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赋能创业社群
造就环球企业家

MSc TIP
创业与创新硕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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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是一所年轻的科研密集型大学，
为3万300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工程、商科、理学、
人文、艺术、社科、教育和医学等全方位跨学科教育。

南大校园内也汇集了多所世界级机构，其中包括国立教育
学院、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院、新加坡地球观测与研究
所、新加坡环境生物工程中心、以及财富管理学院。大学
也设有顶尖的研究中心，如南洋环境与水源研究院和能源
研究所。南大智慧校园是未来科技的测试场，是全球最美
丽的校园之一。这里已成为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典范，校园
内57个建筑项目都已获得绿色建筑标志认证（相当于美国
LEED能源与环境设计先导认证），其中95%获得绿色建
筑标志白金奖。除了位于新加坡西部的云南国主校区，南
大在聚集了各大医疗保健机构的诺薇娜校区拥有临床医学
大楼。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南大于2001年创建南洋科技创业中心，以大力推动和发
展科技创业教育。经过20年在创业与创新教育领域的高
度专注和精心培育，中心积累了丰富的办学资源和经验
，成功打造了全球独树一帜的创业教育精品项目–创业与
创新硕士学位课程。

南洋科技创业中心依托南大在海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的
广泛联系，独创性地整合产、学、研各领域的独特优势
和资源，与众多世界知名的大学、国家级科研机构、高
科技园和技术转移中心建立互动合作，让学员有机会接
触和了解全球领先的科技和商业模式，独创性地运用所
学的知识与技能开发出具有高度实战价值的商业计划，
从而快速高效地推进科技产业化。中心推崇团结协作、
共同发展。众多海内外杰出的创业家、企业总裁、技术
发明人、风险投资家、知识产权律师和知名创业学者都
曾应邀给创业学员讲学授课。学员们不仅能系统学习创
业知识，还有机会与全球学术界和企业界领袖进行互动
交流，从而快速提升创业技能和广泛拓展创业网络。
2010年，南洋科技创业中心被指定为世界企业家论坛亚
细安青年分会承办机构。时任新加坡总统、前国家研究
基金会主席陈庆炎博士认为该硕士课程是新加坡创业教
育的成功典范之一。

南洋科技创业中心 NTC

夏智强博士
创业与创新硕士课程主任

关于未来，我们所能确定的是它将充满新的挑战和不确定。不管是
要成为一名创业者、企业高管、公务员还是自由职业者，如果缺乏
创业创新的思维和相关的技能，我们将难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和不确
定。创业与创新硕士课程旨在培育创业家和新一代的创业型领导，
使其善于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进行思考、判断、决策和行动，以求生
存与发展。鉴于其独具一格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校友成就，南
洋理工大学创业与创新硕士课程于2018年荣获国际中小企业协会颁
发的全球创业教育卓越奖。

林国恩教授
南洋科技创业中心主任

计算机科学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创业学博士

技术在不断发展，并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作为技术创新的驱动者，企业家应该对技术的经济价值有敏锐的洞
察，并能适时把握商机将技术转化为对社会有益的产品和服务。创
业精神是未来经济增长战略的基石。

在创业者眼中，未来不仅仅是过去的延续，更是有目的、具创意的
努力的结果。在南洋科技创业中心，我们对创业进行广泛而深入的
探讨，从领导力到管理，从营运到创新，内容丰富多元。我们也非
常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思维方式的改变，这对于企业成功与否至
关重要，无论是创意，原型，新产品设计，营销还是筹款，都离不
开创新的能力和思维方式。因此，我们会努力将创业生态系统中的
技术创新者，企业家，投资人，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志同道合者聚集
在一起，组成跨学科团队，应对全球范围内的商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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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校友 

创业与创新硕士课程注重体验式学习，课程设置将新兴科技与创新的商业模式和实
践高度融合。针对创业型企业的发展周期，学科涵盖起步公司在各个成长阶段的实
战问题。在学期间，学员有机会与创业生态群中的不同成员进行互动。众多的毕业
生已从该课程获益，将其创业点子转变为成功的企业。 

MSc TIP 校友网络

全球超过

30
国家/地区

创业与创新硕士课程： 
引领时代  独具一格

创业与创新硕士课程旨在培育创业生态群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运用所学知识、
所接触到的先进科技，结合创业思维和商业技能，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创造价值。



课程介绍

创业与创新硕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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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创业考察*

探险训练营*

7 门核心科目
本课程的7门核心科目根据课程目标与人才培养的需求而

精心设置，是科技创业与创新知识体系的支柱。它们不

仅体现该课程的专业特色与水平，也明确了对学员基本

素质和能力的要求。

3 门选修科目
在7门核心科目之上，该课程还针对创业实践、新创企业

融资和创业政策三个特定领域提供6门选修科目，让学员

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在创业生态圈中扮演不同的角

色。每位学员可根据兴趣从6门选修科目中任选3门进行

学习。

*探险训练营和海外创业考察项目的安排受各种因素影响。该项目的时间、地点、期限或者可能的替代方案完全由创业中心决定。



核心科目

选修科目

0505

创业营销与商务拓展
介绍营销框架与商务拓展策略，以及适用于创
业实践的具体方法和工具。

创业学概论
介绍创业与创新的概念以及新企业的创建方法
以企业概念、规划以及启动为重点，系统地传
授如何培养和运用创业思维。

新创企业融资
从谋求融资的创业者以及有意投资起步公司的
风险投资人的双重角度阐述创业融资。

科创思维
举办一系列杰出专家科技讲座和研讨，让学生
们涉猎与科创及创新相关的专业领域，就专门
的技术制定商业化策略与可行方案，培养独特
的科创思维。

设计与系统思维
讨论创新与设计在创业中的角色，包括设计思
维及其应用。系统思维的知识与技能将进一步
帮助学员掌握管理与发展企业的整体方法。

科创挑战
这个顶点课程将提供一个独特的案例挑战，让
学员们从中解决科创和/或创新实战的具体问
题。学员们组建团队以发现问题并提出可行性
方案。

风险投资实务
评估大量的风险与股权投资实
战案例，覆盖整个投资周期所
涉及的基金募集、项目筛选、
谈判、基金管理以及绩效报告
等重要课题。

风险投资
从职业的角度系统介绍风险投
资的框架和操作方法。学员将
学习并掌握有关估值和投资决
策等方面的高端技能。

新创企业融资

创业决策
通过先进的商业模拟，学员们
创建公司、开发并执行商业策
略与计划、获得股权投资、运
营和管理企业，在竞争中谋求
生存与发展。

技术商业化
探讨技术发展趋势和有关发明
与创新商业化的核心问题，重
点在于如何将研究领域里的技
术转化为成功的产品或服务。

创业实践

生态圈建设
讨论有关建设成功的创业生态
圈的各项要素，包括大学、
孵化器、加速器、风险资本、
银行、劳动法、知识产权等，
以及相关的制胜策略。

创新与创业政策
从历史和跨国两个层面，系统
地探讨有关创业、创新和经济
增 长 之 间 关 系 的 理 论 及 实 证
研究。

创业政策

管理成长型企业
介绍创业管理框架以及起步公司的成长策略。
有关领导力、运营、人力资源、供应链、法律
法规等方面的课题也将从实战的角度给予阐述。

。



南大的MSc TIP课程涵盖了创业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包括创建公
司的程序和步骤，如何处理财务等等，学生甚至有机会亲身造
访企业进行学习。除了课程本身之外，新加坡的教育文化同样
让我印象深刻这使我结识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朋友。
我也学会了如何克服最初的文化差异，在异国他乡独立生活。

Dhruv Khanna | 2014届毕业生
联合创始人, Triton Foodworks
2019年亚洲“30位30岁以下创业精英榜单”
(工业、制造业和能源领域)

，

校友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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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MSc TIP课程时，我有很多向教授和创业导师学习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我的同学来自各行各业，并有多年的从业经验，
我从他们那里也学到很多。他们的建议和知识对我的事业有很
大的帮助。

洪启翔 | 2018届毕业生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AEvice Health
2018年亚洲“30位30岁以下创业精英榜单”
(医疗与科学领域)

我坚信教育能够培养出成功的企业家。通过创业课程，我不仅
可以向资深的、有宝贵实战经验的顶尖导师学习，而且能充分
利用丰富的人脉资源。

陈秋豪 | 2015届毕业生
联合创始人, EverComm Singapore
2016年亚洲“30位30岁以下创业精英榜单”
(制造与能源领域)



费用

*消费税以新加坡现行的消费税率为准
注：学员在新加坡的住宿费、生活费以入学体验、医疗保险等费用由学员自理。

新加坡公民 永久居民/
国际学生

资助与奖励

创业学习奖��

新加坡公民：15,000 新元

永久居民/国际学生： 30,000 新元

�
报读创业与创新课程的候选人可申请创业学习奖，符合条件者可获得高达30,000新元的入学资助。

(注：创业学习奖将陆续颁发给符合条件的优秀申请者，经费颁完为止)�

�
优秀学生奖

品学兼优的创业与创新课程学员将有机会获颁优秀学生奖并获奖金高达10,000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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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制

全日制一年

录取条件

优秀的学士学位及良好的本科成绩；
优秀的创业素质及领导才能；
本科专业不限，理工科专业背景有一定优势；
有一定创业经验或2年以上工程、管理或投资    
经验者可获优先考虑；
品学兼优且立志创业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可申请，
择优录取。

开学时间
每年7月

申请截止
申请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12月31日截止

第二阶段
入学当年4月30日截止

招生信息

-
-
-
-

-

100 新元

37,000 新元

2,590 新元

39,590 新元

报名费

课程费用

消费税(7%)

课程费用(包括7%)

100 新元

52,000 新元

3,640 新元

55,640 新元

网上申请：www.ntc.ntu.edu.sg/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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