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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9 年，理科大学成立后，为满足一

所更大的校园和有利的学习环境，并且适合国 

家未来发展的需求。在 1971 年，原计划设在

Sungai Ara 的校园搬到了现在的所在校区 --

槟城市，这是一所面积达到 500 英亩的美丽

校园，面朝大海的绿色和丘陵风光，实在是令

人神往。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是大马国内公认的排名

第二的老牌名校。校园规模庞大、环境优美，

被誉为亚洲的花园大学。USM 是马来西亚学生

人数最多的大学，目前在校学生33,000多人，

研究生 7,000 多人，来自世界 50 多个国家的

国际学生3378人。USM还拥有600多位教授（正

副）和 1000 多名高级讲师及 30 多名院士。

USM 以医学、理学、工程学最为卓著，并

拥有 28 个学院，26 个研究中心，8 个研究平

台，10 个服务中心。学院分别是艺术学院、

生物科学学院、传播学院、化学科学学院、计

算机科学学院、远程教育学院、住房、建筑与

规划学院、人文学院、工业技术学院、管理学

院、数学科学学院、医药科学学院、物理学院、

社会科学学院等组成。

USM 自成立之初，实行了学制，而不是传

统的教员制。这种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每所

学校都可以满足学生在所选择研究领域中可以

更专注对学位的需求。同时，学生也可以有

机会去另一所学校提供的其他研究领域不断探

索。这种跨学科的方式确保理科大学是大马第

一所采用这种制度的学校，将培养出训练有素、

多才多艺的毕业生。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是综合性研究型五星级大

学，正是因为其卓越的教学和科研水平， USM

在国内外享有非常高的声誉，USM 被联合国大

学指定为可持续发展专业技术教育的区域中

心，成为继日本、加拿大、西班牙、太平洋 

岛国家、荷兰和德国等中心外的全球第 7 个区

域中心。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简称	USM）是马来西亚第	
二所大学，也是一所顶尖综合性研究型公立大学，成立于	1969	年，在	1971	年	10	月	
4	日大学法生效之前，最初的名称是槟城大学。1962	年，槟城州立法会批准了一项决
议，建议在槟城州建立一所大学学院。1967	年	8	月	7	日，当时的总理	Y.T.M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为理科大学（USM）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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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优势
1. 2022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位列全球第 147 位

2. 马来西亚 5 所公立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之一公立大学

3. 世界排名高，管理规范、教学质量高

4. 中国教育部认证学历、学位；涉外监管信息网查询院校；回国认证有保障；
享受与欧美大学一样的海归待遇

5. 国立大学的学杂费低，费用仅为欧美留学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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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学制及学费本科专业学制及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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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

医学士
学制 :5 年 学费 :美元 137,500

国际医学课程（IMP）USM-KLE
学制 :5 年 学费 :美元 100,000

牙科学院

牙科医生（DDS）
学制 :5 年 学费 :美元 112,500

健康科学学院

生物医学科学学士（荣誉）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7,000

营养学学士（荣誉）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7,000

法医学理学士（荣誉）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7,000

肾脏护理高级文凭
学制 :1 年 学费 :美元 5,000

医学放射学士（荣誉）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7,000

环境与职业健康学士（荣誉）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7,000

健康科学（荣誉）学士（运动与运动科学）
学制 :3.5 年 学费 :美元 14,875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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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士（荣誉）（化学）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3,750

应用科学（荣誉）学士（工业化学）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3,750

应用科学（荣誉）学士（分析化学）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3,750

化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荣誉）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5,000

•	 智能计算
•	 计算基础架构
•	 软件工程

物理学院

理学士（荣誉）（物理学）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3,750

应用科学学士（荣誉）（地球物理学）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3,750

应用科学学士（荣誉）（医学物理学）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3,750

计算机科学学院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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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科学（荣誉）（应用生物学）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3,750

•	 农业生物学
•	 水生生物学
•	 生物技术
•	 昆虫学与寄生虫学
•	 环境生物学

数学科学学院

理学学士（荣誉）（数学）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3,750

应用科学学士（荣誉）（数学与经济学）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3,750

应用科学学士（荣誉）（应用统计学）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3,750

理学学士（荣誉）（生物）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3,750

•	 微生物
•	 植物生物学
•	 动物生物学

工业技术学院

技术学士（荣誉）（食品）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5,000

技术学士（荣誉）（生物资源）
学制 :3.5 年   学费 :美元 13,125

技术学士（荣誉学位）（环境）
学制 :3.5 年   学费 :美元 13,125

生物科学学院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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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士（荣誉）（建筑项目管理）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8,000

城市与区域规划学士（荣誉）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8,000

室内建筑学士（荣誉）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8,000

建筑工程技术学士（荣誉）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8,000  

建筑学理学士（荣誉）
学制 :3 年   学费 :美元 18,750

建筑测量学士（荣誉）	
学制 :3.5 年   学费 :美元 13,500

理学士（房屋、建筑及规划）（荣誉）（工料测量）
学制 :3 年   学费 :美元 18,750

房屋、建筑与规划学院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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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招生简章

理学学士（荣誉）（生物）
学制 :3.5 年 学费 :美元 16,000

•	 金融学
•	 国际商务
•	 市场营销
•	 营运管理
•	 战略与组织管理
•	 伊斯兰金融
•	 商业分析

会计学学士（荣誉）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8,000

语言、文学与翻译学院

文学学士（荣誉）（专业英语）
学制 :3 年 学费 :美元 12,750

教育研究学院

教育科学学士（荣誉）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3,750

•	 数学
•	 物理
•	 化学
•	 生物学

教育学士（荣誉）（TESOL）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3,750

管理学院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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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士（荣誉）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2,500

美术学士（荣誉）（表演和导演）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2,500

文学士（荣誉）（美术）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2,500

美术学士（荣誉）（新媒体设计与技术）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2,500

美术学士（荣誉）（传播图形）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2,500

美术学士（荣誉）（产品设计）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2,500

人文学院

文学士（荣誉）（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学制 :3.5 年 学费 :美元 10,937.50

文学学士（荣誉）
学制 :3.5 年 学费 :美元 10,937.50

•	 马来语研究

文学士（荣誉）（翻译与口译研究）
学制 :3.5 年 学费 :美元 10,937.50

传播学学院

传播学学士（荣誉）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5,000

•	 广播和电影
•	 有说服力的沟通
•	 新闻业

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科学学士（荣誉）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2,500

经济学学士（荣誉）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5,000

•	 人类学和社会学
•	 发展规划与管理
•	 经济学
•	 政治学

艺术学院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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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荣誉学士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8,000

机电工程荣誉学士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8,000

电子工程学荣誉学士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8,000

航空航天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荣誉学士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22,000

化学工程荣誉学士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22,500

土木工程荣誉学士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8,000

机械工程学荣誉学士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8,000

矿产资源工程荣誉学士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8,000

高分子工程学荣誉学士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8,000

制造工程与管理荣誉学士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8,000

材料工程荣誉学士	
学制 :4 年 学费 :美元 18,000

材料与矿产资源工程学院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飞鹰国际教育



硕士专业学制及学费硕士专业学制及学费

12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招生简章

纯科学 :		混合型

理学硕士（固态物理学）-	双学位
学制 : 最少 2年 (4 学期 )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放射科学）
学制 : 最少 2学期

学费 : 3,3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数学）
学制 : 最少 2学期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化学仪器）
学制 : 最少 2学期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应用地球物理学）
学制 : 最少 2学期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统计学）
学制 : 最少 2学期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纯科学 :		授课型

理学硕士（数学教学）
学制 : 最少 3学期

学费 : 4,3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固态物理学）
学制 : 最少 2学期

学费 : 3,3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医学物理）
学制 : 最少 2学期

学费 : 3,300 美元 /总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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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科学 :		研究型

政策研究和国际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海洋科学）

远程教育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250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水生生物学）
•	 理学硕士（动物学）
•	 理学硕士（分子生物学）
•	 理学硕士（统计学）
•	 理学硕士（环境生物学）
•	 理学硕士（物理）
•	 理学硕士（数学）
•	 理学硕士（化学）
•	 理学硕士（环境科学）

物理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250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物理）

数学科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250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统计学）
•	 理学硕士（数学）

化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250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化学）

海洋和海岸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250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海洋科学）

化学生物学中心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250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分子生物学）
•	 理学硕士（生物技术）
•	 理学硕士（微生物学）

生物科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250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环境生物学）
•	 理学硕士（应用寄生虫学）
•	 理学硕士（应用昆虫学）
•	 理学硕士（植物病理学）
•	 理学硕士（水生生物学）
•	 理学硕士（生物技术）
•	 理学硕士（植物学）
•	 理学硕士（动物学）
•	 理学硕士（微生物学）
•	 理学硕士（海洋科学）

飞鹰国际教育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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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科学 :		混合型

理学硕士（纳米光电）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4,48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计算机科学）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旅游发展）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4,29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建筑技术）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应用科学 :		授课型

园林建筑学硕士
学制 :最少 4学期 /最多 8学期

 （Track 1&2）

学费 : Track 1 - 3,465 美元 /总

  Track 2 - 4207.5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环境科学）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数据科学与分析）
学制 : 最少 3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4,455 美元 /总

建筑学硕士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8学期

学费 : 5,28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项目管理）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3,63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建筑技术）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3,630 美元 /总

药剂学硕士（临床药剂）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5,450 美元 /总

信息学硕士
学制 : 最少 3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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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科学 :		研究型

全球可持续性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325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可持续性）

分析生物化学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600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分析生物化学）

药物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550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药剂学）

马来西亚药品与营养保健品研究所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550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医疗保健生物技术）

房屋、建筑和规划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325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建筑测量）
•	 理学硕士（项目管理）
•	 理学硕士（建筑技术）
•	 理学硕士（建筑学）
•	 理学硕士（工料测量）
•	 理学硕士（室内设计）
•	 理学硕士（房屋）
•	 理学硕士（规划研究）

药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550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临床药剂）
•	 理学硕士（药物科学）
•	 理学硕士（药物化学）
•	 理学硕士（社会和行政药学）
•	 理学硕士（药物技术）
•	 理学硕士（生理学）
•	 理学硕士（药理学）

工业技术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325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生物资源，纸张和涂料技术）
•	 理学硕士（生物过程技术）
•	 理学硕士（环境技术）
•	 理学硕士（食品技术）

计算机科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1年 /最多 3年

学费 : 1,550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计算机科学）

国家毒药中心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550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药学）

国家高级 IPv6 中心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550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先进计算机网络）

纳米光电子学研究与技术研究所
学制 : 最少 12 个月 /最多 36 个月

学费 : 1,550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光电子学）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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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		混合型

理学硕士（消防安全工程）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6,4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结构工程）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环境工程）
学制 : 最少 12 个月 /最多 24 个月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电子系统设计工程）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6,5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微电子工程）
学制 : 最少 12 个月 /最多 24 个月

学费 : 6,5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材料工程学）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工程 :		混合型

材料与矿产资源工程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388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矿物资源工程）
•	 理学硕士（聚合物工程）
•	 理学硕士（材料工程）

机械工程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388 美元 /学期

•	 理学硕士（机械工程）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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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科 :		混合型

社会科学硕士（伊斯兰发展管理）
学制 : 最少 18 个月 /最多 36 个月

学费 : 3,900 美元 /总

社会工作硕士
学制 : 最少 18 个月 /最多 36 个月

学费 : 4,235 美元 /总

理学硕士（可持续城市与社区）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3,900 美元 /总

文学硕士（语言学和英语语言研究）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3,900 美元 /总

文学硕士（圣训）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3,850 美元 /总

文学硕士（东南亚历史）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3,900 美元 /总

文学硕士（文学）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3,900 美元 /总

纯文科 :		授课型

文学硕士（专业翻译）
学制 : 最少1年（2学期）/最多2年（4学期）

学费 : 4,650 美元 /总

公共管理硕士
学制 : 最少 3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3,630 美元 /总

经济管理硕士
学制 : 最少 12 个月 /最多 24 个月

学费 : 3,630 美元 /总

纯文科 :		研究型

全球考古研究中心
学制 : 1-3 年（2-6 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	 文学硕士（考古学）

社会科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社会科学硕士（心理学）
•社会科学硕士（政治科学）
•社会科学硕士（发展规划与管理）
•社会科学硕士（社会工作）
•社会科学硕士（经济学）
•社会科学硕士（人类学 /社会学）

国家高等教育研究所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	 文学硕士（高等教育）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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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科 :		研究型

伊斯兰发展管理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	 伊斯兰发展管理硕士

远程教育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社会科学硕士（政治科学）
•社会科学硕士（经济学）
•社会科学硕士（人类学 /社会学）
•文学硕士（历史）
•文学硕士（文学）
•文学硕士（地理）
•文学硕士（文明研究）
•文学硕士（教育技术）
•文学硕士（教育）

语言，文学和翻译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	 社会科学硕士（心理学）
•	 社会科学硕士（政治科学）
•	 社会科学硕士（发展规划与管理）
•	 社会科学硕士（社会工作）
•	 社会科学硕士（经济学）
•	 社会科学硕士（人类学 /社会学）

人文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文学硕士（语言学）
•文学硕士（英国文学）
•文学硕士（文明研究）
•文学硕士（伊斯兰研究）
•文学硕士（历史）
•文学硕士（文学）
•文学硕士（英语和文学研究）
•文学硕士（马来语言研究）
•文学硕士（地理）
•文学硕士（哲学）

语言，文学和翻译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	 文学硕士（口译）
•	 文学硕士（翻译）
•	 文学硕士（语言研究）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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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文科 :		混合型

管理硕士（全球伊斯兰金融）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7,500 美元 /总

文学硕士（教育学）
学制 : 最少 1年 /最多 2年

学费 : 3,900 美元 /总

文学硕士（传播学）
学制 : 最少 18 个月 /最多 36 个月

学费 : 3,900 美元 /总

应用文科 :		授课型

全球伊斯兰金融硕士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7,500 美元 /总

商业分析硕士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6,300 美元 /总

可持续发展实践硕士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8学期

学费 : 9,625 美元 /总

教学多媒体硕士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3,465 美元 /总

传播学硕士（整合营销传播）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6,720 美元 /总

工商管理硕士（在线）
学制 : 2-5 年（4-10 学期）

学费 : 11,940 美元 /总

工商管理硕士（MBA）
学制 : 2-5 年（4-10 学期）

学费 : 9,600 美元 /总

咨询硕士
学制 : 最少 3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4,372.50 美元 /总

工商管理硕士 -双学位
学制 : 2 年

学费 : 23,500 英镑 /总

（USM 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在线）-双学位
学制 : 2-5 年（4学期 -10 学期）

学费 : USM – 6,965 美元 /总

印尼万隆理工学院 - 67,000,000 印尼盾 /总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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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文科 :		研究型

艺术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150 美元 /学期

•文学硕士（音乐）
•文学硕士（戏剧与戏剧）
•文学硕士（美术）

远程教育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文学硕士（管理）

全球可持续性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150 美元 /学期

•文学硕士（可持续性）

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150 美元 /学期

•社会科学硕士（性别研究）

传播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150 美元 /学期

•文学硕士（传播学）

教育研究学院
学制 : 最少 12 个月 /最多 36 个月

学费 : 1,150 美元 /学期

•文学硕士（教育）

教学技术和多媒体中心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150 美元 /学期

•文学硕士（教育技术）

管理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275 美元 /学期

•文学硕士（会计）
•文学硕士（金融）
•文学硕士（管理）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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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牙科与健康 :		混合型

理学硕士（分子医学）
学制 : 最少 3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8,25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法医学）
学制 : 最少 1年 /最多 3年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生物医学）
学制 : 最少 1年 /最多 3年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健康毒理学）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5,1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输血科学）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5,1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临床解剖学）
学制 : 最少 24 个月 /最多 36 个月

学费 : 6,15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医学研究）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4学期

学费 : 5,1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医学统计学）
学制 : 最少 24 个月 /最多 36 个月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医学教育）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医学、牙科与健康 :		授课型

认知神经科学硕士
学制 : 最少4学期（2年）/最多8学期（4年）

学费 :  12,650 美元 /总

心理学硕士（临床）
学制 : 最少4学期（2年）/最多8学期（4年）

学费 :  38,500 美元 /总

医学硕士（核医学）
学制 : 4 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口腔颌面外科硕士
学制 : 最少 8学期 /最多 14 学期

学费 : 60,000 美元 /总

医学硕士（输血医学）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外科硕士（整形外科）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外科硕士（神经外科）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医学硕士（急诊医学）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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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牙科与健康 :		授课型

医学硕士（家庭医学）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病理学硕士（医学遗传学）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病理学硕士（化学病理学）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病理学硕士（医学微生物学）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病理学硕士（临床免疫学）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病理学硕士（血液学）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病理学硕士（解剖病理学）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医学硕士（耳鼻喉科、头部和颈部外科）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医学硕士（骨科）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医学硕士（眼科学）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医学硕士（外科）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医学硕士（放射学）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医学硕士（精神病学）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医学硕士（内科）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医学硕士（儿科学）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医学硕士（麻醉学和重症监护）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20,400 美元 /总

医学硕士（妇产科）
学制 : 最少 4年 /最多 7年

学费 : 45,000 美元 /总

理学硕士（临床运动科学）
学制 : 最少 1年 /最多 2年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公共卫生硕士
学制 : 最少 1年 /最多 2年

学费 : 4,000 美元 /总

牙科公共卫生硕士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3,300 美元 /总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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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牙科与健康 :		研究型

卫生科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538 美元 /学期

•理学硕士（医学辐射）
•理学硕士（护理学）
•理学硕士（营养学）
•理学硕士（法医学）
•理学硕士（生物医学）
•理学硕士（体育科学）

牙科科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575 美元 /学期

•理学硕士（牙科） 分子医学研究所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575 美元 /学期

•理学硕士（分子医学）

医学科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575 美元 /学期

•理学硕士（重建科学）
•理学硕士（医学物理学）
•理学硕士（社区医学）
•理学硕士（解剖学）
•理学硕士（神经科学）
•理学硕士（医学教育）
•理学硕士（病理学）
•理学硕士（核医学）
•理学硕士（化学病理学）
•理学硕士（营养学）
•理学硕士（医学寄生虫学）
•理学硕士（医学微生物学）
•理学硕士（医学免疫学）
•理学硕士（人类遗传学）
•理学硕士（医学生理学）
•理学硕士（药理学）
•理学硕士（临床科学）
•理学硕士（医学听力）
•理学硕士（医学影像）
•理学硕士（医学心理学）
•理学硕士（健康教育）
•理学硕士（医疗放射）
•理学硕士（内分泌和代谢）
•理学硕士（流行病学）
•理学硕士（医学统计）
•理学硕士（分子生物学）

高等医学与牙科研究所
学制 : 最少 2学期 /最多 6学期

学费 : 1,575 美元 /学期

•理学硕士（心理学）
•理学硕士（临床科学）
•理学硕士（医学物理学）
•理学硕士（社区医学）
•理学硕士（神经科学）
•理学硕士（体育科学）
•理学硕士（病理学）
•理学硕士（核医学）	
•理学硕士（医学微生物学）
•理学硕士（医学免疫学）
•理学硕士（人类遗传学）
•理学硕士（药理学）
•理学硕士（分子生物学）
•理学硕士（牙科）
•理学硕士（化学）
•理学硕士（营养学）
•理学硕士（生物医学）
•理学硕士（药学）
•理学硕士（药物化学）
•理学硕士（制药技术）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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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科学 :		研究型

政策中心和国际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海洋科学）

远程教育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2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环境生物学）
•哲学博士（水生生物学）
•哲学博士（生物技术）
•哲学博士（动物学）
•哲学博士（微生物学）
•哲学博士（分子生物学）
•哲学博士（环境科学）
•哲学博士（化学）
•哲学博士（数学）
•哲学博士（物理）
•哲学博士（统计）

海洋和沿海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2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海洋科学）

化学生物学中心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2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生物技术）
•哲学博士（微生物学）
•哲学博士（分子生物学）

生物科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2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微生物学）
•哲学博士（海洋科学）
•哲学博士（水生生物学）
•哲学博士（植物病理学）
•哲学博士（应用昆虫学）
•哲学博士（动物学）
•哲学博士（应用寄生虫学）
•哲学博士（环境生物学）
•哲学博士（生物技术）
•哲学博士（植物学）

化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2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化学）

数学科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2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数学）
•哲学博士（统计）

物理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2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物理）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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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科学 :		研究型

全球可持续性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325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可持续性）

房屋、建筑和规划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325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建筑测量）
•哲学博士（数量测量）
•哲学博士（室内设计）
•哲学博士（房屋）
•哲学博士（项目管理）
•哲学博士（规划研究）
•哲学博士（建筑）
•哲学博士（建筑技术）

分析生物化学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60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分析生物化学）

工业技术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325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环境技术）
•哲学博士（食品技术）
•哲学博士（生物过程技术）
•哲学博士（生物资源，纸张和涂料技术）

药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5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药学科学）
•哲学博士（社会和行政药学）
•哲学博士（药物化学）
•哲学博士（制药技术）
•哲学博士（生理学）
•哲学博士（药理学）
•哲学博士（临床药学）

计算机科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2年 /最多 5年

学费 : 1,5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计算机科学）

国家毒物中心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5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药学）

国家高级 IPv6 中心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5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高级计算机网络）

马来西亚药品与营养保健品研究所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5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保健生物技术）

药物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5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药学）

纳米光电研究所
学制 : 最少 24 个月 /最多 60 个月

学费 : 1,5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光电）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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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科 :		研究型

全球考古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考古学）

社会科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心理学）
•哲学博士（政治学）
•哲学博士（发展规划与管理）
•哲学博士（社会工作）
•哲学博士（经济学）
•哲学博士（人类学 /社会学）

国家高等教育研究所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高等教育）

人文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语言学）
•哲学博士（英语文学）
•哲学博士（文明研究）
•哲学博士（伊斯兰研究）
•哲学博士（历史）
•哲学博士（文学）
•哲学博士（英语语言文学）
•哲学博士（马来语言研究）
•哲学博士（地理）
•哲学博士（哲学）

语言、文学与翻译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口译）
•哲学博士（翻译）
•哲学博士（语言研究）

远程教育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政治学）
•哲学博士（经济学）
•哲学博士（人类学 /社会学）
•哲学博士（历史）
•哲学博士（文学）
•哲学博士（地理）
•哲学博士（文明研究）
•哲学博士（教育技术）
•哲学博士（教育）

政策研究与国际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心理学）
•哲学博士（政治学）
•哲学博士（发展规划与管理）
•哲学博士（社会工作）
•哲学博士（经济学）
•哲学博士（人类学 /社会学）

伊斯兰发展管理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伊斯兰发展管理）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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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文科 :		混合型

工商管理博士
学制 : 最少 7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5,997.50 美元 /总

应用文科 :		授课型

医学科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6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1,940 美元 /总

•教育学博士（对外英语教学）
•教育学博士（课程和教育）
•教育学博士（教育技术与多媒体）
•教育学博士（科学教育）

应用文科 :		研究型

远程教育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0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管理）

全球可持续性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1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可持续性）

传播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1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通信）

教学技术与多媒体中心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1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教育技术）

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1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性别研究）

教育研究学院
学制 : 最少 24 个月 /最多 60 个月

学费 : 1,1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教育）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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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文科 :		研究型

商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275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

工程 :	 	研究型

材料与矿产资源工程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3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矿产资源工程）
•哲学博士（聚合物工程）
•哲学博士（材料工程）

机械工程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3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机械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3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电气与电子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3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土木工程）

化学工程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3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化学工程）

航空航天工程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3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航空航天工程）	

河流工程与城市排水研究中心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3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河流与城市排水工程）

协作微电子设计卓越中心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38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微电子系统工程）

管理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275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财务）
•哲学博士（会计）
•哲学博士（管理）

艺术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150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美术）
•哲学博士（戏剧与戏剧）
•哲学博士（音乐）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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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牙科与健康 :		混合型

公共卫生博士（卫生系统管理）
学制 : 最少 6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7,662.50 美元 /总

公共卫生博士（流行病学）
学制 : 最少 6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7,662.50 美元 /总

公共卫生博士（环境健康与职业）
学制 : 最少 6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7,662.50 美元 /总

公共卫生博士（家庭健康）
学制 : 最少 6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7,662.50 美元 /总

神经科学博士
学制 : 最少 3年 /最多 5年

学费 :  17,775 美元 /总

公共卫生博士（牙齿科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6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6,877.50 美元 /总

医学、牙科与健康 :		授课型

心理学博士（心理临床）
学制 : 最少6学期（3年）/最多12学期（6年）

学费 : 63,000 美元 /总

心理学博士（神经心理学临床）
学制 : 最少6学期（3年）/最多12学期（6年）

学费 : 63,000 美元 /总

医学、牙科与健康 :		研究型
牙科科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575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牙科）

分子医学研究所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575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分子医学）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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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牙科与健康 :		研究型

卫生科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538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医学辐射）
•哲学博士（护理学）
•哲学博士（营养学）
•哲学博士（法医学）
•哲学博士（生物医学）
•哲学博士（体育科学）

医学学院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575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血液学）
•哲学博士（重建科学）
•哲学博士（医学物理学）
•哲学博士（社区医学）
•哲学博士（解剖学）
•哲学博士（神经科学）
•哲学博士（医学听力学）
•哲学博士（医学影像）
•哲学博士（医学心理学）
•哲学博士（医学教育）
•哲学博士（病理学）
•哲学博士（健康教育）
•哲学博士（核医学）
•哲学博士（化学病理学）
•哲学博士（营养学）
•哲学博士（医学寄生虫学）
•哲学博士（医学微生物学）
•哲学博士（医学免疫学）
•哲学博士（人类遗传学）
•哲学博士（医学生理学）
•哲学博士（药理学）
•哲学博士（医学放射）
•哲学博士（内分泌和代谢）
•哲学博士（流行病学）
•哲学博士（分子生物学）
•哲学博士（医学统计学）

高等医学与牙科研究所
学制 : 最少 4学期 /最多 10 学期

学费 : 1,575 美元 /学期

•哲学博士（心理学）
•哲学博士（临床科学）
•哲学博士（社区医学）
•哲学博士（神经科学）
•哲学博士（体育科学）
•哲学博士（病理学）
•哲学博士（核医学）
•哲学博士（医学微生物学）
•哲学博士（医学免疫学）
•哲学博士（人类遗传学）
•哲学博士（药理学）
•哲学博士（分子生物学）
•哲学博士（牙科）
•哲学博士（营养学）
•哲学博士（生物医学）
•哲学博士（药学）
•哲学博士（药物化学）
•哲学博士（制药技术）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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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获得高中毕业证或者专业文凭
	·需要至少雅思成绩 5.0 分，或托福成绩 42分
			（部分专业要求可能有所不同）

申请材料
	·大学申请费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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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照复印件（首页）
	·雅思（IELTS）成绩单

申请本科专业

申请条件
	·拥有学士学位，且 CGPA 至少 2.75 或以上；CGPA	2.50	–	2.74，	
需要 1年相关领域的经验；CGPA	2.00	–	2.49，需要 5年相关领域
的经验
	·需要至少雅思成绩 5.0 分，或托福成绩 35分
			（部分专业要求可能有所不同）

申请材料
	·大学申请费证明
	·本科学位证书复印件及其中英文公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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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照复印件（首页）
	·雅思（IELTS）成绩单
	·开题报告（申请研究型专业）

申请硕士专业

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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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拥有硕士学位，且 CGPA 至少 3.00 或以上；CGPA	2.50	–	2.99，	
需要 2年的研究经验或者 2年相关领域的经验
	·需要至少雅思成绩 5.0 分，或托福成绩 35分
			（部分专业要求可能有所不同）

申请材料

	·大学申请费证明
	·本科及硕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及其中英文公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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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照复印件（首页）
	·雅思（IELTS）成绩单
	·开题报告（申请研究型专业）

申请博士专业

飞鹰国际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