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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介绍

• 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

• 政治稳定，治安良好， 社会和谐

• 2900万人口，其中800万人为华裔

• 英联邦国家，英国的教育体制, 良好的英文环境

• 温和的热带雨林气候 ，24 °C – 30 °C没有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

Introduction Of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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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美景 美食圣地 购物天堂

Introduction Of  Malaysia马来西亚介绍

平均生活费人民币1800元/月，水

果海鲜肉类较便宜，中餐馆也比较

多，米面馒头一应俱全

物价非常便宜，苹果手机每台至少

便宜人民币1000多元，化妆品便

宜2/3，联想电脑便宜1/3

拥有充足的阳光，大面积的海滩、

独特的海岛，以及珍贵动物，还有

大片的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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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National University国立大学概述



Introduction Of National University国立大学概述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是马来西亚五所研究性大学之一，于2011年经马来西亚国家议会批准更名为马来西亚国立大学（马来文：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英文：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简称UKM/国大）成立于1970年，是马来西亚第三所公立

大学。

国大的在校学生约27000多人，其中本科生有19000多人。研究生和博士生人数为8500多人，约占学生总人数的30%。目前有来自

世界各地的留学生1000多人，攻读各个专业的硕士和博士课程。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是东南亚乃至全球非常著名的大学，文凭和学历得到国际的广泛认可，所以它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学生前来求学。

在2013年QS topuniversity,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的亚洲大学排名中，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国立大学（UKM）位列第57名；

2013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名列269名，只有七所中国大学排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国立大学之前；

在最新的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国立大学位列第184名，全亚洲名列41名。



Introduction Of National University国立大学校园环境

高尔夫操场国立大学正门



Introduction Of National University国立大学校园环境

图书馆 休息大厅阅览室



Introduction Of National University国立大学宿舍环境

宿舍是两人间，有独立卫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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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低，每月生活开支人民币1800元/月
以内；住宿费人民币600元/月以内

低成本

亚洲排名第41名，中国只有7所高校位于马
来西亚国立大学前列

高含金量

硕士研究生学制为1-2年，允许提前修完
学分、提前毕业

超短学制

The Advantage Of Project留学优势概述

留学无需任何资金担保，同时留学无需提供任何
资金证明

无需担保

无时差、飞行距离短。单程人民币1100元左右
（郑州-吉隆坡），首次抵达可享受免费接机

交通便利

签证通过率接近100%

高通过率



硕士报考专业方向

医学院   共28个方向 环境发展学院   共9个方向

工学   共42个方向 马来文化学院   共6个方向

理学   共53个方向 马来国际学院   共6个方向

历史学   共9个方向 微观工程与纳米技术学院   共8个方向

工程学院  共11个方向 分子生物学院   多个方向

法学院   共22个方向 燃料电池学院   共3个方向

教育学院  共29个方向 系统生物学院   多个方向

经济管理学院   共29个方向 视觉传达学院   共4个方向

科学技术学院   共19个方向 种族研究学院   多个方向

信息技术学院   共4个方向 太阳能学院   多个方向

社会人文学院   共17个方向 气候变化学院   共8个方向

Professional Direction for Postgraduate



硕士报考专业方向 Professional Direction for Postgraduate

学院 专业 授课形式

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 研究型

工业计算机 研究型

信息科学 研究型

信息管理系统 研究型

人工智能 研究型

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 研究型+授课型

计算机技术（网络工程） 研究型+授课型

计算机技术（高性能运算 研究型+授课型

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 研究型+授课型

信息技术（情报学） 研究型+授课型

信息技术（信息科学） 研究型+授课型

信息技术（多媒体系统） 研究型+授课型

信息系统 研究型+授课型

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授课型

化学工程 授课型

通信工程 授课型

机械工程 授课型

微电子工程 授课型

建筑学 授课型

微观工程与纳米技术
学院

微电子包装材料 研究型

光电纳米技术 研究型

印刷电子学 研究型

微电子机械系统 研究型

无线电路 研究型

微观纳米系统 研究型

石墨纳米管电子技术 研究型

传感技术 研究型

视觉传达学院

视觉传达 研究型

人机交互 研究型

计算机图像处理 研究型

智能可视化数据分析 研究型

学院 专业 授课形式

教育学院

英语教育 可选

课堂教学法 可选

特殊教育 可选

马来语教育 可选

伊斯兰教育 可选

计算机教育 可选

科学教育 可选

商业教育 可选

学前教育 可选

体育管理 可选

教育行政管理 可选

教育社会学 可选

资源与信息科学 可选

数学教育 可选

阿拉伯语教育 可选

历史教育 可选

经济学教育 可选

文学教育 可选

测量计算学 可选

指导咨询 可选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 授课型

企业管理与创新 授课型

货币经济学 授课型

公共经济学 授课型

发展经济学 授课型

人力资源管理 授课型

农业应用经济学 授课型

环境资源经济学 授课型

计量经济学 授课型

产业经济学 授课型

国际经济学 授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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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医学院   共28个方向 环境发展学院 共9个方向

工学    共42个方向 马来文化学院 共6个方向

理学    共53个方向 马来国际学院 共6个方向

历史学  共9个方向 微观工程与纳米技术学院  共8个方向

工程学院 共11个方向 分子生物学院    多个方向

法学院   共22个方向 燃料电池学院   共3个方向

教育学院  共29个方向 系统生物学院    多个方向

经济管理学院 共29个方向 视觉传达学院   共4个方向

科学技术学院 共19个方向 种族研究学院     多个方向

信息技术学院 共4个方向 太阳能学院       多个方向

社会人文学院 共17个方向 气候变化学院  共8个方向

博士报考专业方向 Doctor of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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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人力资源经济学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Human 

Resource Economics
p 农业与应用经济学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p 货币经济学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Monetary 

Economics
p 西亚研究博士-经济开发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West Asian 

Studies - Economic Development
p 发展经济学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Development Economics
p 公共经济学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Public 

Economics

 税务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Taxation
 经济学教育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 Economics Education
 计量经济学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 Econometrics
 环境和资源经济学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国际经济学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 Intemational 
Economics

 工业经济学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 Industrial Economics

Doctor of Philosophy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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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教育社会学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 科学教育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Science Education

p 特殊教育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Special Education

p 文学教育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Literature Education

p 医学教育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Medical Education

p 数学教育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Mathematics Education

p 计算机教育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Computer Education
p 成人与职业发展教育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Adult and Profes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

p 工程教育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Engineering Education
p 发展科学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Development Science
p 课程与教学法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p 学前教育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Preschool Education
p 哲学博士-教育管理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Educational Management
p 经济学教育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Economics Education
p  技术和职业教育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p 历史教育博士

p Doctor of Philosophy - History Education 

教育学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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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申请流程 Application Process

01 02 03

06 05 04

提交申请材料
准备语言考试

国立大学处理
材料，发放录
取通知书

国立大学申
请办理学生
签证

国立大学将
会安排机场
接机和宿舍

填写国际学
生接机表

申请单程入
境签证



留学申请流程 Application Process

1. 国立大学申请表格

2.  公证书及证明材料
         1）高中毕业证及高中成绩单公证书
         2）本科毕业证及本科成绩单公证书
         3）个人简历（模版）
         4）工作证明（模版）

3. 电子版白底背景的彩色照片（45mm*30mm）（移民局规定照片
要求：1.不可以露牙齿 2.不允许戴眼镜.3.头发不能遮眉遮耳）

4.  一份齐全护照整本复印件（每一页都要包括空白以及护照有效期
需要至少12月以上）

5. 国际学生签证注册1300美金 （此费用不能退还或转让他人）

6. 体检：
        1）EMGS体检表（先打印出来，带去体检中心）
        2）血检，尿检，乙肝五项，胸透，依赖性药物检测等报告（中英文或

者英文）

01
提交申请材料
准备语言考试

提交申请材料



• 考生获得国立大学颁发的证书
• 此证书获马来西亚教育部认可
• 可以替代雅思考试

留学申请流程 Application Process

通过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语言水平考试01
提交申请材料
准备语言考试



留学申请流程 Application Process

通过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语言水平考试01
提交申请材料
准备语言考试



02
国立大学处理
材料，发放录
取通知书

留学申请流程 Application Process

处理学生申请材
料，时间5-6天，
国立大学将发录
取知书。



03
国立大学申请办理学生签证

06
国立大学将会安排机场接
机和宿舍

04
申请单程入境签证

05
填写国际学生接机表

处理了完整材料后，国立大学国际事务部负责人将会把
学生申请资料呈交相关部门申请学生签证，整个过程需
要6-8周

签证批准后，到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单
程入境签证

填写国际学生接机表，提前7天提供航班资料如：学生
姓名，性别，护照号码，航班号，抵达时间，电话。（
学生抵达日期最好避免节假日）

国立大学将会安排机场接机和宿舍

留学申请流程 Application Process



留学申请流程 Application Process

  中国留学生反签信进度查询（注明：学生随时查

询自己的签证进度）
  
http://educationmalaysia.gov.my/index.php/e
mgs/application/searchForm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学

生随时查询马来西亚大学的认证名单）
  http://www.jsj.edu.cn/n1/12027.shtml

07
其他说明



护照公证书办理流程 Application Process

到当地户口所在地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处申请（因私出国护照）一
本，（现在申请护照在国内没有
任何条件限制），带上资料身份
证、户口本原件，在当地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处办理，通常情况下
2-3周可以拿到护照（加急办理可
以提前2周

申请护照

在申请护照同时，到最后毕业
（或者目前在读）的学校教务处，
告诉学校要申请海外留学，请学
校开一份在学校上课期间每学期
的成绩证明单，成绩证明单列出
在学校每学期的课程和成绩，必
须加盖学校公章或教务处印章。

申请成绩证明

将成绩证明和毕业证书原件（或
者《在校证明信》）到当地“公
证处”办理公证，一般收费人民
币300-400元/份（有地区差异，
以当地公证处实际收费为准），
通常为每一件公证书为2份，办理
周期通常为3-7个工作日。

办理公证书

注意事项：

p如果是在校应届毕业生，暂时没有毕业证书，则请教务处开一份学生在校证明，以及在校成绩。

p办理公证书时一定要向公证机关说明，以上公证件是办理出国留学用的，必须要有英文翻译文件



留学回国的政策支持 Policy

1. 学生毕业后可获得中国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

       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HTTP://www.jsj.edu.cn

2.  享受留学生归国创业优惠政策及待遇

      （包括落户、购房、购免税车等，具体以各地市政策为准）

3.  档案入国家人事部人才流动中心专业人才库（可

网上查询），可作为应聘、晋升、职称评审等的重

要依据。报考公务员、进入大型国企等单位更具有

优势。



留学费用等 Expense

  1   学习费用—根据学校官方发布的标准

  2 生活费用—吃饭人民币1800元/月以内

  3 住宿费用—人民币600元/月以内

  4   签订费用、公证费用等

  5   语言培训费用、出国服务费



咨询问答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