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亚大学交换生申请细则

大学简介

大学简介

马来亚大学是全马来西亚规模最大和最富盛名的大学，同时也是全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

的大学。是中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网（www.jsj.edu.cn）公布的一所正规公立大学。马来

亚大学 2017 年亚洲排名 27 位，世界排名 114 位。学校成立于 1905 年，坐落在首都吉

隆坡，占地面积 4500 多亩。马来亚大学是一所文科、理科和医学兼有的综合类大学，也是

马来西亚教学和科研实力最为雄厚的大学。学校下设 12 个学院，包括：文学与社会学院、

商业管理与会计学院、经济与行政管理学院、语言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环境建筑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科技学院、工程学院、医学院、牙科学院、理学院，以及 6 个研究所、2

个文体中心、1 所继续教育中心。马来亚大学拥有全马来西亚最先进的教学设备和研究设备，

同时还拥有马来西亚最大的大学图书馆，仅语言类图书就达 100 万册。马来亚大学是名人

辈出的大学，马来西亚除现任首相其他历任首相和很多上街精英均毕业于马来亚大学。马来

亚大学是马来西亚国内最受追捧的大学，曾经世界排名在第 89 位。值得一提的是马大工程



学院 2016 年世界排名 35 位，工程类现面向中国学生开放生物医学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

程、电气学工程和机械工程。除现任首相外，马来西亚历届首相及重要领导人

均毕业于马来亚大学！

校园环境

马来亚大学可谓吉隆坡乃至整个马来西亚的浓缩。校

园里鸟语声声，林荫处处，花气袭人。学校的各个学院都

是依山而建，体现一种人与自然的融合，无论是名目繁多

的植物园，还是资料齐全的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所到之

处，所见所闻，都令你心旷神怡。整个校园充满着宁静、

和谐、安详的气氛和浓浓的人文气息。学校不是被高高厚

厚的围墙包围起来，而是学校与整个城市建设连为一体，

如果没有一群群背着书包的学生穿梭其中，你也许不会以

为你所在的地方是这个国家教书育人的最高学府，而是一

个休闲和谐的城市的一部分。真正体现马来亚大学是一国

国际化大学的是各学院的建筑风格，有英法式的，有东南亚式的，有古代式的，更有现当代

特点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了一个国际化的大花园，美不胜收。

最大的原版文献收藏地

马来亚大学图书馆



一、交换学生条件

1、本科或研究生在读学生；

2、申请商务与会计学院（Faculty of Business and Accountancy）和法学院（Faculty of Law）
的学生必须提供雅思 6 分，托福 550 分，机考 80 分以上的成绩；申请其他专业可提供大

学四级或者六级证书的复印件和翻译件或者大学证明其可接受英文授课；

3、专业为马来亚大学目前所设立的对口专业；

4、学习成绩优异，具有较强的、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



5、思想活跃，具有改革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

6、身体健康，能圆满完成出国访问与学习任务（乙肝患者、乙肝携带者或患有其他传染性

疾病的学生均不能申请）；

7、满足具体项目要求的条件。

二、交换生费用说明

1、 申请期间需缴纳以下费用：

公立大学申请费 1780 元人民币

学生单次入境签证及返签信费 1780 元人民币

国内交流生管理费（材料收集、整理、公证、翻译
等）

3000 元人民币

去程国际机票
以当时机票价格为准
（约 2500 元左右）

接机、专人专车带领学生熟悉大学周边环境（包括：
接机、协助学生办理住宿手续、协助学生注册、带
领学生购物，在购物期间学生自行办理当地电话
卡、换钱等）

560 元人民币

国内体检费
200 元人民币左右（以
当时体检项目价格为
准）

2、如学生未被录取，扣除 500 元人民币，返还其他所有费用。如学生在

申请中因个人原因提出放弃申请，除此之外还将扣除 200 元人民币手续费。

3、往返国际机票；

4、到达大学后需缴纳的费用如下：

大学注册费 350 马币

住宿费 1995 马币

保险 350 马币

体检 180 马币

转换学生长期多次往返签证 450 马币

学费（按学分收费）
工科类专业课每学分 120 美金；

其他类专业课每学分 90美金。

注：马来亚大学最多选择 30 学分，至少选择 6 学分课程。



*以大学当学期交流生收费通知为准，大学有权在不通知的情况下变更费用

5、学生在马来西亚的生活游历费用

报名流程

1）符合条件的交流交换生申请报名，提交相关材料。（缴纳申请费、签证和返签费、接机

费）

2）马方大学出具录取通知书后，办理留学签证、反签信（缴纳国内交流生管理费）

3）待签证和返签出来以后通知出国具体时间和行程（缴纳国际机票费用）

4）入校学校（按照学校规定缴纳相关学费和杂费等）

三、交换生申请材料清单及选拔程序

1、由学校推荐、学生填写马大交换生申请表格，准备申请文件并递交到马来亚大学境外

办公室（中国）。

2、截止到 2017 年 10月 22日，逾期不予补入。

3、马来亚大学各个学院对交换生材料审核。

4、对审核通过的学生，马来亚大学发放录取通知书。

四、交换时间安排

由于马来亚大学需要办理反签，所以交换时间及出发时间根据吉隆坡移民局给出的反签信

时间而定，如遇到反签时间长延误入学时间，需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入学，有可能延期到下

一个学期入学。

五、交换生学分

经由学生所在大学与马来亚大学协议之后，马来亚大学可以负责向学生所在大学邮寄学生

考试成绩单。

六、其他：

1.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违者取消其选派资格。



马大部分学院缩影



可爱的孩子们

正在认真听讲的同学们



马来亚大学距今已建校 112 周年



吉隆坡夜景

美丽的海岛

马来西亚——亚洲魅力之所在！



马来西亚北方大学交流生申请细则

大学简介

马来西亚北方大学(UUM)创建于 1984 年，位于北部的吉打州, 校园面积庞大，达 1061

公顷（16000 亩）。总投资 5.8 个亿建成的北方大学环境优美，整个校园被热带雨林围绕，

是马来西亚半岛最美丽的大学。

2017 年，马来西亚北方大学亚洲排名 137 位；2016 年 8 月，马来西亚北方大学通过

AACSB （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亦称美国管理商学院联合会）认证，在全世界仅有不超过 5%

的商学院取得了这项精英认证。

北方大学被世界公认为一所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公立高等教育学府，是为将马来西亚建设

成为管理及其他相关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中心为目的而成立的大学。北方大学已在信息传播、

管理技术和质量管理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

果，为马来西亚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着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我们已与多所

世界著名的大学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北方大

学是第一个全部使用光缆通讯技术的大学，也

是第一个授予马来西亚多媒体走廊资格的大

学，同时该大学还荣获 ISO9002 资格证书。

北方大学的成立是为了培育与扩展管理学的教育。所以它所提供的科系都着重于管理

学、会计学、经济学、资讯科技学、公共管理学、人力之源管理学以及企业学。一共有十三

个学院，32 个学士学位，50 个硕士学位以及博士学位课程。

北方大学是唯一一个拥有标准 18 洞高尔夫球场的

大学、唯一一个拥有校内赛车道、露营基地、射箭场、

羚鹿园的大学。马来西亚北方大学（UUM）在马来西亚卓

越的学术地位，使得它成为当地学生和国际学生选择在

大马继续高等教育最理想的大学之一。

一、交流学生条件

1.优秀的在校大学生；

2.具备较高的英语语言水平。



3.专业为马来西亚北方大学目前所设立的对口专业；

4.学习成绩优异，具有较强的、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

5.思想活跃，具有改革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

6.身体健康，能圆满完成出国访问与学习任务（乙肝患者、乙肝携带者或者患有其他传染

性疾病的学生均不能申请）；

7.满足具体项目要求的条件

二、交流生待遇

交流时间：一个学期（根据北方大学的具体安排）；

交流地点：马来西亚北方大学

三、交流生自理费用

1. 申请时需缴纳的相关费用：

公立大学申请费 1780 元人民币

学生单次入境签证及返签信费 1780 元人民币

国内交流生管理费（材料收集、整理、公证、翻译
等）

3000元人民币

去程国际机票
以当时机票价格为准

（约 2500 元左右）

接机、专人专车带领学生熟悉大学周边环境（包括：
接机、协助学生办理住宿手续、协助学生注册、带
领学生购物，在购物期间学生自行办理当地电话

卡、换钱等）

860 元人民币

国内体检费
200 元人民币左右（以当时体

检项目价格为准）

2. 学生到校注册时需要支付的相关费用，请详见费用清单。

Details of charges USD（美金）

北方大学交流生费用
（包括住宿费、转换长期签证费、体检费、保险

费及其他学生服务）
975.00

北方大学交流生费用需要现金（美金）到校交纳

*以大学当学期交流生收费通知为准，大学有权在不通知的情况下变更费用



3.往返国际机票；

4.学生在马来西亚的生活游历费用。

5.报名流程

1）符合条件的交流交换生申请报名，提交相关材料。（缴纳申请费、签证费、返签费、

接机费）

2）马方大学出具录取通知书后，办理留学签证、反签信（缴纳国内交流生管理费）

3）待签证和返签出来以后通知出国具体时间和行程（缴纳国际机票费用）

4）入校学校（按照学校规定缴纳相关学杂费等）

四、交流生申请材料清单及选拔程序

1. 由学生所在大学推荐，学生填写北方大学交流生申请表格，准备申请文件并递交到马来

西亚北方大学境外办公室（中国）。

2. 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20 日，逾期不予补入。

3.北方大学各个学院对交流生材料审核。

4.对审核通过的学生，北方大学发放录取通知书。

五、交流时间安排

2017 年 1月办理出国签证

2017 年 2月由马来西亚北方大学境外办公室（中国）统一安排组织出发。

六、交流生学分

经由学生所在大学与北方大学协议之后，北方大学可以负责向学生所在大学提供学生考试成

绩。

七、其他：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违者取消其选派资格。



参加集体考试

校园缩影



图书馆一角



学生中心





马来西亚北方大学拥有世界标准 18 洞高尔夫球场、赛马场、卡丁车赛道、奥林比克所有运

动项目比赛场等



上个月西安地区高校出发的部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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