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菲律宾安格拉斯大学

菲律宾移民局授权的有资
质接收外国留学生高校

国家语合中心（原国家汉
办）孔子学院合作单位

留服中心认证院校
申请制择优录取



大学简介

菲律宾安格拉斯大学（ANGELES 

UNIVERSITY FOUNDATION，简称AUF）于 

1962年5月在菲律宾邦板牙省成立，毗邻美丽

的菲律宾克拉克经济特区，是一所拥有本科

学院和研究生院全日制综合类大学，具备从

本科到硕、博士研究生等多层次人才培养格

局，具有从学历教育到职业教育，从K12到博

士学位的全方位教育体系。

法学院
司法教育学院

医学院
护理学院

文学与理学学院
教育学院

商业与会计学院
计算机学院

工程与建筑学院

开设课程：管理会计学、商务经济学、化学工程、计算机工程与科学、电子工
程、商业管理、教育学、心理学、酒店管理、市场营销、材料工程、护理学等
优质课程。



安格拉斯大学资质特色

▲高等教育委员会 (CHED) 授予最高级自治大学
（AUTONOMOUS）地位
▲学术卓越，拥有信息技术卓越中心、计算机工程发展
中心、护理发展中心、犯罪学卓越中心、教师教育卓越
中心等五个卓越中心（COE）和发展中心（COD）
▲菲律宾认证协会联合会 (FAAP) 的机构认证
▲菲律宾评审协会ISO 9001-2015认证
▲国家语合中心（原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合作单位，设
有红溪礼士孔院，推广汉语教学

安格拉斯大学优质学科

菲律宾国家一级学科
土木工程、药学、教育文学硕士和工
商管理硕士

菲律宾国家二级学科
医疗技术、物理治疗、计算机科学、
信息技术、综合基础教育

菲律宾国家三级学科
会计、酒店和餐厅管理、旅游管理、
犯罪学和计算机工程课程



硕士专业设置

安格拉斯大学所开设的硕士课程均获
菲高教委批准入和认可，每门课程3
学分，综合考试0学分，毕业论文6
学分。总课程分为核心课程、主修课
程和关联课程（跨专业补修学分）。
菲律宾硕士学习模式称为“
BLENDED LEARNING”，即混合学
习方式。疫情期间称为“FLEXIBLE 
LEARNING”，即弹性学习模式（即
网课）。

工商管理
MASTER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33学分 一年半，
共5学期

教育学
（教育管
理方向）

MASTER OF ARTS IN 
EDUCATION(MAJOR IN 30学分 EDUCATIONAL 
MAMNAGEMENT)

一年半，
共5学期

▲本硕跨专业需补修学分，通常3-4门课，具体由学校研究生院决定。
▲根据学生语言能力，由学校统一进行英文语言课程学习。

硕士专业每班最少10人
起，最多25人。学制一
年半。目前可开设MBA
专业和教育学硕士教育
管理专业。其余专业有
需要可提出，只要达到
最低10人均可开设。申
请硕士专业需看申请人
本科专业，如跨专业需
补学分（9-12分），即
3-4门课程。

11.9万

11.9万



硕士入学&毕业流程

申请材料

▲入学申请表

▲有效护照首页扫描件

▲本科成绩单、本科毕
业证书或本科学位证书
（需公证翻译）

▲2*2规格证件照（美国
签证规格）

▲出生证明或身份证公
证

▲无犯罪证明（需公证
翻译）

入
学
时
间

入
学
流
程

▲提交申请材料，公证翻译可代办
▲材料评估：研究生院评估申请材料，合格者
参加入学考试
▲入学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评估英文能力
▲录取通知：考试通过后，颁发录取通知书▲
提交双认证材料：入学一个月内提交申请材料
的双认证原件（可代办）

▲一年三个学期，开学期为4月、8月和12月
▲全年可申请，就近学期入学

学生论文答辩通过后，学校将统一办理毕业手
续，流程如下：
▲提交毕业论文：电子版与装订版各一份
▲办理毕业申请表：学校各部门签字
▲学校颁发学位证和成绩单
▲办理菲律宾高教委认证
▲办理菲律宾外交部认证
▲协助指导中国留服中心认证

毕
业
程
序

▲修满课程全部学分并申请综合考试。
▲参加综合考试，通过后申请注册论文
。
▲毕业论文答辩，分为论文撰写和答辩
部分。论文答辩评委会由3名答辩组成
员和1名导师组成。学生以PPT形式讲解
论文，答辩组成员提出问题和修改意见
，审议后宣布评审结果。

毕
业
要
求

▲论文发表（待定）
按照菲律宾高教委2019年
文件精神，硕士和硕士毕
业生将被要求在规定期刊
发表论文。发表期刊非核
心期刊，具体时间由学校
自行决定。

备注：专升硕，跨专业报读的，学校跟据每个学员最高学历的
成绩单、专业、工作经历，由学校评估，补修2到6门课。费用
约3000/4000元人民币一门课程，每位学员具体需补修几门桥
梁课程，由学校根据每位学员成绩，工作经历，面试后个案评
估决定。



博士专业设置

安格拉斯大学所开设的博士课程均获
菲高教委批准入和认可，每门课程3
学分，综合考试0学分，毕业论文12
学分。总课程分为核心课程、主修课
程和关联课程（跨专业补修学分）。
菲律宾博士学习模式称为“
BLENDED LEARNING”，即混合学
习方式。疫情期间称为“FLEXIBLE 
LEARNING”，即弹性学习模式（即
网课）。

博士专业每班最少5人
起，最多25人。学制一
年半。目前可开设MBA
专业和教育学博士教育
管理专业。其余专业有
需要可提出，只要达到
最低5人均可开设。申
请博士专业需看申请人
硕士专业，如跨专业需
补学分（9-12分），即
3-4门课程。

工商管理
DOCTOR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36学分 两年，共
6学期

教育学
（教育管
理方向）

DOCTOR OF ARTS IN 
EDUCATION(MAJOR IN
 EDUCATIONAL 
MAMNAGEMENT)

39学分 两年，共
6学期

管理学 PHD IN 
MANAGEMENT 36学分 两年，共

6学期

▲硕博跨专业需补修学分，通常3-4门课，具体由学校研究生院决定。
▲根据学生语言能力，由学校统一进行英文语言课程学习。

18.9万

18.9万

18.9万



博士入学&毕业流程

申请材料

▲入学申请表

▲有效护照首页扫描件

▲硕士成绩单、硕士毕
业证书或硕士学位证书
（需公证翻译）

▲2*2规格证件照（美国
签证规格）

▲出生证明或身份证公
证

▲无犯罪证明（需公证
翻译）

入
学
时
间

入
学
流
程

▲提交申请材料，公证翻译可代办
▲材料评估：研究生院评估申请材料，合格者
参加入学考试
▲入学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评估英文能力
▲录取通知：考试通过后，颁发录取通知书
▲提交双认证材料：入学一个月内提交申请材
料的双认证原件（可代办）

▲一年三个学期，开学期为4月、8月和12月
▲全年可申请，就近学期入学

学生论文答辩通过后，学校将统一办理毕业手
续，流程如下：
▲提交毕业论文：电子版与装订版各一份
▲办理毕业申请表：学校各部门签字
▲学校颁发学位证和成绩单
▲办理菲律宾高教委认证
▲办理菲律宾外交部认证
▲协助指导中国留服中心认证

毕
业
程
序

▲修满课程全部学分并申请综合考试。
▲参加综合考试，通过后申请注册论文
。
▲毕业论文答辩，分为论文撰写和答辩
部分。论文答辩评委会由3名答辩组成
员和1名导师组成。学生以PPT形式讲
解论文，答辩组成员提出问题和修改意
见，审议后宣布评审结果。

毕
业
要
求

▲论文发表（待定）
按照菲律宾高教委2019年
文件精神，博士和博士毕
业生将被要求在规定期刊
发表论文。发表期刊非核
心期刊，具体时间由学校
自行决定。



疫情期间留学

1.疫情期间留学政策

菲律宾高教委于2020年7月27日
颁布《第一批疫情期间批准对留
学生进行网络授课的文件》，
明确指出“无论本地学生和留学
生，疫情期间均采取弹性教学
（网课）形式授课”，菲律宾安
格拉斯大学系可在疫情期间招收
留学生并开展网课的学校之一。

2.疫情期间学历认证政策

2020年4月3日，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发布《关于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下留学归国人员学位认证工
作的几点说明》中明确指出“受
疫情防控影响，留学人员无法按
时返校而选择通过在线方式修读
部分课程，以及因此导致的其境
外停留时间不符合学制要求的情
况，不作为影响其获得学位学历
认证结果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