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亚大学马来亚大学 招生简章招生简章

2021 年世界大学排名 142 位·亚洲排名 43 位

 马来西亚 5所公立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之一

  马来西亚唯一 APEX 大学

2022 全球排名 65
12/2021



3	 学校介绍与优势

4	 本科专业学制及学费

2021 马来亚大学招生简章

www.soaringfalcon.net

157 6600 2563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

创新科技广场二期东座 405-B06

(006)03 2702 4567
T3-12-11, 3 Towers,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10	 硕士与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

20	 申请条件与材料

马 来 亚 大 学
飞鹰国际教育2022 全球排名 65

2021QS全球排名 59、马来西亚排名第一

http://www.soaringfalcon.net/


马来亚大学现有 24,769 名学生，其中本科生有 15,593 名，研究生有 9,176 名，大学

坐落在首都吉隆坡，占地 812 英亩。马来亚大学的院系主要包括牙医学院，医学院，工程学

院，科学学院，文科与社会科学学院，建筑环境学院，商业与会计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育学院，文化中心，语言与语言学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以及体育与运动科

学中心等，还有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设备和马来西亚最大的大学图书馆，藏书量十分丰富。

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	简称 UM）成立于 1962 年，是马来西亚首
屈一指的研究型综合大学，也是全马历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学府，尤以文理学科和医
学著称，在许多学科领域享有世界级的声誉。作为马来西亚规模最大和最著名的大学，
马来亚大学是全马唯一一所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成员大学，联盟成员还包括加州理工学
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墨尔本大学等成员。

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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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优势

1. 2022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第 65 位，全马来西亚排名第 1
2. 纯英文授课，英语氛围浓厚

3. 费用低廉，留学性价比高，学费仅为英美加澳的四分之一

4. 英联邦教育体系，文凭含金量高。

对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QS 世界排名 98）

南京大学（QS 世界排名 131）



本科专业学制及学费本科专业学制及学费

人类学和社会学文学学士
学期 :7 学期     学费 :马币 41,100

地理学学士
学期 :7 学期     学费 :马币 4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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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与社会科学学院

英语文学学士
学期 :7 学期     学费 :马币 49,700

环境研究学士
学期 :7 学期     学费 :马币 49,800

国际与战略研究文学学士
学期 :7 学期     学费 :马币 41,100

东南亚研究文学学士
学期 :7 学期     学费 :马币 49,800

东亚研究学士
学期 :7 学期     学费 :马币 41,100

印度研究文学学士
学期 :7 学期     学费 :马币 49,500

中国研究文学学士
学期 :7 学期     学费 :马币 62,100

社会管理学士
学期 :7 学期     学费 :马币 40,900

媒体研究学士
学期 :7&1 特别学期 学费 :马币 48,700

建筑学理学学士
学制 :6&2 特别学期 学费 :马币 51,400

建筑测量学士
学制 :7&1 特别学期 学费 :马币 88,900

建筑环境学院

数量测量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72,800

城市与区域规划学士
学制 :8 学期     学费 :马币 78,700

房地产学士
学制 :7&1 特别学期 学费 :马币 7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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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学制及学费本科专业学制及学费

会计学士
学制 :8 学期     学费 :马币 82,200

工商管理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6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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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与会计学院

Shariah 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64,300

Muamalat 管理学士
学制 :8 学期     学费 :马币 61,200

伊斯兰研究学院

Usuluddin 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64,300

古兰经与圣训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64,300

牙医外科学士
学制 :5 学期     学费 :马币 677,100

	牙医学院

经济学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44,600

Shariah 与法律学士
学制 :8&1 特别学期 学费 :马币 70,500

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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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学制及学费本科专业学制及学费

马来研究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74,100

专业马来语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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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研究学院

马来文学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51,500

马来语言学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51,500

土木工程学士
学制 :8&1 特别学期  学费 :马币 90,100

机械工程学士
学制 :8&1 特别学期  学费 :马币 90,100

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学士
学制 :8&1 特别学期  学费 :马币 90,300

化学工程学士
学制 :8&1 特别学期  学费 :马币 90,100

生物医学工程学生
学制 :8&1 特别学期  学费 :马币 9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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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学制及学费本科专业学制及学费

药学学士（荣誉）
学制 :8 学期     学费 :马币 23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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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院

音乐学士
学制 :6&1 特别学期 学费 :马币 53,800

戏剧学士
学制 :6&1 特别学期 学费 :马币 53,400

创意艺术学院

舞蹈学士
学制 :6&1 特别学期 学费 :马币 53,800

辅导学士
学制 :8 学期     学费 :马币 60,700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育学士
学制 :8 学期     学费 :马币 59,800

教育学院

幼儿教育学士
学制 :8 学期     学费 :马币 6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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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学制及学费本科专业学制及学费

化学理学学士
学制 :8 学期     学费 :马币 71,700

生态学与生物多样性科学学士
学制 :8 学期     学费 :马币 6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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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学院

物理学学士
学制 :8 学期     学费 :马币 73,000

应用地质学学士
学制 :8 学期     学费 :马币 66,600

生物化学学士
学制 :8 学期     学费 :马币 66,600

数学理学学士
学制 :8 学期     学费 :马币 72,500

生物技术学士
学制 :8&1 特别学期 学费 :马币 73,000

精算学学士
学制 :8 学期     学费 :马币 50,400

微生物学与分子遗传学学士
学制 :8 学期     学费 :马币 73,000

统计学理学学士
学制 :8 学期     学费 :马币 6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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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学制及学费本科专业学制及学费

阿拉伯语言与语言学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50,800

日本语言与语言学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5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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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语言学学院

中国语言与语言学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50,700

泰米尔语言与语言学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50,700

英语语言与语言学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51,400

法国语言与语言学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50,600

德国语言与语言学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50,600

西班牙语言与语言学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50,600

意大利语言与语言学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50,600

体育管理学士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69,400

体育科学学士（运动科学）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59,900

体育与运动科学中心

计算机科学学士（计算机系统与网络）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66,300

计算机科学学士（人工智能）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66,300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学士（信息系统）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66,300

计算机科学学士（软件工程）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66,300

计算机科学学士（多媒体计算）
学制 :7 学期     学费 :马币 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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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与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硕士与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

Shariah 硕士（Fiqh	和	Usul）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 马币 2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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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研究学院

Shariah 硕士（伊斯兰教法）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 马币 23,300

Shariah 硕士（伊斯兰经济学）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 马币 23,300

Shariah 硕士（伊斯兰管理和金融）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 马币 23,300

Shariah 硕士（伊斯兰政治与行政）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 马币 23,300

Usuluddin 硕士（Aqidah	和伊斯兰思想）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 马币 23,300

Shari‘ah 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研究型 : 马币 22,600

Usuluddin 硕士（古兰经和圣训）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 马币 23,300

Usuluddin 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研究型 : 马币 22,600

Usuluddin 硕士（伊斯兰历史与文明）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 马币 23,300

伊斯兰研究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研究型 : 马币 22,600

Usuluddin 硕士（Da’wah 与人类发展）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 马币 23,300

哲学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研究型 : 马币 2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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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研究文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 马币 28,800

马来研究学院

马来研究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研究型 : 马币 22,600

哲学博士
学制 :2/3-8 学期 研究型 : 马币 35,400



硕士与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硕士与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

马来亚大学招生简章

11飞鹰国际教育

媒体研究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36,200

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

中国研究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38,600

文学硕士（英国文学）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马币 26,300

文学硕士（东南亚历史）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马币 26,300

文学硕士（马来西亚历史）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马币 25,900

文学硕士（东南亚研究）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马币 28,200

文学硕士（出版研究）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马币 25,900

文学硕士（战略与国防研究）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马币 29,100

文科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27,100

图书情报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31,900

哲学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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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 马币 30,800

建筑环境学院

项目管理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36,300

设施和维护管理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32,300

建筑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42,100

建筑环境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34,200

哲学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42,300



硕士与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硕士与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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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33,300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硕士（应用计算）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马币 36,000

软件工程硕士（软件技术）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马币 36,000

计算机科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35,600

信息科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35,600

哲学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54,000

65

工商管理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42,700

商业与会计学院

管理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43,500

会计硕士（报告和管理问责制）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马币 29,400

市场营销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35,900

哲学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44,700



硕士与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硕士与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

牙科科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4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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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医学院

哲学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76,700

经济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33,700

经济与行政学院

公共管理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34,200

应用统计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33,700

发展研究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33,700

经济学研究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34,000

公共管理研究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34,000

哲学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5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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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与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硕士与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

专业咨询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28,300

公共政策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6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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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

国际公共政策与管理学会

教育管理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24,000

数学教育与技术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23,100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22,900

阿拉伯语教育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22,900

教育硕士（课程发展）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马币 25,700

教育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34,300

哲学博士（研究型）
学制 :4-12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31,100

哲学博士（混合型）
学制 :4-12 学期 混合型 :马币 6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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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与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硕士与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

机械工程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6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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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62,800

系统工程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51,900

安全、健康与环境工程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62,800

工程科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44,900

哲学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61,100

英语语言研究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34,800

语言与语言学学院

文学硕士（语言学）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马币 36,800

哲学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40,000

法律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28,700

法学院

商业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28,700

刑事司法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马币 30,600

法律研究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39,100

哲学硕士
学制 :4-12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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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与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硕士与博士专业学制及学费

公共卫生硕士
学制 :4-7 年  授课型 :马币 20,500

医学硕士
学制 :2-8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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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飞鹰国际教育

医学院

药学系

护理科学硕士	
学制 :4-7 年  授课型 :马币 24,900

哲学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研究型 :马币 64,700

医学教育硕士
学制 :4-7 年  授课型 :马币 28,500

健康研究伦理学硕士		
学制 :4-7 年  授课型 :马币 60,100

医学物理学硕士
学制 :4-7 年  授课型 :马币 23,500

医学硕士（再生医学）						
学制 :4-7 年  混合型 :马币 67,900

医学硕士
学制 :4-7 年  研究型 : 马币 30,400

医学寄生虫学和昆虫学硕士
学制 :4-7 年  授课型 : 马币 59,600

公共卫生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混合型 : 马币 69,100

医学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研究型 : 马币 63,600

哲学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研究型 : 马币 6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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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研究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 马币 33,900

力量与调节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 马币 31,700

表演艺术硕士（音乐）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 马币 39,100

亚欧研究所

运动与运动科学中心

创意艺术学院

东盟研究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 马币 33,900

运动科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研究型 : 马币 32,000

文学硕士（视觉艺术）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 马币 39,100

舞蹈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 马币 37,900

哲学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研究型 : 马币 36,000

哲学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研究型 : 马币 31,200

哲学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研究型 : 马币 39,600

表演艺术硕士（戏剧）
学制 :2/3-8 学期 混合型 : 马币 35,400

文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研究型 : 马币 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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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物理理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 马币 30,200

科学院

统计学理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 马币 26,500

仪器分析化学理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 马币 34,500

石油地球科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 马币 43,500

可持续发展科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 马币 27,800

生物信息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 马币 38,200

理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 数学   研究型 : 马币 25,500

 · 科学技术       研究型 : 马币 21,800

 · 物理 /生物 /化学 /

哲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 文学   研究型 : 马币 42,600

 · 科学       研究型 : 马币 42,600

 · 动力能源  研究型 : 马币 37,300

 · 光子学   研究型 : 马币 37,300

 · 海洋和地球科学 研究型 : 马币 42,600

哲学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 文学   研究型 : 马币 53,500

 · 科学       研究型 : 马币 67,500

 · 动力能源  研究型 : 马币 71,300

 · 光子学   研究型 : 马币 71,300

 · 海洋和地球科学 研究型 : 马币 67,500

作物保护理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 马币 38,700

环境管理技术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 马币 32,000

   地质研究型 研究型 : 马币 32,500

   化学 /地质 研究型 : 马币 40,400

生物技术理学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 马币 31,100

可再生能源硕士
学制 :2/3-8 学期 授课型 : 马币 44,100

高等研究院

哲学博士
学制 :4-12 学期 

 · 数学 ,科学技术 研究型 : 马币 32,400

 · 物理 /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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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本科专业

申请条件
 · 拥有高中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的证书），分数达 80% 或以上

 · 获得公认机构的专业文凭，其 CGPA 至少为 3.00

 · 对于某些特定的专业，申请者可能需要进行面试

 · 一般本科专业需要至少5.0分雅思成绩；工程类专业，护理科学学士，

以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学士需要至少 5.5 分；计算机科学与信

息技术类专业，生物医学科学学士，生物化学理学学士，生物健康

理学学士，遗传学理学学士，微生物学理学学士，以及牙医外科学

士需要至少 6.0 分 ; 英语与语言学学士需要至少 6.5 分

申请材料

 · 蓝底照片

 · 护照原件（首页）

 · 高中毕业证书复印件及其中英文公证件

 · 高中成绩单复印件其中英文公证件

 · 自费学生需要拥有财务证明；资助学生需要担保信函

 · 在网上注册交付 300 马币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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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硕士专业

申请条件
 · 拥有荣誉学士学位或者相关领域的同等学位，且 CGPA 3.00 或以上

 · 一般硕士专业需要至少 5.5 分雅思成绩；媒体研究硕士、文学与社

会科学文学硕士、商业研究生学院与商业与会计学院、牙医学院、

教育学硕士(幼儿教育)、教育学硕士、语言学文学硕士需要至少6.0

分雅思成绩；英语研究硕士需要至少 7.0 分雅思成绩

申请材料

 · 蓝底照片

 · 护照原件（首页）

 · 本科学位证复印件其中英文公证件

 · 本科毕业证书复印件及其中英文公证件

 · 本科成绩单复印件其中英文公证件

 · 自费学生需要拥有财务证明；资助学生需要担保信函

 · 在网上注册交付 300 马币手续费

 · 1000 字开题报告（申请研究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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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博士专业

申请条件
 · 拥有硕士学位或者相关领域的同等学位，且 CGPA 3.00 或以上

 · 一般博士专业需要至少 5.5 分雅思成绩；商业研究生学院与商业与

会计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哲学博士、牙医哲学博士需要至

少 6.0 分雅思成绩

申请材料

 · 蓝底照片

 · 护照原件（首页）

 · 本科及硕士学位证复印件其中英文公证件

 · 本科及硕士毕业证书复印件及其中英文公证件

 · 本科及硕士成绩单复印件其中英文公证件

 · 自费学生需要拥有财务证明；资助学生需要担保信函

 · 在网上注册交付 300 马币手续费

 · 1000 字开题报告（申请研究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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