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传媒硕士  MCA

 

本科项目 UNDERGRADUATE PROGRAMS 

➢ 中文项目 Chinese Program

❒ 工商管理学士——国际商务 ❒ 工商管理学士——旅游管理

BB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BA (Tourism Management)

❒ 工商管理学士——金融与会计 ❒ 文学学士——艺术设计

BBA (Finance and Accounting) BA (Arts and Design)

❒ 工商管理学士——国际商务（双学位）

❒ BBA (International Business)(Dual Degree)

➢ 中英双语项目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Program

 

      

硕博士研究生项目 GRADUATE PROGRAMS 

➢ 中文项目 Chinese Program

  ❒ 教育管理硕士  M. ED
❒ 艺术设计硕士    M. F. A.
❒ 教育管理哲学博士   Ph. D. ED

   
❒ 工商管理硕士 MBA
❒ 工商管理学哲学博士 Ph. D. BA

➢ 中英双语项目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Program

 ❒ 

 

报名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申请人签名： 

工商管理硕士  MBA

❒ 工商管理学士——商业创新❒ 工商管理学士——国际商务

BB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工商管理学士——金融与会计

BBA (Finance and Accounting)

BBA (Business Innovation)

 

博仁大学中国办事处
电话：400-1066-870
邮箱：china-admission@dpu.ac.th
地址：110/1-4 Prachachuen Road Laksi,

Bangkok 10210 Bangkok, Thailand 

方向分为:

Concentration in:
❑ 航空管理 Aviation Management
❑ 时尚设计 Fashion Design
❑ 酒店与旅游管理 Hot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 数字媒体与创作 Digital Media and Creation
❑ 其他 Other

  ❒

❒ 艺术设计硕士  M. F. A.
❒ 工商管理学哲学博士   Ph. D. BA



个人信息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民  族 护照号码 

护照签发地 护照有效期至 

婚姻状况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外语水平 

（勾选） 

❒高中 ❒四级 ❒六级

❒其他
特长、爱好 

邮 箱 联 系 电 话 

QQ 号码 
申 请 专 业 

微信号 

信息来源 

（勾选） 

❒官网官微 ❒网络媒体 ❒朋友介绍 ❒合作院校、机构

❒院校老师 ❒报纸 ❒贴吧 ❒其他

推荐人 推荐单位

教育背景 

（从高中开始写起）

毕业学校 在校时间 主修专业 学历 

家庭主要成员/紧急联系人

姓 名 关 系 工作单位 职 务 手机号 微信号 联系地址 

申请人签名： 



申请文件清单

以下列出的信息是申请博仁大学课程所需的信息。请确保将所有必需的信息与您的入学申

请书一起邮寄给我们： 

❑ 照片: 两张护照照片

❑ 个人证件:

o 泰籍学生: 户口册，身份证

o 国际学生: 有效的 护照复印件（有效期 6 个月以上）

❑ 毕业证（学位证） 公证书: 毕业证原件的扫描件；中英文对 照的公证书 2 份，并扫描。

分辨率在 300 以上。

❑ 毕业成绩单公证书: 成绩单原件扫描件；中英文对 照的公证书 2 份，并扫描。

❑ English Proficiency: (Only English Program) Official English proficiency score report (IELTS 4.5 or optional)

❑ 报名费 20,000 泰铢（两万泰铢正）

**提交报名表7日内需缴交报名费，包含在学费内。支付完成后不予以退还。

博仁大学汇款信息为：

银行名称：KASIKORN BANK (泰国开泰银行) 
银行账户名称：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分行：URBAN SQUARE (PRACHACHUEN12) 
银行账号：647-1-01891-9 
银行地址：KASIKORN BANK PUBLIC COMPANY LIMITED 

332 PRACHACHUEN ROAD, THUNGSONGHONG SUB-DISTRICT, 
LAKSI DISTRICT, BANGKOK THAILAND. 10210 

银行汇款代码：KASITHBKXXX 
电话：(+66) 2-954-7300 EXT.881 / (+66) 2-954-8643 

声明 

此报名申请表和申请辅助材料中包含的信息确认提供给博仁大学，其具有以下解释： 

1. 该信息将由博仁大学学术和相关行政人员或指定招生代理办理入学使用。

2. 申请者有权查看和更正所提供的信息。

3. 申请者需了解博仁大学根据申请者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如有虚假或不完整信息大学有权更改

或撤销录取资格。

4. 如果申请者不同意本声明中的条款，将不予接受申请者的申请。

申请人声明本人声明上述申请表中及今后提供的所有信息及资料真实有效。 

签名:                               / / 

年               月      日 
DPU -Student Admissions 
www.dpu.ac.th

   

 
 

 
 

博仁大学中国办事处
电话：400-1066-870
邮箱：china-admission@dpu.ac.th
地址：110/1-4 Prachachuen Road Laksi,        
            Bangkok 10210 Bangkok, Thailand 

http://www.dpu.ac.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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