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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泰国格乐大学 2021 年

联合培养（中英文授课）

招 生 简 章

★博士研究生

Ph.D 哲学博士(教育管理专业)/DBA 工商管理博士

（金融学、市场运营、战略管理）/Ed.D 教育学博士(体育教育专

业)/DFA 艺术学博士(音乐与舞蹈专业、艺术学专业)/D.Eng 工程博士

(工程技术管理专业)

★硕士研究生

MBA 工商管理硕士（金融学、人力资源、创新管理、会计）/Ed 教育

学硕士（教育管理、体育教育）/MFA 艺术学硕士（艺术学、音乐与

舞蹈）/MPH 公共卫生硕士（大健康促进与医学大数据）/Eng 工程硕

士（工程技术管理）

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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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西财经大学与泰国格乐大学(Krirk University)所签订

的合作协议，开始合作招收、共同培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项目。

一、江西财经大学简况

江西财经大学是一所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

以经济、管理类学科为主，法、工、文、理、艺术等学科协调发展的

高等财经学府。2008 年 2月 6 日，温家宝总理与江西财大师生共度

除夕，发表了重要讲话，并称赞说：“你们学校是所很好的学校”，

激励着学校永葆奋斗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江西财经大学前身

为 1923 年秋创办的江西省立商业学校,1958 年成立江西财经学院，

文革期间几经更名并遭停办，1978 年复校，1980 年成为财政部部属

院校，1996 年更名为江西财经大学，2000 年学校管理体制由财政部

主管转变为由江西省主管，2012 年成为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

民政府共建高校。办学以来，学校秉承“信敏廉毅”的校训和“敬业

乐群、臻于至善”的大学精神，形成了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

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办学特色。学校坐落英雄城南昌，东临赣江碧水，

西接梅岭烟霞，北吸锦绣庐山之灵气，南纳雄伟井冈之精神。现有蛟

桥园、麦庐园、枫林园、青山园四个校区（不含独立学院共青校区）。

占地面积共 2200 余亩，建筑面积 100 余万平方米，馆藏各类图书 862

万册（含电子图书 180 万册）。校园幽香雅静，错落有致，层重叠翠，

湖光潋滟，是全国绿化 300 佳单位之一。学校现有经济学、管理学、

法学、工学、文学、理学、艺术等学科门类；拥有应用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统计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

论共 7 个博士后流动站；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统计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共 7 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

点，39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13个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70个二

级硕士学位授权点，18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54个本科专业。

二、泰国格乐大学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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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格乐大学(krirk university)是中泰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

认协定院校，由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教育家格乐•曼格拉布克(Dr.

Krirk Mangalabruks)博士创立于 1952 年，是一所立足泰国、辐射亚

太地区，以科学研究工作领先，以培养研究型硕博学生为重点、以培

育特色专业本科及本硕连读复合型人才为特色的多科性教学综合研

究型高等学府。

学校注重培养独立人才、完善学生知识体系，以创新教学体制、

促进智慧型社会发展为己任，下设工商管理学院、人文学院、法律学

院、政治学院、国际学院、艺术学院等，现开设本硕博三个层次，开

设本科大类专业 20 个、硕士专业 8 个、博士专业 6 个，细分培养方

向共计 123 个，其中工商管理、教育学、艺术学、大健康促进与医学

大数据、法学是泰国高等教育科研创新部特批示范型优质学科专业。

作为泰国高等教育科研创新部批准中文授课多语培养国际课程基地、

格乐大学是中文授课本硕博快捷留学第一品牌高等学府，是泰国第一

所可以给有中文基础泰国学生提供特色本科专业中文授课课程，并提

供泰国高等教育科研创新部学费贷款及奖学金政策服务的大学。

格乐博士(美国大学 David & Elkins 名誉博士）建校初衷旨在

在泰国传播英语教学，可以说他是第一个教泰国学生有效运用英语的

泰国人，是泰国现代英语教学的奠基者，同时学校也因创始人格乐博

士的名字而闻名。

Professor. Dr. Krasae Chanawongse（中文名：杨金泉博士）

是泰国格乐大学现任校长，联合国亚洲防灾中心(Asian Disaster

Preparedness Center（ADPC）)董事局主席、泰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委

员会常务委员，是泰国杰出的医学家、政治家、教育家、领导学研究

专家。曾担任泰国大学事务部（教育部）部长、泰国卫生部部长、泰

国外交部部长以及泰国总理顾问等职务，曾和有“杂交水稻之父”之

称的中国科学家袁隆平同期获得亚洲级别的诺贝尔奖（拉蒙·麦格塞

塞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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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合培养模式

1、博士研究生

学位/专业 学制 授课语言 上课模式

1．Ph.D 哲学博士：

教育管理专业、法律与管

理专业

2．Ed.D 教育学博士：

体育教育专业

3．DFA 艺术学博士：

音乐与舞蹈专业、艺术学

专业

4．DBA 工商管理博士：

金融、市场运营、战略管

理

5．D.P.H 公共卫生学博

士：

大健康促进与医学大数据

专业

6．D.Eng 工程博士：

工程技术管理专业

3 年 中文

集中授课全日

制学习，具有国内

外硕士学历者，在

江西财经大学修

读完 3 门博士学

位课程后，即可利

用中国国内寒暑

假时间前往泰国

格乐大学曼谷校

区修读剩余博士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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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硕士研究生

层次 学制 授课语言 上课模式

MBA 工商管理硕士

（金融学、人力资源、创新

管理、会计）

M.Ed 教育学硕士

（教育管理、体育教育）

MFA 艺术学硕士

（艺术学、音乐与舞蹈）

MPH 公共卫生硕士

（大健康促进与医学大数

据）

N.Eng 工程硕士

（工程技术管理）

2 年 中文

1、普通全日制学习

2、集中授课全日制学

习具有国内外并取得

本科学历学位以上

者，在江西财经大学

修读完 3 门硕士课程

后，即可利用中国国

内寒暑假时间前往泰

国格乐大学曼谷校区

修读剩余硕士课程。

3、学制学期：硕士学制两年，博士学制三年。泰国每学年两个

大学期（8-12 月，1-5 月），一个小学期（6-7 月）。泰国教育主管

部门规定的每学年 3 个学期的标准在泰学习时间，完全覆盖了中国高

校每年的寒暑假时间。

四、在江西财经大学修读的课程

1.报名格乐大学硕士各专业在江西财经大学修读的三门课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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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一：英语

科目二：研究方法

科目三：论文写作研讨会

2.报名格乐大学博士各专业在江西财经大学修读的三门课程为：

科目一：英语

科目二：论文写作与方法

科目三：可持续发展教育原则（教育、艺术、体育类选），研究

方法与高级商业统计（工商管理类选）

五、学位授予

学业结束成绩合格后可获得泰国格乐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书，可到

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办理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六、报名条件

申请入学条件需达到江西财经大学的审核为准。对于网上材料核

准同意报名者，须参加入学面试。其中申请报读英文授课博士研究生

课程英语等级需达到雅思 5.5 及以上。

报名截止时间：4月 10 日。

硕士研究生报名条件如下：

1、护照首页扫描件及护照原件

2、泰国格乐大学申请表

3、本科毕业证扫描件和中英文公证材料一式两份

4、本科成绩单扫描件和中英文公证材料一式两份

5、本科学位证扫描件

6、2 寸白底彩色照片电子版以及纸质版 2 张、1.5 寸蓝底白衬衫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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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电子版以及纸质版 2张

7、学位证和毕业证的查询截图（国内学信网下载教育部学历证书电

子注册备案表、国外留学网截图即可）

8、户口本整本扫描件

9、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10、签署泰国格乐大学入学知情同意书

博士研究生报名条件如下：

1、开题报告（开题报告自选方向，不做要求。）

2、护照首页扫描件及护照原件

3、泰国格乐大学申请表

4、本科毕业证扫描件和中英文公证材料一式两份

5、本科成绩单扫描件和中英文公证材料一式两份

6、本科学位证扫描件

7、硕士毕业证扫描件和中英文公证材料一式两份

8、硕士成绩单扫描件和中英文公证材料一式两份

9、硕士学位证扫描件

10、个人简历

11、2 寸白底彩色照片、1.5 寸蓝底白衬衫照片电子版以及纸质版各

2张

12、学位证和毕业证的查询截图（本科+硕士，国内学信网下载教育

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国外留学网）

13、户口本整本扫描件

14、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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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签署泰国格乐大学入学知情同意书

注：如前置学历是留学生海归人员，需提供其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开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以及《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七、收费标准

硕士研究生中文授课两年学杂费用，普通全日制和集中授课全日

制学习费用均为 119800 万元人民币，要求一次性缴清。

博士研究生中文授课三年学杂费共计 338000 元人民币，原则上

要求一次性缴纳，特殊情况可以申请分三年缴纳。博士研究生英文授

课三年学杂费共计 218000 元人民币，原则上要求一次性缴纳，特殊

情况可以申请分两年缴纳。

八、报到时间

江西财经大学报到时间：2021 年 4月中下旬

泰国格乐大学报到时间：2021 年 7月下旬(曼谷报到时间暂定，

看疫情发展情况随时调整)

九、联系地址与人员

联系地址：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南昌昌北经开区玉屏西大

街江西财经大学麦庐园英庐）

联 系 人：魏主任 18612208068（泰方）

金主任 13979110920（中方）

报名邮址：26384686@qq.com（格乐大学江西生源基地）

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1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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