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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交换生项目简介  

★世界及马来西亚顶尖公立大学之一 ★ 

★美国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会员，获 AACSB 国际教育认证 ★ 

★工商管理硕士 MBA 在马来西亚排名第一，亚洲排名第五★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拥有标准 18 洞高尔夫球场、射箭场★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光导纤维通讯系统覆盖整个校园★ 

★地处马来西亚的硅谷、新行政首都 ★ 

★2019 年全球综合排名第 202 位★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生可在美国任何一所学校任教★ 

★2018 年度全球绿色大学排名第 10 位。★ 

★马来西亚研究型大学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人数最多的大学，几乎占总          

学生人数的一半★ 

★全马公立大学中毕业生就业率最高的大学★ 

★是全马公立大学教师队伍中拥有博士学位比例最高的大学，超过 

  88.90% 以上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UPM）是马来西亚顶尖的公立大学之一，也是全马来

西亚五所领先的研究型大学之一。 

(一)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简介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UPM）是马来西亚顶

尖的大学之一，也是全马来西亚五所领先的研究型大学之一，2019 年全球综合排

名第 202 位；农业学科在东南亚排名第一，亚洲排名第五，全球排名第 34 位；

教育专业文凭被美国所承认，在 UPM 教育学院毕业的学生可以在美国任何一所学

校任教。作为一家专业的高等教育学府，博特拉大学提供了很广泛的可供选择的

专业课程和良好的学习环境。学校致力于提高相关资源的质量、专业与非专业职

员的水平，注重硬件设施，也尽心于管理。为大家提供一个指导性强并且健康的

学习环境，利用最好的研究成果和最卓越的专家顾问精心设置专业课程和各种项

目。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UPM）建于 1931 年 ，起初是一所农业大学，1973

年与马来亚大学农业系合并成为马来西亚农业大学,在九十年代末因多媒体超级

走廊计划及新科技学术领域的影响下而在 1997 年正式被命名为博特拉大学，从

而趋于科学工艺方面的迅速发展。1999 年正式改名为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这是

马来西亚规模最大、在校人数多的大学（约有 3.5 万余人）。 

经过近 83 年的发展，UPM 早已成为一所综合性的高等教育学府。主校区占地

面积约 21000 亩，周围绿树环绕，环境优美。  目前，UPM 是马来西亚最大的

公立大学之一，拥有在校生近 30000 人。她也是一个迷你的“联邦国家”，拥有

来自超过 80 个国家的 4000 多名国际学生，该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学校位于首都

吉隆坡附近，是求学和研究型的理想学府。学校专业设置齐全，同时提供 400 多

个专业领域的硕士和博士课程。多年来博特拉大学已经在很多领域取得了非常显

著的成绩，获得了无数的国际奖项，被称为马来西亚最具发展潜力的大学，也是

各国留学生，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首选的大学。 

博特拉大学(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80 多个国家的

留学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博特拉大学是一所在国际学术领域倍受认可的

马来西亚顶尖的国立大学，拥有十分广泛的专业和研究方式。大学密切与企业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5%AA%92%E4%BD%93%E8%B6%85%E7%BA%A7%E8%B5%B0%E5%BB%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5%AA%92%E4%BD%93%E8%B6%85%E7%BA%A7%E8%B5%B0%E5%BB%8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7%91%E5%AD%A6%E5%B7%A5%E8%89%BA&action=edit&redlink=1


以及国内外人才发展机构合作，使学生们的学习和研究课题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

在一起，使学生们有广泛的实践和研究机遇。博特拉大学的商科，农业和林业专

业位居马来西亚第一远超马来亚大学，理科大学，国立大学。2013 年博特拉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获得了 AACSB 顶级商学院认证标志这马来西亚诞生了首个世界级商

学院。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是一所在国际学术领域倍受认可的马来西亚顶尖的国

立大学，学校拥有众多毕业于世界各地顶尖大学的教师，其中 70%拥有博士学

位，是马来西亚高校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比例最高的大学。大学有 2900 多个学

术科研人员和大量的研究生参与了众多的研究活动，在学术和科研领域取得了非

常显著的成绩，并因此而获得无数的国内和国际奖项。博特拉大学拥有 16 个学

院，9 个研究所、2个高等专科学校、12 个研究中心。 

         UPM 坐落于马来西亚新政府管理中心——PUTRAJAYA，毗邻吉隆坡国际

机场和吉隆坡市中心，交通十分便利，同时环境宁静优美，是理想的求知学府。

UPM 拥有标准 18 洞高尔夫球场的大学、拥有射箭场、射箭场的大学，学生在交流

的同时还可以学习多种高尚运动。 

 

学校网址：http://www.upm.edu.my/ ，http://www.upm.edu.my/?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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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院系 
 

 

博特拉大学拥有 16 个学院、12 个研究所、2 个高等专科学院、2 个学院、8 个服务中心和一个分校区。 

 

 

16 个学院包括： 

 

 农学学院 

 森林学学院 

 兽医学院 

 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学院 

 建筑与设计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育研究学院 

 科学学院 

 人类生态学院 

 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 

 现代语言与通信学院 

 环境研究学院 

 生物技术与分子生物科学学院 

 农业与食品科学学院； 

 

12 个研究所 

 

 高新技术研究所 

 生物科学研究所 

 老年人医学研究所 

 多媒体和软件研究所 

 社区与和平研究所 

 临时药剂和营养生物工艺学研究所 

 农业和食品政策研究所 

 植物园研究所 

 农业与食物政策研究所 

 清真食品研究所 

 热带生物合成研究所 

 农业衍生物研究所 

 

8 个服务中心： 

 

 伊斯兰中心 

 文化与艺术中心 

 职业发展中心 

 大学商务中心 

 对外教育中心 

 研究管理中心 

 就业中心 

 校友服务中心 

 

 

 

1 个高等专科学院 

 

 体育专科学院 

 

2 个学院 

 

 研究生院 

 PUTRA 商学院  

一个分校区 

 

 沙捞越，BINTULU  

 

 

 

 

 

 

 

 



（三）校园设施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占地约 21000 亩，是马来西亚乃至亚洲规模最大的大学，它也

是马来西亚拥有最大的绿色校园环境的大学。 

 图书馆：带有空调的中心图书馆占地面积 17,652 平方米，拥有 50 多万册藏书，包

括：课本、参考书、论文、短期外借书、视听材料、数据光盘和电子杂志等。有二

千个座位，另有单独的会议室、讨论室和礼堂等。还有兽医图书馆、医学与健康科

学图书馆和位于沙捞越的图书馆等。   

 娱乐休闲与运动设施：有一个十八洞高尔夫球场，这些先进的便利条件包括：银

行，邮局，书店，餐厅，自助洗衣房，体育场，游泳馆，娱乐室等。 

 网络设施：有超过 1 万台电脑供学生使用，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化的基础

设施-光导纤维通讯学院统。此学院统覆盖整个校园，为学生的学习、生活、娱乐休

闲提供当今最便利的条件。 

 校园公交车：由于校园庞大，大学提供校园里的公交服务。 

 学生组织：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校内有 131 个各种形式的俱乐部和社团 

  知识是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举行所有活动的重心所在，正如学校的口号为：“用知

识服务社会。”大学所进行的各项努力都是在践行这一办学理念。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旨在建成卓越的教学与学术研究中心，致力于提高国家的物质

及精神财富。拥有高质量的教学资源，与当地和国际知名的高校都有友好联系，使进入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学习的各位学生，带来丰富人生的机会，学生的未来也更加光明。 

一直以来，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通过研究和传播知识文化为社会创造财富，对国家

建设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诸多有意义的贡献，多年来培养出的众多优秀毕业生，在研究

和创新领域创造出累累硕果，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将继续致力于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大

学。 

 

 

 

 



（四）申请步骤及申请材料：  

1 开学及报到时间 

 

报到时间： 2019年 9月初  

2 申请条件  1. 优秀的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均可报名 

2. 渴望学习和提升英语水平 

3. 具备较高的英语语言水平(若有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为佳或拥有中方大学

语言证明)； 

4. 专业为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目前所设立的对口专业； 

5. 在校学习成绩良好，具有较强、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 

6. 思想活跃，具有改革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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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满足具体项目要求的条件。 

 

3 申请程序  1. 由学生所在大学推荐，学生填写博特拉大学交流生申请表格，准备申请文

件(可参考模板)。 

2. 在收到申请文件后,博特拉大学各学院会对交流生材料审核。 

3. 对审核通过的学生，会在材料递交之后的一个月时间左右,由博特拉大学发

放录取通知书。 

4. 在审核期间,学生需要准备并递交反签函文件（可参考反签函申请文件以及

填写模板)。 

5. 在反签函材料递交之后，相关马来西亚政府部门会对材料进行审核。 

6. 反签函材料递交之后的两周至一个月内，会收到反签函。 

7. 收到反签函之后会在中国相关部门办理学生单次入境的签证。 

4 申请时间限制 

 

申请材料清单 

 

 交换学生在马来西亚可申请一个学期或最长二学期学习 

 

第一阶段：申请入学通知书   

 

1. 填写申请表格：需要填写完整，并盖章 

2. 护照首页（护照首页扫描件：PDF 格式，小于 2000KB） 

 

3. 6张白底护照照片 （电子版） 

 

              照片要求：   

 3.5×5cm 白底和3.5×5cm 6 张（不包括贴在申请表上的），提供电子版照片

需是在照片馆拍照时的电子档，文件大小在66kb 内 

（照片宽小于217PX， 高低于280PX， jpg格式，小于66KB） 

 照片要求如下： 

 

a. 照片头部居中 

b. 宽度 21mm-24mm 高度 28mm-33mm 



c. 照片禁止侧身、禁止头部尺寸过大、过小。 

d. 禁止佩戴眼睛 

e. 禁止清晰度过低 

f. 禁止有其他颜色背景（禁止渐变色） 

g. 禁止光线不匀 

h. 禁止遮住眉毛耳朵等五官 

i. 禁止衣服和背景颜色相近（一定要背景和衣服颜色有反差） 

j. 禁止穿白色衣服 

k. 禁止佩戴发卡、帽子 

l. 禁止用电脑软件修改、化妆（不要照片和本人相差太远） 

m. 禁止眯眼（正常睁开） 

n. 禁止露齿和大笑 

 

4. 英语能力证明信（大学英语四六级证明，英文翻译件，需要学校盖章；如

果没有需要提供英文水平证明信，需要相关讲师签名，学校盖章）   

5. 个人简历  （主要是阐述为何去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当交换生）  

 

6. 中国大学中英文成绩单加盖学校公章 （必须是申请博特拉大学学院相应的

课程）（如果垮专业，那么必须说明原因）   

 学生需要在国内至少已经有一学期或两学期的学习经历  

 需要公证或有学校盖章 

 成绩单公证件：PDF 格式，小于 1000KB 

 

7. 学生在校证明          (由中方大学出证明函) 

 

8. 学生申明 

 

第二阶段： 申请入境批文 （EMGS） 

 

1. 护照整本复印件    （包含空白页） 

 （护照整本指：所有页码包括空白页和封面，完整的扫描件应是 26 页） 

 （得扫描那些有盖章的页数， PDF格式， 小于 2000KB） 

 

2. 中国大学证明函（必须说清楚来马时间及在博特拉大学上的学院） 

 

3. 马来西亚银行担保函   （我们这里处理）  

 

4. 体检表格（Medical Check-Up Form）（国内医院常规体检） 

（需要 X光及全部化验单）（不能有肝炎等传染疾病）  

体检报告：PDF格式，小于 1000KB.（有 EMGS 标志的体检表） 

 

5. 关申请人的邮箱以及邮箱密码  （不能用 qq及 163邮箱， 可用

hotmail， gmail 等） 

 

 为节省时间，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可以一起提供 



5 递交申请时间   申请截止日期： 2019年 4月 30 日  

 抵达学校时间： 2019年 9月初 

 

6 学生管理  交换学生在马来西亚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学校的规定及社会风俗习

惯，接受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的管理； 

 交换学生在马方修读的课程成绩，中国大学根据有关规定予以认可。 

 交换学生在马来西亚期间，若违反两校相应规定，则两校有权取消其交换学生

的资格，费用不予退还。 

7 各重要时间表  开始申请： 即日起开始至 2019年 4月 30日 

 申请截止日期： 2019年 4月 30 日  

 递交第一阶段申请材料： 2019 年 4月 30日前 

 递交第二次办理反签函时间： 2019年 5月 15 日前 

 缴费时间： 请按照费用表缴费时间  

 

8 特别注意事项  从 2018年 2月份开始，博特拉大学将采取择优政策，因此；有可能不是全部申请

的学生将获得入学通知书。 同时还需要注意：   

 

 由于语言问题，博特拉大学导师将按照学生语言水平对相关专业课程学习或选

择语言课程学习。由此， 学生有可能无法选择到选自己希望选择的课程 

 体检查出有乙肝或其他传染病，无法获得签证，需要回国，博特拉大学不负任

何责任。  

 转换学分是按照中国各校的规定，请各同学查明中国大学学分置换政策。 

  

 以上申请材料为 2019年 2月 23日之后申请材料   

 有任何更新将及时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