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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介
绍

玛拉工艺大学博士定制

飞 鹰 国 际 教 育

1965-1967 年更名为 MARA COLLEGE，玛

拉学院，MARA 代表 Amanah 人民议会，1966 年

结束与英国管理学院的课程合作后与当时国际

著名的伦敦伊令技术学院合作共同开发商业课

程，奠定了 UiTM 与国际合作的里程碑。1967-

1999 年更名 UNIVERSITI TEKNOLOGIMARA 玛拉

工艺大学。随着当时人力资源市场的急速发

展，更多国际化，超前的课程被需要，UiTM 

迅速的发展壮大起来。发展至今，UiTM 已成

为马来西亚规模最大，在校人数最多，校园最

多的大学。UiTM 现有在校学生 170,000 人，

拥有 13 个主校区，21 个卫星校区，其中位于

吉隆坡的总校区在市中心以北 28 公里的山坡

上，是马来西亚仅次于博特拉大学校园面积

第二大的学校。UiTM 有员工 17,000 人，学位

项目 500 多个，其中理工专业在马来西亚及

世界具有崇高的地位及影响力。玛拉工艺大学

以英语为授课语言，开设了预科、专科、本科、

硕士、博士的教学项目。玛拉工艺大学下设 21

个系：由音乐系、法律系、管理研究与政策研

究系、传播与媒体系、文艺与设计系、电影戏

剧与动画系、教育系、电力工程系、化学工程系、

土木工程系、药学系、医学系、牙医学系、健

康学系、应用理学系、电脑与数学系、建筑规

划与测绘系、体育与休闲系、农学系、会计学系、

酒店与旅游管理系、信息管理系、商务管理系。

玛拉工艺大学 UiTM（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正式成立于 1956 年，
最早由马来西亚工业部发起，如今已发展成为一所国际声誉大学。玛拉工艺大学（UiTM）
在 2021 QS Ranking 年世界大学排名中获得了 651-700 名的优秀成绩。其中两个关
键指标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提升，分别是雇主声誉和学术声誉。玛拉工艺大学在雇主
声誉较与去年相比之下跃升了 72 位，升至全球第 179 位，而学术声誉则跃升了 27 位，
升至第 366 位。



项目介绍

4

1. 学位申请项目整体费用低，仅为欧美同等项目的 1/6，无需资金担保

2. 学制为全日制属性

3. 无需脱产，寒暑假赴马来西亚上课

4. 学制短，三年时间

5. 无雅思入系申请 ,毕业前提供即可

6. 全程提供中文辅导老师，以及提供每月一次，总数 36 节的博士学习

培训课程 

项
目
优
势

飞 鹰 国 际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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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大学与飞鹰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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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专门为在职人员提供在博士学业提升的同时，不

影响本职工作的机会。博士候选人分别通过三年在中国（线

上），马来西亚（面授）的交叉授课方式进行学习，课程的

学习以及与导师就博士论文的面对面沟通都安排在寒暑假进

行。毕业后由马来西亚工大学颁发全日制博士学位，并可在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学位的认证。

玛拉工艺大学博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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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设计博士艺术与设计博士

玛拉工艺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创始于1967

年，这些课程旨在为艺术家，行业设计师以及

机构，政府机构和企业人员提供高级的艺术，

设计，专业实践和管理技能研究。

艺术与设计博士研究领域涵盖了纺织品设

计、精细金属设计、工业设计、陶瓷、时装设计、

摄影和创意成像、美术、鞋类设计、印刷技术、

艺术教育、产品设计、珠宝设计、环境设计等

诸多领域。

DR. FARYNA BINT 
MOHD KHALIS 

专业领域：艺术设计与视觉文学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传播学博士

DR. SHAHRIMAN BIN 
ZAINAL ABIDIN 
(Professor Madya)

专业领域：设计方法论、工业设计研究、交互设计

  学术资历
    挪威科技大学
    工业设计工程哲学博士

DR. AZAHAR BIN 
HARUN
(Professor Madya)

专业领域：图形设计、多媒体、3D、2D 动画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大学

    绘画与设计哲学博士

DR. GHAZALI BIN 
DAIMIN
(Professor Madya)

专业领域：品牌、企业标识、安全设计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大学

    视觉传达哲学博士

飞 鹰 国 际 教 育

玛拉工艺大学博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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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博士 ( 应用语言研究 )语言学博士 ( 应用语言研究 )

玛拉工艺语言学院于 2009 年 7 月成立，

并开始招收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该博士课程

是为了一些对语言学领域感兴趣的学生们而设

的。申请者必须在他 / 她所选择的专业领域有

丰富的知识，并能够独立从事原创研究。

每位考生必须在一至三位导师的指导下，

准备并提交一篇不超过 10 万字的论文，并顺

利通过答辩。

玛拉工艺教育学院也非常重视为学生提供

优质的导师以及其他相关事宜和服务。

DR. AHMAD MAZLI 
BIN HAJI MUHAMMAD 
(Professor Madya)

专业领域：英语语言、课程设计、学习成果、评估测验、       

        建设性的结合、以结果为基础的教育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测量与评估哲学博士

DR. AMIZURA HANADI 
BINTI MOHD RADZI

专业领域：应用语言学、阅读研究（认知过程）、 

          TESL、定性研究（案例研究）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北方大学

    应用语言学哲学博士

DR. RAMESH NAIR 
A/L S. RAMAN NAIR 
(Professor Madya)

专业领域：专业交流、语言和身份、
          关键性话语分析、英语语言教育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

    英语哲学博士

DR. AIRIL HAIMI 
MOHD ADNAN 

专业领域：语言和身份、身份构建、专业沟通、
          专业身份、教育研究、应用社会科学、

          学习技术、多学科研究

  学术资历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应用语言学哲学博士

飞 鹰 国 际 教 育

玛拉工艺大学博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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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博士教育学博士

玛拉工艺教育学院于 1997 年 8 月成立，

教育学博士的目标是造就教育、教学和教育管

理领域的职业型和研究型并重的，掌握坚实宽

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

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能力、对教育学问

题具有深入见解和研究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DR. AZLAN BIN 
AHMAD KAMAL 

专业领域：体育管理、活动管理、户外娱乐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运动管理博士

DR. JAMIAH BINTI 
BABA

专业领域：成人高等教育

  学术资历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高等教育管理哲学博士

DR. FAIZAH BINTI 
ABD MAJID
(Professor)

专业领域：TESL、成人与高等教育、专业发展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成人教育与专业发展哲学博士

通过博士层次的专业训练，使学生掌握相

应的专业理论知识，发展从事教育教学或教育

管理的专业能力，达成对教育专业特性的理解，

养成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决教育领域实践问题的

意识和习惯，从而成为研究型专业人员。

玛拉工艺教育学博士研究领域涵盖教育组

织管理，人工智能与互联网时代的教育组织创

新，教育领导力，教育变革管理，教育国际化

政策与实践，语言教学，语言习得与发展，双

语教育，语言课程研究以及影响语言教与学的

认知心理、社会文化和政策因素，儿童认知、

心理和社会性发展特点和规律，发展与行为研

究，影响儿童发展的认知、家庭、社会和文化

因素研究等诸多教育领域研究方向。

DR. CHAN YUEN 
FOOK 
(Professor)

专业领域：教育评估与评估、教学与学习、教育计算机、
         教育管理与领导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
    教育管理博士

飞 鹰 国 际 教 育

玛拉工艺大学博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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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博士音乐博士

玛拉工艺大学音乐学院创始于 1984 年，

UiTM 是马来西亚第一所提供音乐学位的高等教

育机构。该计划开发学生对音乐的专业领域进

行深入研究。音乐博士的研究领域包括心理学，

教学过程，课程和评估，乐器教学法，音乐学，

民族音乐学，合唱指挥，作曲和演奏。 

所有研究生研究候选人都必须参加由研究

生学院（IGS）组织的研究研讨会课程。 

DR. MASASHI 
KISHIMOTO

专业领域：合唱指挥，古典声音

  学术资历
    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
    合唱指挥音乐艺术哲学博士

DR. GHAZIAH BINTI 
MOHD GHAZALI
 (Professor Madya)

专业领域：音乐教育、音乐心理学、声乐训练、
          音乐教学和学习、应届毕业生的职业能力

  学术资历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音乐教育博士

DR. CHONG YEW 
YOONG
(Professor Madya)

专业领域：钢琴演奏、弦乐演奏、钢琴教育学、

          弦乐教育学、室内音乐、乐团指挥

  学术资历
    阿拉巴马大学
    音乐艺术博士

DR. RAMONA BT 
MOHD TAHIR 
(Professor Madya)

专业领域：音乐教育

  学术资历
    西北大学
    埃文斯顿音乐哲学博士

飞 鹰 国 际 教 育

玛拉工艺大学博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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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管理博士商业管理博士

玛拉工艺商业管理学院最早成立于 1956

年，是学校最早开设的学院。利用当前的全球

业务实践来产生广泛的研究主题。为业务管理

的机制和工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求职者能

够分析实际的业务和政策问题。为候选人做好

相关领域学术或专业职业的准备。

该课程内容主要是针对商业管理基础和研

究上的座谈会，研讨班，批判性思维研讨会，

定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论文写作研讨

会。

DR. CATHERINE HO 
SOKE FUN

专业领域：财务管理、汇率交易、金融投资、
          银行财富管理、伊斯兰金融等

  学术资历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金融博士

DR. Geetha A/P 
Subramaniam 
(ASSOC. PROFESSOR)

专业领域：妇女与经济学、劳动经济学问题 -Y 代、 
          可持续发展、教学和学习经济学

  学术资历
    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
    发展与经济学哲学博士

DR. ABD HALIM BIN 
MOHD NOOR

专业领域：国际贸易、经济、财产管理、投资学、
          计量经济学分析与管理等

  学术资历
    英国威尔士大学

    经济学博士

商业管理学博士的研究领域包括营销学，

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金融，伊斯兰银行，

国际商务，零售管理，保险，管理科学，营运

管理，运输，创新管理，技术管理学，创业精神，

清真业务与管理。

DR. Wan Edura Wan
Rashid 
(ASSOC. PROFESSOR)

专业领域：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冲突、            
          工作与家庭的充实、生活质量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
    工商管理哲学博士

飞 鹰 国 际 教 育

玛拉工艺大学博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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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科学博士行政科学博士

自 2006 年以来，行政科学与政策研究学

院提供了行政管理博士学位（PhD）。

该研究计划旨在帮助学生在行政管理专业

的各个领域中具备所需的研究技能学科。这些

学生由各自领域的院士和专家监督。毕业生有

能力从事行业或大学的研发活动。

DR. AHMAD 
NAQIYUDDIN BIN 
BAKAR 
(Professor Madya)

专业领域：战略规划和实施政策分析 -ICT 政策和数

          字融合可持续发展 -HSC、交通运输等

  学术资历
    英国赫尔大学
    马来西亚电子政务哲学博士

DR. AIDA BINTI 
ABDULLAH

专业领域：行政中的公共行政伦理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
    政治和政府哲学博士

DR. FADILAH BINTI 
PUTEH 
(Professor Madya)

专业领域：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开发、

          人力资本管理、知识管理、战略管理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
    人力资源发展哲学博士

DR. DEVIKA A/P 
KRISHNAN

专业领域：生态系统服务支付
         (PES, 环境经济环境管理 )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环境与发展哲学博士

飞 鹰 国 际 教 育

玛拉工艺大学博士定制



11

酒店与旅游管理博士酒店与旅游管理博士

2020 年 QS 世界排名酒店与休闲管
理排名第 31。

该计划特别重视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以

发展酒店和旅游领域所需的能力。该计划为酒

店和旅游领域中最先进的跨学科研究途径提供

了严格的基础。

各个专业领域的研究结果显然将为整个酒

店和旅游业知识领域做出贡献并增加新知识。

DR. ASLINDA MOHD 
SHAHRIL 
(ASSOC. PROFESSOR)

专业领域：服务营销、教育与创新技术、消费者行为、

          市场行销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

    礼待学哲学博士

DR. SALLEH BIN
MOHD RADZI 
(ASSOC. PROFESSOR)

专业领域：食品和礼待服务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
    管理学哲学博士

DR. KAMRIL JURAIDI 
ABDUL KARIM

专业领域：消费者行为、战略管理、专业发展

  学术资历
    曼彻斯特大学

    商业管理哲学博士

DR. SALAMIAH A. 
JAMAL (ASSOC. 
PROFESSOR)

专业领域：酒店管理、酒店消费者行为、旅游行为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大学

    酒店与旅游管理哲学博士

飞 鹰 国 际 教 育

玛拉工艺大学博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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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创意技术博士艺术与创意技术博士

电影，戏剧和动画学院提供创意产业领域

内一系列专业。

每个学生与他们的导师交谈时定义自己

的一组研究问题。专业领域包括：创意产业的

各个方面，从法律和版权问题到资金和政策； 

戏剧，戏剧和表演；电影、动画和数字艺术； 

以及创意写作和文学研究等。

DR. WAN AIDA BINTI 
WAN YAHAYA

专业领域：屏幕脚本，亚洲电影与历史

  学术资历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屏幕脚本哲学博士

DR. MOHD SYUHAIDI 
BIN ABU BAKAR
(Professor Madya)

专业领域：电子媒体写作、媒体研究、大众传播、
          社会科学研究、电影、戏剧、动画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
    大众传播哲学博士

DR. AMINAH BINTI 
ABD.RHAPOR 
(Professor Madya)

专业领域：剧场、表演、导演剧院、电影和音乐会、

          戏剧、电视和电影脚本、活动管理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
    大众传播哲学博士

飞 鹰 国 际 教 育

玛拉工艺大学博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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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博士信息管理博士

该计划为学生提供知识和技能，以进行信

息管理各个方面的质量研究。还提供研究方法

和论文写作课程，以帮助学生进行研究工作。 

在课程结束时，学生需要就自己选择的主题撰

写论文，涉及信息管理，图书馆管理，知识管

理或记录管理等领域。

DR. AHMAD ZAM 
HARIRO BIN 
SAMSUDIN

专业领域：信息管理、记录管理

  学术资历
    维多利亚科技大学

    信息管理哲学博士

DR. ASMADI BIN 
MOHAMMED GHAZALI
(Professor Madya)

专业领域：信息管理、记录管理、信息风险管理、
          信息治理、领导力

  学术资历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人文计算哲学博士

DR. FARRAH DIANA 
BINTI SAIFUL 
BAHRY

专业领域：网站内容管理、网站设计、
          数据库管理系统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大学
    信息管理哲学博士

DR. ALWI MOHD. 
YUNUS

专业领域：电子记录管理、知识管理

  学术资历
    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大学

    信息管理哲学博士

飞 鹰 国 际 教 育

玛拉工艺大学博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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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方法论课程

 · 文献综述

 · 问题陈述

 · 研究目标

 · 概念 /理论框架搭建

 · 论文版面格式

 · 研究方法（定性分析，定量分析）

 · 问卷调查

 · 数据检测

2）与导师见面讨论论文进展

 · 小组监督

 · 研究计划书撰写研讨

1. 博士生入学说明会

2. 学生如何有效与导师沟通

3. 社会科学研究介绍

4. 学术思维、学术写作与论文写作格式

5. 开题报告综述

6. 如何写文献综述

7. 如何论文设计 1

8. 如何论文设计 2

第一学期

课程设置课程设置

学校课程 辅导课程

1）研究方法论

 · 数据收集

 · 数据整理

 · 数据分析研讨会

 · SPSS 统计数据分析软件

 · NVIVO 定性数据分析软件

 · ATLAS T.I 定性数据分析软件

2）与导师见面讨论论文进展

 · 分组检测

 · 研究计划书撰写研讨

1. 马来西亚历史文化风俗概况

2. 定性研究方法

3. 定量研究方法

4. 论文选题

5. 撰写开题报告 1

6. 撰写开题报告 2

第二学期
学校课程 辅导课程

飞 鹰 国 际 教 育

玛拉工艺大学博士定制



15

课程设置课程设置

1. 研究方法课程（演绎，论述）

2. 与导师见面讨论论文进展

 · 分组检测

 · 论文写作研讨

 · 研究计划书答辩

1. 开题报告模拟答辩

2. 文献综述开始撰写 1

3. 文献综述开始撰写 2

4. 开始撰写“问题陈述”以及提出“研究问题”

5. 开始撰写研究方法 1（总体设计）

6. 开始撰写研究方法 2（细节规划与实施）

第三学期
学校课程 辅导课程

与导师见面讨论论文进展

 · 期刊文章写作修改

 · 分组评测指导

 · 论文写作研讨

1. 期刊论文发表

2. 数据分析软件 1

3. 数据分析软件 2

4. 数据分析软件 3

5. 开始撰写研究方法 4（数据分析）

6. 开始撰写研究方法 5（数据及结论报告）

7. 撰写最后结论与论文 INTRODUCTION

8. 期刊论文修改指导

第四学期
学校课程 辅导课程

与导师见面讨论论文进展

 · 模拟答辩练习

 · 论文更正研讨会

 · 学术报告会

1. 期刊论文发表

2. 论文引用以及转述学术检查

3. 论文修改第一遍

4. 论文修改第二遍

第五学期
学校课程 辅导课程

与导师见面讨论论文进展

 · 模拟答辩练习

 · 论文更正研讨会

 · 提交最终毕业论文，结束博士课程学习

1. 论文查重软件

2. 论文答辩技巧

3. 论文模拟答辩

4. 提交论文与博士毕业程序

第六学期
学校课程 辅导课程

飞 鹰 国 际 教 育

玛拉工艺大学博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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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1. UiTM 认可的任何其他高等院校硕士学位

2. 其他资格相当于硕士学位（在相关领域），

具有其他资格 /适当的经验

3. 获得大学教育委员会或任何其他高等教育

机构批准的相关领域学士学位（一等荣誉）

4. 候选人必须提交研究建议，并将接受研究

生委员会的面试

申请时间
博士定制类项目全年都可申请

申请材料
1. 本科与硕士成绩单，毕业证与学位证以及

中英文公证书

2. 护照电子扫描件（首 3 页，包括封面），

护照必须拥有至少 1 年以上有效期

3. 签证照片扫描件

4. 研究论文计划书

5. 包含个人工作经验与研究方向的中英文自

我介绍信

6. 工作证明

7. 两位推荐人（推荐人姓名、工作单位、工

作地址、职位、电话、邮箱）毕业要求
 · 发表完成两篇普通论文期刊

飞 鹰 国 际 教 育

玛拉工艺大学博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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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与认证证书与认证

玛拉工艺大学毕业证书

中留服认证

玛拉工艺大学授权认证

飞 鹰 国 际 教 育

玛拉工艺大学博士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