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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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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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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3144 UKM

国大有两个校区，总校坐落于雪兰莪州

万宜新镇 (Bandar Baru Bangi)，离吉隆坡市

区约 35 公里，占地面积 1，096 公顷（16,440

亩），分校坐落在吉隆坡市区，占地19.9公顷，

而其大学医院和教学医院，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医疗中心 (PPUKM/UKMMC) 则位于蕉赖地区。

目前国大拥有各类各级教师 2024 人，267

名教授，491 名副教授，1,218 名讲师，48 名

研究人员，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资源丰富，软

硬件配套设施齐全。国大的在校学生约 27,000

多人，其中本科生有 19,000 多人。研究生和

博士生人数为 8,500 多人，约占学生总人数的

30%。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 1,000 多人，

攻读各个专业的硕士和博士课程。国大是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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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球排名1%的顶尖大学。

在 2022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马来西亚国立

大学位列第 144 名 , 在马来西亚排名第三。

国民大学共有 12 个学院，是一所综合型

大学，专业非常广泛，有文、理、工、商、

医科等各类专业。开设人文和社会学、伊斯兰

学、教育学、马来西亚发展和文明、经济学、

法律、理科类和科技类、健康、工程、商科、

MBA、MC ( 会计 )、环境管理、部门管理和发

展、马来西亚和国际事务研究、医学、临床

等 170 多个专业的本科、硕士和博士课程。

1. 2022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马来西亚国立大学位列第 144 名。

2.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是马来西亚教育部和中国教育部深度认可的公立大学，  

留学手续简单快捷，签证无需经济担保。

3. 留学性价比高，生活费每月 2-3 千元人民币，交通便捷，工薪阶层留学首选。

4. 完善的国内外服务，校内驻扎服务团队，提供境内外一切服务事宜。

5. 学校位于吉隆坡，距机场二十分钟车程，校园环境优美，有亚洲最美大学的美称。

6. 马来西亚国家安宁，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治安稳定，人民热情友好， 文化多元，

文化包容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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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市场成人学历提升需求不断扩展的同时，对提升学历的质量
要求尤其是对中国教育部相关机构可以认证的学历要求在不断加强。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与马中教育文化交流协会联合开发博士培养计划，  
招生对象为具有硕士学历且有意继续深造的精英群体，目的为促进两国
教育共同发展，培养高级别，高水平的实用人才。

本项目通过研究计划书的指导及学术申请材料的审核提升录取率， 
通过增加学术指导课帮助学生读博期间熟悉马来西亚的学术要求，      
增强学生的信心和研究能力，利用集中学习模式合理安排三年的时间  
规划，有步骤的进行论文指导和期刊文章写作指导以提高毕业率。此外，
学生在读博期间，讲提供完善的境外服务，如接机、注册、协助办理体检、
续签、住宿安排、生活与学习指导，确保读博期间无后顾之忧。

项目介绍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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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144 UKM

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

5

教育学博士

辅导哲学博士

质量管理哲学博士

计算教育哲学博士

数学教育哲学博士

健康教育哲学博士

课程开发哲学博士

幼儿教育哲学博士

教育管理哲学博士

体育管理哲学博士

科学教育哲学博士

高等教育哲学博士

历史教育哲学博士

哲学与伦理哲学博士

课程与教育哲学博士

伊斯兰教育哲学博士

教育心理学哲学博士

教育社会学哲学博士

马来语教育哲学博士

经济发展教育哲学博士

阿拉伯语教育哲学博士

马来教育文学哲学博士

技术与职业教育哲学博士

教育测量与评估哲学博士

学习技术与创新哲学博士

特殊教育与包容哲学博士

运动教练的领导力哲学博士

教练和教练专业精神哲学博士

成人教育与终身学习哲学博士

创业教育与组织领导哲学博士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TESL)	哲学博士

教育学院
教育学院 (FPEND) 于1972年作为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内的一个教育部门成立。

该部门于 1986 年 10 月 16 日升级为学院。FPEND 现阶段在位于班宜校区的第二大

学大楼内运作。FPEND 得到教育和教育方法与实践部基金会的支持，用于开展本科

和研究生教育课程。

飞鹰国际教育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6144 UKM

经济与管理学院

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

经济与管理学院始于 1970 年经济与商业系的成立，与大学成立同年。该部门位

于吉隆坡 Lembah Pantai。在其存在初期，经济学学科仅享有文学院“系”的地位。

经济与商业系于 1974 年 1月 1日获得教职，这是经济与管理学科快速发展的结果。

新学院被命名为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科日益复杂，加上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促使学院分为两个学院，

即经济学院和工商管理学院。这发生在 1979 年 5 月 16 日，从那时起，两个学院突

飞猛进，各自发展。

1996 年，UKM 高层管理人员考虑重组大学学院和学术部门。1997 年 8 月，决定

以学科分组为基础进行院系合并。从 1999 年开始，科学组的所有学院都将合并为

一个学院，名为科学技术学院。2001 年，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发展科学学院和语

言研究学院紧随其后，全成为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2004 年 4 月 1 日，经济学院和

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名称反映了经济、企业管理和会计领域的主要学科以及以

其认识论基础的统一知识。

飞鹰国际教育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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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
创业哲学博士
 · 电子创业

 · 创业精神

 · 创新管理

 · 国际创业

 · 创造价值

 · 社会创业和商业

会计哲学博士
 · 金融

 · 商业法

 · 企业报告

 · 会计信息系统

 · 会计和金融服务

 · 审计和保证服务

 · 公司治理和诚信

 · 问责制和管理控制

经济学哲学博士
 · 行为经济学

 · 数字经济学

 · 计量经济学

 · 产业经济学

 · 国际经济学

 · 发展经济学与社区

 · 财政和货币经济学

 · 伊斯兰经济与金融

 · 旅游和酒店经济学

 · 人力资源开发经济学

管理哲学博士
 · 领导

 · 宗教管理

 · 数字营销

 · 全球业务

 · 知识管理

 · 组织行为

 · 零售营销

 · 战略管理

 · 大数据管理

 · 更换管理层

 · 消费者行为

 · 人力资源管理

 · 运营管理和物流

 · 道德和专业精神

 · 服务营销旅游和酒

 · 压力管理和人体工程学

飞鹰国际教育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8144 UKM

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由 100 名教职员工组成，其中包括 9名教授。新校区位于

国大班宜第二个连接处，它有 8个建筑、2个演讲厅和 1个本科 /研究生中心街区，

且还设有 3 个研究中心，由各个研究领域的专家推动。成立这 20 年以来，信息 

科学与技术学院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学生也通过

积极参与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众多项目和比赛（例如 FIRA 机器人世界杯锦标赛） 

来彰显他们的存在感。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哲学博士

工业计算哲学博士

计算机科学哲学博士

系统科学与管理哲学博士

飞鹰国际教育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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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致力于通过卓越的研究来展示具有高影响力的研究文化， 

这些研究促进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领域的科学进步，包括在理解、方法、理论和

应用方面的重大进步。2020 年，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成功地获得了国家和国际研究

资助、与行业的研究合作、高影响力期刊出版物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专家。

传播哲学博士

历史哲学博士

政治学哲学博士

心理学哲学博士

语言学哲学博士

发展科学哲学博士

发展科学哲学博士

社会工作哲学博士

马来文学哲学博士

环境管理哲学博士

人类发展哲学博士

马来语研究哲学博士

艺术表演管理哲学博士

英语语言研究哲学博士

战略与安全研究哲学博士

人类学与社会学哲学博士

英语语言后殖民文学哲学博士

飞鹰国际教育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10144 UKM

部分导师信息部分导师信息

教育学院
Dr. Denise Koh 
Choon Lian

专业领域：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哲学博士

Dr. Mohd Mokhtar 
Hj Tahar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特殊教育博士

体育与休闲教育、
健康教育与人体运动科学

专业领域： 特殊教育、学习障碍和治疗

Dr. Suziyani 
Mohamed

专业领域：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教育博士

Dr. Nur Ehsan Mohd 
Said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英语语言学博士

幼儿特殊教育、社会情感发展、筛查 专业领域：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TESL)

YBHG. PROF. DR. 
AINI AMAN

专业领域：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会计信息系统博士

YBHG. PROF. DR. 
AISYAH ABDUL 
RAHMAN

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
伊斯兰银行与金融博士

数字经济、会计信息系统、
全球商业服务

专业领域： 伊斯兰和传统金融与银行、风险管理

YBHG. PROF. DR. 
MOHAMAT SABRI 
HASSAN

专业领域：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金融工具报告博士

YBHG. PROF. 
DR. ZULKEFLY 
ABDUL KARIM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
经济学博士

公司报告和治理 专业领域： 货币与金融经济学、国际金融、
应用计量经济学和公共政策

经济与管理学院

飞鹰国际教育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11144 UKM

部分导师信息部分导师信息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TS. DR. ABDUL 
HADI ABD 
RAHMAN

专业领域：

马来西亚理工大学
哲学博士

DR. LAM MENG 
CHUN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哲学博士

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数据分析、
移动应用程序、机器人

专业领域： 人机交互、机器人、虚拟和增强现实

TS. DR. AFZAN 
ADAM

专业领域：

英国利兹大学
计算机者博士

DR. KERK YI WEN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
哲学博士

数据分析、数字病理学、图像处理、
机器学习

专业领域： 计算智能、模糊系统、风险管理

Associate Professor 
Dr. Wan Amizah Wan 
Mahmud

专业领域：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传播学博士

Prof. Dato’ Dr. 
Imran Ho Abdullah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
认知语义学博士

媒体和传播政策、电影审查、广播系统、
青年和社会转型、翻译和字幕

专业领域： 认知语言学、
语料库语言学和教育语言学

Assoc. Prof. Dr. Nor 
Fariza Mohd Nor

专业领域：

马来亚大学
应用语言学博士

Prof. Madya Dr. 
Mohammad Rahim 
Kamaluddin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犯罪学博士

话语分析、批判性话语分析、语用学、
数字人文（数字通信、电子学习）

专业领域： 犯罪学、犯罪心理学、刑事测试、
评估和剖析、预防犯罪、法医犯罪学、
犯罪类型学、社会疾病、囚犯康复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

飞鹰国际教育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12144 UKM

基本毕业条件、申请条件与材料基本毕业条件、申请条件与材料

基本毕业要求

申请博士课程

至少有 2篇与博士水平的研究相关的文章，发表在该领域知名 SCOPUS/WOS 索引期刊上

申请材料
申请需要材料：

1. 填写完整的申请表一份

2. 照片扫描件（两寸，免冠白底、蓝底）

3. 本科、硕士毕业证及中英文公证书（扫描件）

4. 本科、硕士学位证及中英文公证书（扫描件）

5. 本科、硕士成绩单（尽量包含绩点说明）及中英文公证书（扫描件）

6. 如申请艺术和建筑学专业，将作品刻成光盘并提供作品的照片

7. 收入证明（中英文）彩色扫描件

8. 两封英文推荐信（来自大学导师或工作单位）及英文工作证明（若有）1份

9. 身份证正反面彩色扫描件

10. 护照首页彩色扫描件

11. 护照整本彩色扫描件（整本彩色扫描件包括枣红色封面和背面及所有空白页）

12. 雅思 /托福成绩单彩色扫描件（若有）

13. 申请研究型学位需递交开题报告（Research Proposal）

申请博士条件：

具有学士学位，平均成绩 CGPA 不低于 3.00，同时具有硕士学位，平均成绩 CGPA 不低
于 3.00

可免雅思申请获取 Offer，大多数专业要求雅思 6.0 分（或同等托福）注册学籍，  
个别专业要求雅思 6.0 以上分数注册学籍

飞鹰国际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