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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口3200万,其中马来裔占62%，

每年有来自130多个国家20万左右留学生，

马来语为官方语言， ，99% 
的大学采用英文授课

属热带雨林气候 ,无明显四季之分，常年平
均温度 左右

UTC+8UTC+8UTC+8 ，

令吉 (RM) 兑换人民币汇率约 (2020)

吉隆坡(Kuala Lumpur)，先进的国际化大都市，拥有32所国际学校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简称UKM，成立于1970年，是马

来西亚著名的五大研究型公立大学之一。该校在

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列第141名，是首批

获得中国教育部认证的马来西亚公立大学。

该校有两个校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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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坐落在吉隆

坡市区，占地19 .9公顷。

目前，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在校学生总数近

2 8 , 0 0 0人，其中本科生 1 9 , 0 0 0余人，研究生

8 , 5 0 0余人。该校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生
有

1,000余人，国际学生采用全英文授课。优势学

科有：工程与技术学科、会计与金融学、教育学、

英语语言与文学、社会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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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理科大学：马来西亚顶尖

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2020—2021年世

界大学排名第142名，以理科，工程学

最为卓著，从社会声誉，学校地位等角

度，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是马来西亚国内

公认的排名第二的老牌院校，校园规模

庞大，环境优美，被誉为亚洲的花园大

学。理科大学拥有28个学院，26个研

究中心，8个研究平台与10个服务中心，

拥有600多位教授和1000多名高级讲师，

该校拥有30多名院士，33000多名学生，

国际生 5000多名。理科大学主校区位

于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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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玛拉工艺大学（马来语： U n i v e r s i t i  

Teknologi MARA）简称UiTM，成立于1956年，

主校区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首府沙阿拉姆，距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以西仅28公里，是马来西

亚规模最大、在校人数最多、校园最多的大学。

该校在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列第651 -700  

名之间，是获得中国教育部认证的马来西亚公立

大学。

目前，玛拉工艺大学有超过1 .7万名教职工、

在校学生总数超过19万人。该校以英语为授课

语言，优势学科有：工程类、社会科学与管理、

会计与金融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电子电气

工程、酒店管理、计算机科学、经济学、教育学、

音乐及艺术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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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国立师范大学（别名：苏

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简称UPSI）是一

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高等学府。

其创立于 1922 年11 月 29 日，是

马来西亚唯一一所国立师范大学。历经

百年岁月，却初心未改依然秉持创校初

衷——为国家培育师资人才，提升国家

的教育水平，同时秉承更新与创造紧随

时代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办学元素，开

办了更多元更全面的非教育类专业及课

程。同时，与世界各国高校展开了各种

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化办

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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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国立师范大学



马 来 西 亚 城 市 大 学 （ Ci ty Uni vers i t y,

Malays ia），成立于 1984年，原为马来西亚城

市理工大学学院， 201 6年经马来西亚高等教育

部及学术资格机构（M QA）批准，正式升格为

综合性大学。

大学为具有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层次教

育的马来西亚全日制高等院校，并得到中国驻

马来西亚大使馆和中国教育部的推荐认证。大

学的学术水平和规模实力在马来西亚大学中位

居前 10名。是马来西亚和中国政府“一带一路”

唯一指定合作大学。

学校有吉隆坡和新山市柔佛两个校区，目前

全日制在校生 3500 0 余名。 2 017年被马来西亚

教育部评为“教育质量五星级大学”。城市大

学得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和中国教育部的

认证，是中马互认学历学位协议院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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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学



【学校情况及学生选择建议】

学校名称
学校
性质

世界排名 同级中国大学排名 毕业难度 建议学生选择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公立 全球141位 武汉大学
（246位）

有难度 英语基础不错，有发表学术期刊
论文要求毕业院校无要求

马来西亚
理科大学

公立 全球142位 有难度 英语基础不错，有发表学术期刊
论文要求毕业院校无要求

玛拉工艺大学 公立 全球651位 厦门大学 一般 英语基本口语尚可，对学历及毕
业院校无要求

国立师范大学 公立 亚洲排名281位 郑州大学 容易 中文专业

城市大学 私立 华东交通大学 容易 英语水平较差（中文助教）

）



• 基本要求：硕士学历拥有者，英语具备

大学四级以上水平。

• 国民大学，理科大学入学对英语要求，

雅思成绩5.0—6.0（专业不同，要求

不同），入学时无需语言要求，无雅思

成绩入学后需要进行语言学习，在进入

博士专业学习之前必须达到语言成绩。

• 玛拉工艺。大学入学和毕业对英语的要求

相同，雅思成绩达到5 . 0，入学时无需

语言要求，学生只需要在入学后两年之

内达到英语要求即可，与国民大学不一

样的是学生入学后不需要达到英语要求

就可以直接进入博士专业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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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办留学手续期间，入学前国内一个月
的雅思强化课；

3、入学后，马来西亚大学要
求安排的语言课程（含网络教
学）

英语答辩是影响毕业的最大因
素，全程强化英语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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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外学习期间，每周安排
马来西亚籍语言教师进行强化，
做好全方位安排翻译进行语言
陪练、专业导航和生活出行服
务，提供一个英语环境帮助老
师彻底征服英文。



学制学历：该项目博士学制为3年，高校教师可以利用寒暑假时间，也可自主规划

时间， 毕业前在马来西亚的学习时间不低于12 个月，修满所有博士课程，通过论

文答辩，完成论文发表，可获得博士学位，确保获得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位

和学历的双重认证。

论文要求：

国民大学：完成论文8万字左右，通过论文答辩，至少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发

表两篇5000字左右的文章 ；

玛拉工艺大学：完成论文6万字左右，发表两篇5000字左右的文章，通过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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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科成绩单中英文公证件及整本扫描件（最低GPA2.75）；

2.本科毕业证，学位证书中英文公证件及整本扫描件；

3.硕士成绩单中英文公证件及整本扫描件各（最低GPA2.75）；

4.硕士毕业证，学位证书中英文公证件及整本扫描件；

5.高清2寸白底照片，要求高清照片；

6.国际学生申请表（填写学生信息采集表）；

7.2000-4000字的研究计划书（英文）；

8. 护照原件及整本扫描件（需A4 纸单面复印）；

9.英文推荐信两封（硕士期间导师一封，工作单位一封）；

10.英文个人简历；

11.工作单位证明（部分大学需要）。



入学流程：

报名申请—准备材料—递交给大学申请—下达大学offer—办理返

签信（签证）—注册学籍—正式上课

毕业流程：

注册学籍—语言达标—专业课授课—导师见面会—开题报告讨论—

确定开题—小论文发表—大论文撰写装册—论文答辩—博士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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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博士专业

上原则上需要和自

己的硕士专业相一

致，但也可以接受

跨专业申请，需提

供经验及工作证明，

以证明申请的专业

和现在从事的工作

和研究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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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专业

全面，基本涵盖了

教育学、心理学、

法学、英语语言学、

经济管理、公共管

理、音乐及艺术设

计、计算机信息技

术、土木工程、人

工智能等。



1、先进的英联邦教育体系，QS排名靠前公立名校含金量高 ；

2、中马关系长期睦邻友好，华人占比及经济社会地位高；

3、马来西亚政局稳定，气候宜人，常年气温28度左右，

4、属于高度国际化的先进经济体，留学签证高效灵活；

5、学费及生活成本低，不到英美澳加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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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团队全链条贴心服务，保障入学、签证、学业和毕

业安全顺利；

2、无需中途退学的顾虑，入学前免费强化训练后，专业团

队进行综合评估后再缴费，考核不具备条件的老师会暂缓接收

。 3、无需有英语的顾虑，对录取的老师项目部全程安排三

个阶段的雅思强化、口语强化、陪练服务，确保语言完全过关

；

4、无需担心论文的要求，项目部依托强大的学术团队，为你

开题报告、论文撰写、论文发表提供全面服务，且不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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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入学前无需雅思要求可节省时间，录取和签证无忧；

2、入学和学制安排灵活，老师可自由规划出国时间；

3、在职学习不影响学校工作和工资待遇，毕业后就业无忧；

4、交费前双方平等自愿签订一份保障协议书，协议内容基本

涵盖了老师所担心的全部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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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能否保证按期毕业，未顺利毕业有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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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在签订保障
协议缴费前，由专
业团队进行英语水
平和专业能力进行
综合评估，考核不
具备条件的老师会
暂缓接收。

博士学制规定是5年
内完成，通过项目
部全方位服务，3年
一般都能毕业。

未能在3年内毕业的
老师项目部无条
件 地支付第四、
五年 为完成学业
所发生 的学费、
交通、住 宿、签
证、认证费 用。

在博士学制5年内仍
未毕业，双方所签
的项目保障协议
书 也到期自动作废
。

1

2

3

4



1、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理

科大学，国立师范大学，

城市大学总费用：2 5 . 8万

玛拉工艺大学总费用22.万

。

3 、总费用包括： 除个人

生 活费及往返交通费外的

一切 费用，中途另加服务

费用。

2、所有费用分三次缴清，

学员须在每年注册前缴

纳有关费用。

4、包括：签证费，护照续

签费， 保险费， 国际生

管 理费，论文辅导及发表

费， 住宿费，学位认证费

等。

侨通彼岸 成就鸿途



侨通彼岸 成就鸿途

该项目是长期开展的一个博士留学项目，可以随时可入学，出国的时间也

可以自由规划，项目部都会全程提供个性化服务，整个申请到入学所需的

时间一般需要两个多月。师生可以自由选择规划参加该项目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