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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寄语
Dean’s Message

The specialized master programs aims to improve the leadership ability of each 

student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related to their business, sociality in this 

ag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so that students have the ability to 

apply their knowledge to practice. A strong team of teaching staff composed of 

well-known scholars and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will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broad 

vision. Here, students can learn knowledge and earn abundant experience to improve 

their personal quality, as well a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becoming professional 

in their career.

This program is one of the best major in UCAM. Hopefully, UCAM will provide 

Chinese students with a high-quality course through this program. No matter what 

industry you are from, this program will provide necessary help for your career devel-

opment through a set of systematic specialization courses. After graduation, you will 

promote your enterprise management ability efficiently.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UCAM will try our best to serve you wholeheartedly. I wish you all success in your 

study and career, good luck in your life.

Welcome to our Part-time MBA pro-

gram. In the name of myself,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your trust in UCAM and 

in this MBA program.

Jose Luis Mendoza
Principal of UCAM



武康大学介绍

Introduction of U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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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私立大学中综合排名第一

西班牙武康大学 2019 在欧洲排名第 151 名

西班牙武康大学



主要院系 6 个          在校学生人数近 20000 人

建立合作关系的全球知名大学 210 所，其中中国高校占 18 所

武康大学 Universidad Catolica San Antonio（简称 UCAM），亦名圣安

东尼奥天主教大学，成立于1996年 ，位于西班牙东南部穆尔西亚的一所综合

性知名大学。学校占地面积225000平方米，且在马德里、卡塔赫纳拥有两个分

校区。基础设施完善，拥有专业的科学实验室。

自成立以来，学校一贯坚持先进、准确、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在欧洲名声

显著。在西班牙私立大学中名列前茅，其中工商管理在西班牙排名第四。2020

年武康大学入选2021年泰晤士THE世界大学排名，超越国内众多985/211大

学，并入世界强校队列。

武康大学不仅在商科方面出色，体育也是武康的特色。在历年的西班牙大

学生运动会上，武康大学多次蝉联奖牌榜首位。众多奥运奖牌得主和体育名宿

选择在此学习。

武康大学官网：www.ucam.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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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认证及排名

Ranking and Accr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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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ternational.ucam.edu/university-news/ucam-most-renown-private-university-spain

2018 年武康大学在 “市场与公众意见研究所”（IMOP）西班牙私立大学中综

合排名第一位。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ucam-universidad-catolica-san-antonio-de-murcia

2020 年，在 QS Star Ranking 评估中，武康大学教学荣获最高星级五星。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rankings/europe-teaching/2019#!/page/4/length/25/sort_by/scores_engage
ment/sort_order/asc/cols/undefined

根 据 英 国 泰 晤 士 报 排 名，西 班 牙 武 康 大 学 2019 在 欧 洲 教 学 质 量

engagement 排名第十。

https://international.ucam.edu/university-news/psychology-degree-ucam-ranked-best-spain-and-third-best-europe

2015 年，由欧盟赞助的 “多维全球大学排名” (U-Multirank)，武康大学心理

学专业在欧洲排名第 1 位。

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认可的大学。
http://www.jsj.edu.cn/n1/12051.shtml

西班牙政府教育部审核认证的大学，经国家教育质量和认证评估机构 ANECA

官方认证授权，提供本科、硕士以及博士学位的学习课程。
http://www.aneca.es/ANECA

2020 年，武康大学入选 2021 年泰晤士 THE 世界大学排名。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1/world-ranking#!/page/0/length/25/sort_by/r
ank/sort_order/asc/cols/stats

https://international.ucam.edu/university-news/ucam-best-university-europe-study-computer-science-and-
psychology

西班牙武康大学工商管理在西班牙排名第四，在欧洲排名 TOP30。

http://www.ucamdeportes.com/ucamcf/

武康大学是西甲和西班牙奥委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武康大学穆尔西亚足球

队是穆尔西亚的一支西班牙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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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可查
链接查询：http://jsj.moe.gov.cn/n1/12051.shtml



Introduction of the Program
项目介绍

武康大学工程管理硕士（Master i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是为了适应我国现代工程事业的发展对工程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增

强工程管理人员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水平，培养具备工程管理学基本知

识，掌握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

该课程注重向学生提供不同管理层面管理工程功能所需的知识和技巧，

重视提升学员的创新管理能力和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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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Advantages
项目优势

西班牙私立大学综合排名第一的名校；心理学专业在欧洲排名

第一位；工商管理专业在西班牙排名第四；泰晤士欧洲大学教

学质量排名前十位；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推荐的世界强校；

不需参加全国联考，只需通过提交资料审核，通过率高；

本课程实行学分制，学员完成一门科目，便取得该科之学分；

与时俱进的课程设置，课程按照现代工程管理培养方案设置，

案例教学，针对不断变换的经济环境企业面临的挑战及问题设

置与时俱进的课程，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集中讲授与自学

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教学；

西班牙政府教育部审核认证的西班牙大学；

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认可的西班牙大学；1.

2.

3.

4.

5.

师资雄厚，中外名师，双语教学。本校及授权客座教授为您讲

解解剖知识案例，项目汇集了众多名师教授，不但拥有丰富的

教学经验和先进的教学理念，且对中国及国际工程管理有着丰

富的实践经验。英文课程配有全程中文翻译；

6.

7.



本课程学费低，以精心打造的工程管理课程设计和名师团队

确保您良好的学习体验；

共享高端平台，定期组织国内外游学活动、参观考察、商务

观摩，共享思想交流与智慧碰撞的盛宴；参与各项资源整

合、共促发展活动。终身享受武康大学校友待遇。

武康大学注重实践教学，与国内腾讯、华为等企业是长期的

合作伙伴。

采用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授课方式激发、考验学生，从而

给学生精彩的课堂体验，注重对商科知识的理解与运用；

9.

10.

11.

12.

在职非脱产入读，每月仅利用一个周末两天授课，不影响您

工作。18个月完成所有课程，撰写论文无需答辩，便可顺利

获得校本部颁发的学位证书。

8.

��



精英校友

Elite Alumni
武康大学是一所钟灵毓秀的学府，人才辈出，不论是工商界还是医疗界、体育界，都有

出类拔萃的人才，无论是国际校友还是本校校友都将是每一位武康学子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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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an Carlos
Izpisua

 美国著名生物科学家
《时代周刊》上榜医学家

Mireia Belmonte

里约奥运会游泳
金牌得主

Dr. Stefan Ebener

美国谷歌总部经理

Vicente Del Bosque

西班牙前国家足球队主教练

Estrella Núñez
Delicado

西班牙生物教育学家
武康大学名誉院长

Dominik Krimpmann

埃森哲总监



NO.  课程COURSE

通用课程1 General Cours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arketing Management

Leadership

Strategic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Business Law

课程内容与评价

Course Content and Comment 
本课程共计60学分，修完所有规定的课程即可获得校本部颁发的“工程管理硕士”

学位证书。

人力资源管理

营销管理

领导力

战略管理

组织行为学

商法

��

1.

2.

3.

4.

5.

6.

专业课程2 Specialized Courses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he Bidding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Industry 4.0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Project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工程招投标管理
      

工业4.0与人工智能

工程建设管理

7.

8.
   

9.

10.



上述课程会根据学校专业项目等具体需求适当调整，具体情况以学校最终决定的课程安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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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Project

Engineering Economy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Cost Control 
of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Project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of Engineering 
Project

工程造价管理

工程经济学

工程财务管理与成本控制
   

工程项目管理与实务
   

工程项目投资与融资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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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评价

课程实用性强，两天下来收获很大！老师把精华

浓缩了，讲课层层递进，脉络清晰，尤其是课程中列

举的大量现实案例，非常棒。让我们对工程造价有了

非常深入的了解。认识到工程造价对我们在进行建设

投标、开发、实施等方面提供更为精准的评估和决策

方法。总之，五星好评！

《工程造价管理》文先生 广州12期学员

课程内容把论点与论据结合得相当紧密，用丰富

的案例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教授博古通今，讲课

诙谐幽默、逻辑分明。特别是讲到战略执行时，教授

列举了百事可乐、戴尔、家乐福、麦当劳等一些知名

公司案例，同学们都全神贯注地听教授分析，让我们

意识到：战略决策决定一家企业的生死，还给我们讲

解了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战略决策家，课程非常

棒，给满分！

《战略管理》 何教授彭女士 东莞10期学员

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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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17期学员

教授语言犀利，妙语连珠。课程讲得非常好，内

容扎实、案例丰富！不仅给我们讲解了项目管理的常

见问题，还给我们讲了如何利用专门的知识、技能、

工具和方法，使项目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实现超欲期

成果。课程收获很多，学到了不少方法，非常棒。

《项目管理》张先生

整个课程生动有趣，通过案例讲解，通俗易懂，

给满分！这节课刷新了我对资本运营的原本认知，很

多时候我们都害怕欠债，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

弊端的。范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地产商是如何通过资本

运作越做越大的？为什么发行中秋节的螃蟹券和月饼

券能赚到钱？为什么企业发展到某种程度最好保持一

定比例的债务？

《资本运营》魏先生 上海16期学员

工程建设管理如何规划？怎样进行投资预算？如

何进行有效施工？自从上了《工程建设管理》课，我

明白了很多有关工程建设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让我

在工程建设管理方面更具专业，更系统。很好的课

程，授课老师耐心的给我们讲解！

《工程建设管理》深圳18期学员李先生

左教授

张教授

范教授



全球师资

International Faculty

Gonzalo Wandosell教授

武康大学商学院院长

FOM大学国际生博士项目及MBA课程主任

Pablo Blesa 教授

西班牙康普顿斯硕士，武康大学博士

精通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及西班牙语

在国际关系和合作领域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

Mercedes Carmona 教授

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博士

主攻计量经济学和定量方法

��

Nicolás Gonzálvez Gallego教授

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工商管理博士

武康大学商学院教授



齐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博导

工信部第五所特聘专家、华为集团特聘讲师

高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西南交大经管院

中华高管研修中心、武汉大学、内蒙古工程学校、

内蒙古建筑学院、深圳大学等客座教授

肖教授

清华大学国际工程管理首席讲师

PMP，一级建造师，造价师

北京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等多所高校

特聘讲师

张教授

资深房地产投融资和战略专家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清华大学房地产总裁商会

特聘专家

上述师资阵容会根据学校专业项目等具体需求适当调整，具体情况以学校最终决定
的师资配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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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读申请表                                 个人履历表                  

个人陈述（入学动机）信               身份证及护照原件扫描件                  

毕业证或学位证原件扫描件            两寸蓝底证件照3张

入学须知

Admission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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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读条件

本科学历，要求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大专文凭或同等学历，要求有四年以上工作经验。

入读费用

申请材料

学费：58000元

报名及注册费：1000元

注：以上费用不包含前往校本部参加毕业典礼差旅费，签证费、食宿
费等费用自理。



学员人群

从事工程类的项目管理从事的人员。

具有建设工程、信息系统工程、物流工程、供应链工程、
质量工程等相关行业工作背景及工作经验，或者正在从事
相关行业工作的人群。

申请流程

修读方式

��

类      型： 在职类

1.5年

60学分

每个月的一个周末

中英文授课学      制：

学      分：

授课安排：

授课语言：

提交申请材料

·step1·

缴费并注册

资料审核

·step2·

·step3·
正式入学

·step4·



办两次毕业典礼，毕业典礼进行地点在西班牙学校本部具有百年历史的大

礼堂。顺利修完所有课程学分并通过论文的学生可自主选择前往西班牙校本部

体验西班牙高等教育的学术氛围，感受被授予学位的庄严仪式，与全日制的世

界各地学生一起参加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

在完成本项目所有课程以及各学科作业之后，完成5000字论文，所有顺

利毕业的学员都将获颁武康大学“工程管理硕士”学位证书！

学位证书颁发

��



同学会

Alumni Association 

��

欧洲游学



开学典礼

��



��

学员拓展



��

企业参访



在班委的带领下，今年年会超级棒，同学们多才多艺，有舞蹈、唱歌、小品、相

声、走秀等多种才艺节目，游戏奖品也颇丰厚，非常感谢同班同学们的慷慨捐赠。此次

年会对于我来说，收获很多，不仅观看了各位同学们的精彩表演、品尝了美味佳肴，还

结识了其他班级的同学，大家对酒当歌，共贺新春。总之，非常感谢学校提供的这个平

台，祝同学们新春快乐！

郑先生

学员活动评价

这次班级羽毛球比赛进展得相当圆满，辛苦班委们的细心策划和积极组织。比赛当

天，运动员、啦啦队员和部分后勤人员均陆续到场，现场氛围十分活跃。活动中，大家

欢声笑语，激情四射，不仅展现了我们班级积极向上永不服输的精神面貌，还增强了我

们的班级凝聚力。非常感谢班委、感谢啦啦队和后勤人员们，也祝我们班级越来越团

结，同学们越来越好！

林先生

��



所有课程均采用MBA案例教学，形成了集 “案例研究、MBA知识

点、实战应用”三位一体的案例教学体系。与您共同探索互联网生态下

企业成功规律、失败共性，洞悉商业逻辑。

1.MBA案例教学

教学特色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

当年手机市场，高端有苹果，中低端市场被华为、

蓝绿大厂牢牢占据，小米如何另辟蹊径从软件着手

崛地而起？小米又如何利用互联网重构市场格局？

曾经的互联网大佬百度，为何逐渐跌出互联网第一

阵营？魏则西事件之后百度为何停滞不前，几经转

型业务却不见起色？

并购优步后，滴滴一家独大为何还是无法盈利？安

全事件频发，关闭顺风车的滴滴如何重新出发？重启

转型

直播

重构

2020年直播带货主播TOP10，薇娅以87.6亿+的成

交金额位居榜首。薇娅、李佳琦们靠什么吊打传统

企业销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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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风云一时的门户三巨头：搜狐日益式微，新

浪剩下热搜苦苦挣扎，网易凭什么一直活跃在第一

线？

快手一直坐在短视频的风口上等风来，为何风来了

它却被抖音赶超？虽然流量不如抖音，为什么快手

网红活得却远比抖音大 V 滋润？

错失人人、失之饭否，王兴如何转身成就了美团

网？美团靠什么超越拉手和窝窝，又如何与阿里系

饿了么抗衡？

从成立到 IPO，拼多多只用了3年。在左有淘宝、右

有京东的电商时代，拼多多如何突围成为一方霸

主？

在线旅游代理几乎被携程一统江湖，去哪儿如何快

速成长并应对携程的凌厉进攻？并购后它们又如何

融合发展壮大？

在 B2B 的江湖里，曾有“北慧聪，南阿里”，2003 

年就上市的慧聪，为何被阿里巴巴彻底甩开？阿里

巴巴如何靠中小企业成功的？

风口

抗衡

并购

赶超

创新

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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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案例库囊括了 1000+ 企业案例，包括：



混合式学习是源自美国的一

种先进的学习方式。在QS世界大

学排名前25的大学中，绝大多数

学校有一半左右课程通过混合式

学习实施。

它整合了Face-to-Face教

学和Online两种学习模式，以视

频、评测等方式，让学习变得更

加生动有趣。旨在提高在职人士

的学习效率，无论在家还是出差

都可以随时随地学习。

为了方便学员线上学习，学

校隆重推出了APP，它包含了多

个线上学位班、20多门MBA线上

商学课、1000+企业案例、海量

PPT学习资料。您只需注册，就

可以在APP上自由高效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为专门研究

互联网生态，学校特意推出《听

MBA案例108讲》、《创业MBA

案例108讲》两大系列课程，堪

称互联网创业的MBA经典教案。

从10000+的热门商业现象

中，精选出200多个企业案例，

每节课包含：知识点概述+知名

案例阐述+实践方法论，打开您

的商业格局。

2.混合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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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康大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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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等国内商学院教授，与阿里巴巴、IBM、亚马

逊、普华永道、西门子等世界知名企业高管联合授课。

经典的商学理论，结合最新的企业案例，开放互动式教学。一方面可以

让您将所学知识快速实战，另一方面可以拓展您思维和视野。

3.双师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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