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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艺术领域获得世界 100 强
马来西亚高校排名第五

马 来 西 亚 思 特 雅 大 学



马 来 西 亚 思 特 雅 大 学（University College Sedaya 
International，简称 UCSI）世界 500 强大学，马来西亚高校排名第五，
2020 年 QS 世界排名第 391 名，马来西亚重点大学之一，坐落于马
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有着花园大学的美称。成立于 1986 年，是马来西
亚教育部批准成立，中国教育部及全球承认的可授予大学本科及硕士、
博士文凭的海外综合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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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CSI 提供学生与世界知名研究机构和世界一流大学合作的机会。自 2014

年以来，UCSI 的优秀生获得在世界顶尖大学如哈佛大学、伦敦帝国学院

和清华大学进行具影响力的研究项目。

2.	UCSI	大学通过旗下的企业实习计划	(Co-op),	拥有马来西亚最全面及最

大规模的实习计划。UCSI 与大约 4000 家国际企业携手合作，每年安排

学生进行至少为期两个月的实习，让他们获益匪浅。UCSI 广泛的企业网

络包括全球顶尖公司，如埃森哲、联昌国际银行、德勤、DHL 国际快递、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惠普、汇丰银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马来亚银行、

雀巢、三星、斯伦贝谢、渣打银行、奥美广告公司、宝洁、国家石油公司、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等，许多公司。

3. 马来西亚最好的音乐学院，表演艺术领域获得世界 100 强的顶尖大学。

4.	2003 年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所被马来西亚教育部批准开设医学类课程的私

立大学，是大马唯一一所提供多元化课程的综合性私立大学。

5. UCSI 大学备受以下专业机构和协会认可，促使 UCSI 学生能豁免部分的

专业考卷，迈向卓越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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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本科课程

医学与健康科学

科学基础（医学科学） 医学医疗

护理文凭 视光学学士（荣誉学位）

护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社会科学与文科

艺术基础（大众传播，心理学，英语和传播，教育） 心理学（荣誉）文学士学位

大众传播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英语语言与传播（荣誉）文学士学位

音乐

音乐基础 音乐教学文凭

音乐表演文凭 当代音乐学士（荣誉）

古典音乐学士（荣誉学位）

药物科学

科学基础（药学） 药学学士（荣誉）学位

配方科学学士（荣誉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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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本科课程

工程

科学基础（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文凭

石油工程荣誉学士学位 机电工程学荣誉学士

机械工程学士学位 环境工程荣誉学士

电子工程（通信）荣誉学士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士学位

荣誉计算机工程学士学位（人工智能） 荣誉土木工程学士

化学工程学士学位

应用科学

科学基础（应用科学） 渔业水产养殖

理学学士（荣誉）营养学 法医学理学士（荣誉）学位

食品科学（荣誉）理学士学位 理学士（荣誉）生物技术

理学学士（荣誉）水科学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 BSc（荣誉）商业信息系统

数据科学荣誉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 计算机科学（荣誉）学士学位移动计算和网络

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荣誉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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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本科课程

商业

艺术基础（管理，精算科学和信息技术） 房地产行政大专文凭（EDRE）

管理大专文凭 物流管理大专

国际商务文凭 金融大专文凭

理学士（荣誉）金融和投资 理学士（荣誉）精算学和金融学

理学士（荣誉）理学学士 BComm（荣誉）营销

工商管理（荣誉）会计和金融 BBA（荣誉）油气管理

国际商务（荣誉）学士学位 国际和可持续商业（荣誉）学士学位

金融经济学学士（荣誉）学位 供应链运营管理（荣誉）文学士学位

市场营销学士（荣誉）学位 物流管理（荣誉）文学士学位

荣誉学士学位 商业管理（荣誉）文学士学位

品牌和广告学士（荣誉）学位 会计和金融学（荣誉）文学士学位

会计学（荣誉）学士学位

建筑与建筑环境

艺术基础（建筑环境） 室内建筑文凭

建筑学文凭 建筑科学（荣誉）学士学位

数量测量学士学位（荣誉） 室内建筑文学（荣誉）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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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本科课程

创意艺术与设计

艺术基础（艺术与设计） 服装设计文凭

3D 动画设计文凭 平面设计

BCA（荣誉）3D 动画设计 多媒体设计（荣誉）文学士学位

平面设计（荣誉）文学士学位 游戏设计（荣誉）文学士学位

市场营销学（荣誉）文学士学位

酒店管理与旅游

艺术基础（酒店和旅游） 休闲管理（古晋校区）

酒店管理（古晋校区） 酒店管理（吉隆坡校区）

烹饪艺术（古晋校区） 烹饪艺术（吉隆坡校区）

酒店管理学士学位（瑞士 HTMi 双重荣誉）

酒店管理（荣誉）文学士学位
（瑞士 HTMi 双重荣誉）

活动和旅游管理（荣誉）文学士学位
（瑞士 HTMi 双重荣誉）

商业（荣誉）文学士学位（古晋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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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与博士课程硕士与博士课程

医学与健康科学

理学硕士（健康老龄化，医学美容和再生医学）

社会科学与文科

儿童心理学硕士 临床心理学硕士

博士（教育）

音乐

MMus 绩效研究

工程

哲学博士（工程学） 工程工业博士学位

工程哲学硕士

药物科学

哲学博士（药学科学） 临床药学实践硕士

理学硕士制药技术

理学硕士（药学科学） 药物化学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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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与博士课程硕士与博士课程

应用科学

哲学博士（科学） 应用科学硕士，研究

理学硕士生物技术 理学硕士生物技术与业务管理

食品科学理学硕士（业务管理） 理学硕士营养与管理

商业

DBA（工商管理博士） 哲学博士（商业与管理）

数学科学哲学博士 工商管理硕士

MBA（蓝海战略） MBA（ODL 模式）

MBA 油气管理 理学硕士（精算管理）– 结构 B 或 C

物流管理硕士

建筑与建筑环境

建筑哲学博士 建筑学硕士

创意艺术与设计

艺术设计硕士

酒店管理与旅游

国际酒店管理硕士

信息技术

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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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本科课程

1. 一份 UCSI 大学申请表格	

2.	一份体检报告	

3. 一份高中毕业证书和成绩单的公正书（须翻译英语）	

4.	一份完整护照复印本	 （包括所有护照内页，空白页，护照必
须有至少十八个月的有效期）	

5. 八张以白色作背景护照型照片（5	厘米	 x	 3.5	厘米），须在
照片背面写上姓名与护照号码	

申请硕博课程

1. 一份 UCSI 大学申请表格	

2.	一份体检报告	

3. 一份个人简历	 ·一份目前工作证明信件及推荐信，需列印于
正本信头纸上	

4.	一份本科学位证书和成绩单公证书	

5. 留学生抵达马来西亚以后，校方将带领学生办理体检及相关注
册手续。

语言要求

雅思：	本硕博最少 5.0 分

托福：	本硕博最少 42 分

MUET：本硕博最少 3 级	 若无以上语言成绩，可先参加学校密集
语言培训课程，期间需要考取雅思，托福或 MUET 成绩，达到规
定分数再入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