊东总校 ： 

BLK135 Jurong  Gateway Road #03-327  Singapore 600135  电话：0065-6896 0880  

学院地址 碧山分校 ： 

BLK 512 Bishan  Street 13  #03-526  Singapore 570512  电话：0065-6358 1068 

学院网址：www.spring.edu.sg 

课程询问：courseinfo@spring.edu.sg 

http://www.cpe.gov.sg/cn/for-students/5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