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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姆大学

•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LPU) was founded in 1952 by Dr. Jose P.
Laurel, the second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It has six campuses: Manila,
Makati, Batangas, Laguna, Cavite and Davao.At present, there are about
35,000 ful l -t im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BATANGAS campus is the most outstanding one among them, in all
the comprehensive ranking 18 in the Philippines,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hot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accounting school, medical school is number
one in the country, one of the best two nursing schools in the country is at the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another),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llege and dental college, the nation's top five, insead is Manila top
five provinces and one city in the south.Btangas Campus was awarded the
Gold Award for Humanities Investment by the UK Higher Education
Humanities Investment Organisation in 2014, the first university in Asia to
receive such an award.

• Lassim University Batangas boasts some of the best teaching facilities in the
country as well as a well-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student residence with a
24-hour doctor and nursing service, swimming pool and indoor gym with
professional instructors available around the clock. Every year, it receives more
than 400 public students from more than 2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ranks first among the five provinces and one
city south of Man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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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姆大学

• 莱西姆大学（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简称 LPU）由菲律宾第二任总统 Jose P. Laurel 博

士创建于 1952 年，一共有6个校区，分别为马尼拉（Manila）校区、马卡蒂（Makati）校区、八打雁

（Batangas）校区、拉古纳（Laguna）校区、甲米地（Cavite）校区和达沃(Davao)校区。目前有全职在

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约35000人。其中BATANGAS校区是最杰出的一所，在全菲律宾综合排名18位，国际酒

店与旅游管理学院，会计学院，应用医学院全国排名第一，全国最好的二所护理学院之一（另一所是圣

托马斯大学），同时国际海事学院和牙医学院是全国五强，工商管理学院是马尼拉南部五省一市排名第

一。BTANGAS校区于2014年被英国高等教育人文投资组织授予人文投资金奖，是亚洲第一所大学获得如

此殊荣。

• 莱西姆大学BATANGAS拥有这个国家最好的教学设施和完善的国际学生公寓，国际学生公寓配有24小

时医生和护理服务，游泳池和室内健身房提供全天候专业教练指导。每年接待来自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四

百多名公派留学生，工商管理学院是马尼拉南部五省一市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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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姆大学

Certified by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中国教育部认证

国际事务中心



莱西姆大学

• 根据我国与菲律宾参与签署的
《亚洲与太平洋地区高等教育
学历学位互认条约》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
国政府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
学历和学位的协议》，LPU 颁
发的高等教育学位受我国教育
部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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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姆大学
国际事务中心

莱西姆学位价值

正规留学学位

正规海外留学身份

无需脱产

无需英语统考、无发表文
章压力

效率高

学习形式多样化

大力提升个人价值

学位价值高

LPU是菲律宾高等教育委员会认证的正规高校，正规学位、国家承认、国际通行

菲律宾高校直发录取通知和学位，办理海外留学生签证

每年集中前往菲律宾LPU校本部集中授课完成课程学习。无需脱产和长期请假，工作与学
习相得益彰、互不耽误

通过学校单独为中国学生设立的入学考试即可获得正式录取。通过毕业综合考试并完成论
文答辩即授予学位

在统一的协调和安排之下，2年内可完成硕士学业、2-3年可以完成博士学业。若因为个人
原因未完成，最长可申请延期至4-5年（因延期产生的各项费用需由个人支付）

课堂教学和专题沙龙相结合，专业教育和英语培训同步进行，有“留学”的超高价值，也有
“游学”的综合体验

成为一位海归硕士不仅是登上了学位学习的顶峰，也是个人职业发展的强力加速器

与国内普通的硕士待遇相比，持有海归留学硕士学位者申请国外移民时享受完全的学历加
分待遇



莱西姆大学
国际事务中心

Highlights
项目优势

◆保障入学
◆无需英语统考，TOPEC英语培训代替雅思、托福成绩
◆定制课程，集中授课，6个月即可完成全部硕士课程的学习
（疫情期间周末线上授课，不影响工作和其他事务。）

◆提供全方位的出行服务（协助办理首次赴菲的签证、购买机票，提供
境外保险及落地交通服务）
◆提供可选择的住宿条件（学生宿舍/酒店/公寓，视个人情况选择）
◆全程提供课堂翻译、作业指导
◆各项手续办理快捷，确保ACR I-Card快速出签



莱西姆大学
国际事务中心

海关管理与供应链硕士

（不接受国内专科直升硕士学位）

市场上只有供应链，而没有企业；未
来真正的竞争不是企业与企业，而是供
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英国著
名经济学家，马丁.克里斯托夫

供应链管理一门企业管理学科，可与
工商管理相媲美，不久的的将来取而代
之或相融合。企业实践证明，供应链更
落地，过100亿的企业基本设立了供应链
总监这个岗位。供应链创新与一带一路
是国家战略



大学荣誉

• 菲律宾唯一一所由总统创建的大学（菲律宾第二任总统Jose P. Laurel ）

• 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推荐院校。

• 菲律宾第一所私立非教派QS明星院校。

• 通过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 菲律宾第一所被国际旅游与酒店卓越教育中心（THE-ICE）授予全面国际认证的院校。

• 菲律宾高等教育委员会授予自主发放学位权的院校。（全菲律宾共40所）

• 菲律宾高等教育委员会授予国际餐饮酒店、旅游，海关管理和工商管理专业优质教育院
校。

• 菲律宾高等教育委员会授予A级教育院校。

• 菲律宾高等教育委员会授予高等教育质量认证院校。

• 菲律宾大学与学院认证委员会（PACUCOA）授予机构认证资格。

• 获中国高等教育学院颁发的酒店餐饮管理、旅游、海关管理和工商管理优秀中心。

• 菲律宾第一所获得菲律宾大学与学院认证委员会（PACUCOA）和菲律宾认证机构联合
会（FAAP）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四级认证资格的院校。

• 菲律宾大学与学院认证委员会（PACUCOA）和菲律宾认证机构联合会（FAAP）授予酒
店餐厅管理、工商管理、文科和理科四级认证资格。



莱西姆大学部分教授及知名校友

知名校友

菲律宾现任总统罗德里戈·罗亚·杜特尔特

1968年毕业于莱西姆大学（马尼拉校区），政治学专业。

他先后担任达沃市助理检察官7年，副市长5年，国会议员3年，市长共20
年，2016年就任菲律宾总统。

2015年，他被授予莱西姆大学最杰出校友。



莱西姆大学部分教授及知名校友

主要师资

李琳博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应用经济学专业。

菲律宾莱西姆大学管理学博士。

雅典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菲律宾大学国际学院教授。

菲律宾莱西姆大学论文写作指导和学习伙伴。



莱西姆大学部分教授及知名校友

主要师资

赵志豪博士

德拉萨大学（De La Salle University）管理哲学博士。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工商管理硕士。

POWERCHINA GROUP菲律宾地区经理，这是 FURTUNE TOP 500公司之一。

菲律宾莱西姆大学论文写作指导和学习伙伴。



莱西姆大学部分教授及知名校友

主要师资

韩建博士

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国家经济学专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财政哲学博士。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艺术硕士，中国重庆市。

菲律宾莱西姆大学论文写作指导和学习伙伴。



莱西姆大学部分教授及知名校友

主要师资

包茂宏博士

北京大学亚太现代史哲学博士。

北京大学亚太现代史文学硕士和历史学学士学位。

北京大学历史系环境史与亚太研究教授。

菲律宾莱西姆大学论文写作指导和学习伙伴。



莱西姆大学部分教授
及知名校友
• 艾伦·卡尔德龙博士

• 菲律宾圣胡安勒特兰学院 工商管理学士 金融管理方向

• 菲律宾圣胡安勒特兰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

• 菲律宾圣胡安勒特兰学院 工商管理博士

• 他在银行和保险业有超过18年管理经验，目前是一家跨国保险公司
的高管。

• 教授课程：运营管理、财务管理

•

• 欧文·R·佩罗诺博士

• 菲律宾大学 生物学学士学位

• 菲律宾圣胡安勒特兰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 菲律宾圣胡安勒特兰学院 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 他是客户服务总监，在外包/离岸行业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

• 教授课程：运营管理、客户关系管理。



莱西姆大学部分教授
及知名校友
• 丁多 C. 伊索博士

• 菲律宾法蒂玛大学 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 他从事学术咨询工作，管理一家在线特许经营企业。

• 教授课程：运营和供应链管理，物流和设施管理

•

• CB迪奥马里D.埃斯托

• 菲律宾大学 海关管理博士学位

• 国际西格玛协会认证的黄带持有者

• 他与几个与贸易相关的政府机构和一家拥有全球运营网络的日本贸易投资
公司合作。

• 教授课程：海关管理、金融分析

• 杰罗姆·拉斯克特

• 菲律宾远东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 国际西格玛协会认证的黄带持有者

• 教授课程：管理学原理、全面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战略管理



莱西姆大学部分教授及
知名校友

• 约瑟夫·塞缪尔·萨帕塔

• 菲律宾大学 海关管理理学士学位

• 菲律宾雅典耀大学 法律硕士学位

• 他是一名有执照的报关员、环境规划师和职业律师，目前在海关法律服务局担任律师，他还是
中国认可的海关经纪人综合专业组织(CCBI)海关经纪人商会前董事兼专业发展副总裁、中国海关经
纪人持续专业发展委员会第二名成员兼学生事务主任，以及马尼拉LPU海关管理局海关行政部主席。

• 教授课程：海关管理

•

• 著名校友

• Rodrigo R. Duterte

• 罗德里戈·杜特尔特，菲律宾第16任总统，达沃市前市长

• 小费利西亚诺·贝尔蒙特，奎松市第四区代表，前议长

• 菲律宾参议员京戈·埃斯特拉达

• 菲律宾国家警察局前局长潘菲洛·拉尔森；现任菲律宾参议员

• 罗伯特·巴伯，前菲律宾参议员兼内政和地方政府部长



获得的奖项

• 国际认证

• 由亚太品质组织(APQO)颁发的全球卓越表现奖“世界一流奖”(教育类别的最高认可)-(八打雁园)

• 通过ISO 9001:2015认证国际认证(拉古纳和八打加斯校区)

• 通过Societe General de Surveillance (Manila, Makati，和Cavite校区)的iso9001:2008和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 菲律宾第一所被国际旅游和酒店教育卓越中心(the - ice)授予酒店和餐厅管理和旅游(本科和研究生
课程)全面国际认证的大学

• 亚洲第一人力投资者(IiP)黄金(第6代)认证大学(八打加斯和拉古纳)

• 菲律宾第一家经“人中的投资者国际”认证的教育机构(Silver Generation 6:马尼拉校区)

• 菲律宾第一家教育机构，由国际投资者(2017年银雇主:Cavite Campus)颁发。

• 亚太地区第一个获得亚太地区国际酒店与旅游管理硕士和博士学位认证的国际卓越中心

• 菲律宾第一个被亚太活动管理学院(APIEM)认可的国际酒店管理和国际旅行和旅游管理项目国际卓
越中心(八打加斯校区)

• 该地区第一个ABET认证的信息技术项目(八打雁园校区)

• picab认证的信息技术课程(八打雁校区)

• 世界厨师协会协会(WACS) - LPU Laguna于2017年6月被世界厨师董事会和教育委员会授予奖项

• 菲律宾技术委员会(PTC) - LPU Laguna是BS计算机工程和BS电子工程认证



获得的奖项

• 全国表彰奖

• 被授予自治地位(马尼拉，八打加斯和拉古纳校区)

• 菲律宾第一个国际酒店管理卓越中心(八打雁园校区)

• 菲律宾第一个海关管理卓越中心(马尼拉校区)

• 该地区第一个国际旅游和旅游项目卓越中心(COE)(八打雁校区)

• 荣获酒店和餐厅管理、工商管理、海关管理和旅游卓越中心(马尼拉校区)

• 授予医学实验室科学卓越中心(医学技术，信息技术和工商管理发展中心(八
丹加斯校区)

• 获得IQuAME甲级教学大学

• 代理扩大高等教育等同和认证计划(ETEEAP)(拉古纳和八打加斯校区)



获得的奖项

• 国家认可- PACUCOA奖

• LPU马尼拉:

• 所有经过PACUCOA认证和菲律宾认证机构联合会(FAAP)认证的项目

• 获得机构认可地位

• 菲律宾的第一个4级pacucoa重新认证的酒店和餐厅管理(HRM)课程

• 获得了pacucoa认证的4级工商管理、文科和理科课程资格

• 获得护理、会计、海关管理、旅游、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计算机工程、
MBA和MPA课程的pacucoa三级再认证资格



获得的奖项

• LPU八打雁:

• 地区第一所获得机构认证的大学

• 连续4个学期在地区4获得PACUCOA认证的课程数量最多的院校

• 菲律宾的第一个4级pacucoa重新认证的会计课程

• 菲律宾的第一个4级pacucoa重新认证的国际旅行和旅游项目

• 该地区的第一级4级PACUCOA认证的护理、国际酒店管理、海洋工程、海洋
运输、计算机科学和医学实验室科学课程

• 获得工商管理和文科课程的4级重新认证资格

• 该地区的第一个3级PACUCOA工商管理硕士项目重新认证

• 3级PACUCOA一级再认证犯罪学，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计算机



莱西姆大学申请时间轴

2021年4月20日
截止接受入学申请

提供以下电子版材料：
入学申请表
护照首页

户口本（复印件）
最终学历毕业证及翻译
最终学历成绩单及翻译

2021年2月15日
开始接受入学申请

2021年4月23日
统一发放录取通知

2021年4月23日
办理学籍注册材料

最后期限

提供以下纸质版材料：
出生公证（中英文）
毕业证公证（中英文）
成绩单公证（中英文）

并完成双认证

2021年4月25日
提交菲律宾学籍注册材料

最后期限

2021年5月8日
开始上课

8月28日学期结束



莱西姆大学
入学材料清
单

• 入学申请材料

• 入学申请表

• 护照首页

• 户口本（复印件）

• 最终学历毕业证及翻译

• 最终学历成绩单及翻译

• 以上材料需要提供电子版

• 学籍注册材料

• 出生公证（中英文）

• 毕业证公证（中英文）

• 成绩单公证（中英文）

• 以上材料需要公证，并完成双认证。

• 2寸白底证件照4张，1x1英寸白底证件
照2张，2x2英寸白底证件照10张及电

子版。

• 备注：

• 入学申请材料，请参照范本填写和准备。

• 1.学籍注册材料办理说明：

• 1）出生公证

• 如果本人与父母同在一户口本上，可持本人
身份证和户口本前往户口所在地或其他公证处

办理。

• 如果本人与父母不在同一户口本上，需先行
前往辖区居委会（或村委会）开具出生证明，
然后再持本人身份证和户口本前往户口所在地

公证处办理。

• 2）毕业证公证

• 持本人身份证和毕业证前往户口所在地或其
他公证处办理。

• 3）成绩单公证

• 持本人身份证和成绩单（加盖学校公章）前
往户口所在地或其他公证处办理。

• 以上公证均需要中英文公证件，并必须各要
两份，其中所涉及的英文翻译均有公证处完成，

切勿自行翻译。

• 以上公证件均需办理双认证（即外交部和使
馆认证），可递至国旅代办。

• 所有公证和认证都可以交由我们代办

• 公证为250元/份，三份共750元， 5个工作日

• 认证为750元/份，三份共2250元，15个工作
日（加急+150元/份，5个工作日）



Fees related to enrollment
入学相关费用
• Application fee

• RMB：2000

• 报名费：2000元人民币

• Tuition

• RMB:158，000

• 学费：158，000元人民币

• 备注：首期报名可以申请3万奖学金

• 折算后为128000元人民币



菲律宾莱西姆大学项目中国办
公室

• Address: Tsinghua University,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校内

• © Beijing Mingdingren Education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material

• © 本资料解释权归北京铭鼎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所有



铭鼎人商学
院授权



铭鼎人商学院

——起源于2003年，致力于打造供应链精英黄埔军校

• 由清华校友发起，成立于2009年。
秉承“文章立事须铭鼎,谈笑论功耻据
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顺
势，明道，优术，铭鼎”之理念。历经
17年打造，建设了国内顶尖50名专家
库；汇聚了全国300名大型制造业高
管，其中100亿级以上30多家；汇聚
了全国500名大型供应链企业董事长，
其中全国性供应链企业20多家。

铭鼎人商学院
——起源于2003年，致力于打造供应链精
英黄埔军校



铭鼎人商学院

——起源于2003年，致力于打造供应链精英黄埔军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