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国际学生流动调查中，与新加坡一桥之隔的马来西亚

成为国际学校之间 。据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长拿督斯

里伊德里斯朱索，该国优质的教育教学质量、偏低的生活成本以及多样的社会文化，

是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主要原因。

    

马来西亚教育一直以来相当“低调”，

然而其教育水准却是全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近年，马来西亚作为新晋的热门留学目的地，俨然以“黑马”之势，在美国、英国、澳洲、加拿

大等传统留学大国中杀出重围。他凭借自身教育的独特优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2017年初，

超过17万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到马来西亚留学。到2020年，马来西亚政府希望吸引20万国际留学生，

并且有意在2025年前将这个数字提升到25万。

马哈蒂尔首相硬核代言邀您留学马来西亚

教育是我们人生中的重要基石之一，它对国家、
人民、经济及社会发展尤为重要。”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

马哈蒂尔（视频点击）：

来马来西亚留学必定不枉此行！

（拍摄于2019年8月份）    



序
号 校名 排名 地位 合作内容 学 费（人民币） 校址 适合人群

1 马来亚大学 世界70位 全球1%
顶尖大学 本科、硕士、博士 本科1-5万/年，

硕士总学费2万起，博士总学费6万起 吉隆坡 适合学习能力强的同学，环太
平洋大学联盟

2 博特拉大学 全球159位 全球1%
顶尖大学

本科、硕士、博士
合作办学/交换生

本科1-3万/年，
硕士总学费1万起，博士总学费4万起 吉隆坡 适合学习能力偏强的同学就读，

亚洲规模最大的大学

3 国民大学 全球160位 全球1%
顶尖大学 本科、硕士、博士 本科2-4万/年，

硕士总学费2万起，博士总学费6万起 吉隆坡 适合学习能力偏强的同学就读

4 北方大学 全球591位 全球五百强
大学

本科、硕士、博士
合作办学/交换生

本科0.8万/年，
硕士总学费1万起，博士总学费5万起 吉打州 适合经济偏差的本科生就读想，

亚洲最美大学

5 思特雅大学 全球442位 全球五百强
大学

本科、硕士、博士
合作办学/交换生

本科2-5万/年，
硕士总学费2万起，博士总学费6万起 吉隆坡 艺术生、音乐表演世界百强大

学

6 苏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学 亚洲351位
亚洲一流大
学（等同

985、211）
本科、硕士、博士 本科0.3万/年，

硕士总学费1万起，博士总学费4万起 怡宝 经济条件偏差的同学

7 苏丹再纳阿比汀大学 亚洲391位
亚洲一流大
学（等同

985、211）

本科、硕士、博士
合作办学/交换生

本科1-3万/年，
硕士总学费0.8万起
博士总学费2.4万起

登嘉楼州 适合经济偏差的在职老师学习，
毕业难度低

8 彭亨教育基金大学 无 私立 专科起点本硕直读 本科阶段9.6万      硕士0.8万起 彭亨州 适合专科生晋升硕士



大学名称 全球排名 排名等同于中国的大学 排名等同于全球其它的大学

世界QS排名70位 
亚洲13位

浙江大学(54)
上海交通大学(60)

美国华盛顿大学(68)
英国华威大学(62)
 日本东京大学(亚洲13位)
 英国伯明翰大学(81)

世界QS排名159位
亚洲33位

南京大学(120) 
武汉大学(257) 

日本北海道大学(亚洲29位)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56)
台湾清华大学(亚洲32) 
亚洲33位 英国利物浦大学(181)

世界QS排名442位
音乐、表演专业世界百强

南开大学(368)
北京理工大学(43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462)
 吉林大学(484)

美国波士顿学院(432)
日本千叶大学(442)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448)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468)
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448) 

世界QS排名591位
全球5%顶尖商学院AACSB认证

 中国人民大学(531) 
大连理工大学(571) 

四川大学(601)
北京交通大学(701)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561)
英国金斯顿大学(580)
香港岭南大学(591) 
美国密苏里大学(591)
澳大利亚中央昆士兰大学(601)



衣服化妆品　　国际品牌的衣服和化妆品，由于进口税率的关系，比中国要便宜，东南亚最好的购物地也就是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逛街购物有如下四大特点：

好玩——不论是在街上还是在“漠”(Mall)里, 都有许多娱乐玩耍的去处, 你总是能发现很多新鲜玩艺儿。你可以观赏欧美亚非拉的各色人种, 从蒙面人到裸肚脐配迷你装；
从模特儿促销到趣味竞赛赢巨额大奖；你可以呤听南腔北调烩杂创新的奇特语言；从绚丽多姿的服饰到五花八门的大减价, 吃喝玩乐, 无所不有, 非常好玩。

  不论你在街上瞎逛闲游, 或是在“漠”里采购试装, 你既会觉得热闹, 又不至感觉拥挤。想吃喝扭头就有, 想歇脚儿四处有凳。宽敞的空间、凉爽的空气、热情周
到的服务、清洁便利的公共设施, 那确实是享受。

货全——作为购物天堂的马来西亚, 凡是需要的、奢侈的和流行的商品应有尽有。无论是手工小技或是专店名牌, 也不论是举世名流还是本土设计, 在这里都能找到它存在
的位置。对于外国学生来说, 不妨向你的马来西亚同学打探一下, 相信他们对年轻人所迷求的东西都是驾轻就熟的。

便宜——马来西亚虽不是自由港, 却是低进口税国家, 绝大部分消费品的进口税在5%-10%, 甚至是免税。由于流通环节费用低廉, 绝大部分商品在全世界都是最便宜的。遇
上促销、大减价或消费日等活动, 很多商品如服装、家具、电器等都是在成本以下抛售。所以碰上让你目口呆的价格时, 你也不必买得太多, 因为机会长在。

游玩 汽油 星际酒店 食物

海岛游一般800-1000元/天（包
含住和游玩、餐食）

2-3元
RMB/升

3-4星：220-300RMB
5  星：590多RMB

印度飞饼、椰浆饭很便宜，几毛钱到2RM最多4RM可以吃到你撑，一般
在麻麻档吃杂饭5RM也足够了。肉骨茶RM6到8，到好点的基本每人人
RM10足够。槟城炒果条RM2.5到RM5，什么滑蛋河啊，猪脚醋啊，河
粉啊，广府炒啊，牛肉河啊，基本都是马币4 块到6块之间。比国内北
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偏僻地方的路边小摊都便宜。

对比海南三亚要便宜一倍以上 7元左右/升 首都吉隆坡为例同比北上广
深一线城市要便宜接近一倍 基本是中国三线城市消费水平



图片来源：登嘉楼州之停泊岛
马来西亚岛屿众多,阳光沙滩,碧海蓝天, 海域丰富,海水清澈见底,空气
质量好, 游客出海游玩机票低廉（200元左右/人），游玩成本也就是
海南三亚的三分之一，马来西亚国际化非常高，旅游业非常成熟，因
此在马来西亚留学不会寂寞。



英语系国家--留学性价比最高

翡翠天堂，魅力大马，健康高品质留学！
优越环境、稳定政治、低廉消费、完善医疗、灿烂人文、和谐社会，是马来西亚的代名词，也是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在马来西亚留学定居原因所在。这里全年气温基本维持在

21℃至31℃之间，历史记载以来没有地震、台风、干旱等自然灾害，连续多年被评为“福布斯全球十佳华人移居国”等。PM2.5均值6-13（海南海口市25.6，北京90.1）

◉ 物价低廉 ，学费、生活消费低廉，马来人幸福指数亚洲最高
马来西亚最独特的经济特征便是经济发达、物价低廉。马来西亚在世界经济排名第93位，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国民收入水平远超中国，但物价水平不到中国的1/2，在东
南亚仅次于新加坡，在亚洲属于前三的水准。

◉ 华裔的天堂，社会包容度高,快速融入生活，华人占比30%,文化相近
素有“亚洲魅力所在”美称的马来西亚，不仅有迷人的风光及宜人的气候，其多元种族文化也具有非常强的包容性，占总人口达1/4华人的马来西亚，中文相当普及，容易适应
和融入当地社会。

◉ 高等教育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排名世界第九和澳洲相等
随着大量投资涌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本身致力于改善教育标准，使得其高等教育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排名世界第九的高评，与澳大利亚不相上下，马来西亚虽然仅有20所
公立大学有一半进入世界QS大学榜单，而且私立大学也强势进入了世界QS五百强大学，这在中国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 近在咫尺的留学,地理位置优越，与国内上学无异
许多在欧美求学的学生通常是几年才能见家长一面，因为高昂的交通费用，每次往返就得花万把元买机票。但是马来西亚来回中国仅需约几百元至2千多元左右人民币机票即可，
比如吉隆坡飞深圳最多3个小时平时只需要300-600元之间人民币，飞北京约6个小时也就1200多人民币，可以每年回国2-3次，可谓近在咫尺的留学。



图片来源：马来西亚北方大学

以



中马大学可比对数据 留学马来西亚 读中国大学

举例：
高考成绩400-500分
高中三年均分85+

可录取
（如：中国人民大学世界531位）

二本（含独立学院）
一本（非985、211）

学、杂、住宿费总计 本 科6-13万     硕 士1-3万 本科4-15万   硕士4-10万

从本科读完硕士学制及生活费 本科学制3-4年硕士1年
按最多五年计，生活费约5-6万

本科学制4年硕士学制3年
七年生活费预计：8-12万（二线城市）

其他费用 考研辅导费 0 元 考研辅导费3-4万元

学   制 本科3-4年   硕士1年     本科4年   硕士3年

本科、硕士毕业总用时 最多5年，预计最早22岁硕士毕业 七 年，预计最早25岁硕士毕业

回中国毕业待遇 全日制✔          留学生✔ 全日制✔    留学生✘

就业及落户待遇 部委招录、央企单列计划✔ 
落户京沪✔ 

部委招录 、央企✘（非985、211）
落户京沪？（原则不限但没有企业接收）

1、本科硕士读完学习、生活费用总额低于中国；
                      2、硕士毕业后比中国节省接近一半的时间；
                      3、同等高考分数世界排名秒杀可录取的中国院校。      建议：如果考不上好985、211的大学，马来西亚欢迎你！



         马来西亚是一个英联邦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与西方国家关系更紧密。来马来西亚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在

马来西亚学习可以非常方便地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接触和了解。在马来西亚毕业后，您可以选择继续前往欧美国家继续深造

学习。也可以选择留在马来西亚工作，或者选择回国就业，回国工作不管是在教育学历和专业技能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优势。

　近年来，由于英，美，澳，加的学费纷纷上涨，另外加上很高的保证金，对留学生以及他的家庭都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所以更多的学生都把目光投向了离我们比较近的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本科和硕士学位都可以获得第三方国

家英美澳等国家的文凭，再加上相较于欧美学校的学费，马来西亚留学的学费实在是太低了。而且不需要保证金，整体来

说性价比非常的高。因此，马来西亚越来越受到留学生的青睐

         工薪家庭选择英联邦体系国家留学无疑马来西亚是最适合的，成本及学制优势非常明显本科学制3-4年，硕士学位学制

最低一学年，硕士毕业让国内7年的学习使命4-5年完成，以此节省不仅仅金钱还有时间，节省的时间可以继续攻读博士或

参加工作，但无论做什么都比中国研究生要捷足先登的获得更多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马来西亚的学费普遍低廉，总计学费

2-3万人民币的专业课程大量存在，因此中国一般经济收入的学生都可以承受，在这里希望有你所需要的，在此表示你耐心

的浏览表达感谢！



一、招生对象：

1、本科：普通高中及同等学历；

2、硕士：本科毕业及同等学历；

二、申请要求：

1、本科：高中三年六个学期成绩科目均分85+，毕业证书或学业证明信

                     如有提供雅思成绩、国际课程证明信、全英文授课证明信等

2、硕士：成绩单科目均分85+，绩点最低2.6以上，毕业证书或学业证明信

                    如有提供工作及从业证明信、雅思成绩单、期刊发表或出书等

提示：成绩均分不是硬性标准一切以所有材料综合进行评价，因此均分低于85+依然有机会申请
更好的大学，所以一切以材料作为评判依据。

免雅思申请入学，无预科
健康的留学生活与学习

图片来源：我们的学生留学的学校的射箭运动
场，版权归WWW.HG1.CN)



步骤 流程 流程名称 时间 负责 协助 批准

1 咨询 咨询了解 当天 学生 面试官  

2 初审 填写《入学申请表》 当天 学生   

3 签约、交费 签署申请服务确认函，代收申请注册费8500元人民币 当天 学生 面试官  

4 审核 测试成绩合格的学生准备完整申请材料。 1-2周 学生 面试官 留学大马

5 申请注册 申请材料提交校方初审及注册 3周 学生 留学大马 校方

6 录取 发正式录取信offer，确认录取资格。 3-4周  留学大马 校方

7 交费 缴纳剩余签证费、贴签费、接机、服务费计          元 3-5天 学生  留学大马

8 签证 注册办理EMGS，入境签证申请办理 5-6周 学生 留学大马 马来西亚移民局

9 贴签 到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办理入境贴签 一周 学生 留学大马 马来西亚大使馆

10 入学 获得签证的赴马来西亚学校办理入学报到手续。 当天 学生  校方

申请服务完成



 本科学历层次申请材料清单 硕士学历层次申请材料清单 博士学历层次申请材料单 

1） 高中 3 年成绩单公证件1份 

2） 高中毕业证公证件 1 份 

3） 护照整本复印件 1 份（包括空白页） 

4） 2 寸白底证件照 8-12 张 

5） 体检声明表 1 份 

6）银行个人存款十万 证明信

7）艺术类提供作品三份

8）小语种需要提供学业证明信

9）申请表一份

1） 本科 4 年成绩单公证件1份 

2） 本科毕业或学位证公证件 1 份 

3） 银行个人存款十万 证明信

4） 申请登记表

5） 护照整本复印件 1 份（包括空白页） 

6） 2 寸白底证件照 8-12 张 

7） 体检声明表 1 份 

8） proposal（开题）

9）有工作的提供工作从业证明信

10) 艺术类的需提供作品三份 

1） 硕士成绩单公证1 份 

2） 硕士毕业证（或学位证）公证件 1 份 

3） 申请登记表 

4） 银行个人存款十万 证明信 

5） 护照整本复印件 1 份（包括空白页） 

6） 2 寸白底证件照 8-12 张 

7） 体检声明表 1 份 

8)  proposal（开题）

9）有工作的提供工作从业证明信

10) 艺术类的需提供作品三份 

说明：通常各个大学还会根据自身情况需求学生提交其它材料，具体会有明确提示



项目\学校 马来亚大学 博特拉大学 国民大学 思特亚大学 北方大学 师范大学
苏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学

地位 世界70位 世界159位 世界160位 世界442位 世界591位 亚洲350位
亚洲八大师范院校

学费 本科1-3万/年
硕士总2-5万

本科1-3万/年
硕士总1-4万

本科1-4万/年
硕士总2-6万

本科1-4万/年
硕士总2-9万

本科8000+/年
硕士总1-2万

本科3000+/年
硕士总2万+

住宿费 校内 1360元左右/月 1190元起/月 1700元左右/月 1300元起/月 全年1938元 全年6630元

住宿费 校外 900-1300元/月 900-1400元/
月 900-1500元/月 900-1400元/月 无 无



         学生学满毕业后会由学校统一颁发学位证书，并授马来西亚本国教育部，外交部，中国驻马大使

馆以及中国教育部留学生服务中心认证。毕业回国学历学位认证后具备组织人事的干部身份和海外人才
引进政策，硕士留学生可落户北京、上海，落户指标不占用当年国内硕士研究生应届毕业生进京指标，
上海市人才引进落户要求世界五百强大学留学生回国全部享受海归人才买车买房免税政策，享受创业政
策资金扶持和机关单位人才引进绿色通道政策，享受部分省市海外人才引进落户安家费用支持政策等。

硕士留学回国落户北京、上海，享受海外人才引进回国绿色通道



就业 购买免税车政策 学术研究
方面政策

创业方面
政策

子女入学
优惠政策

双一流大学才有优势 无 无 部分省市有双
创资金 一般都不存

在中国，82.5%的单位均在一定程度
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斜性待遇。
20%的单位认为海归员工在本单位的
晋升途径更快捷，17.5%的单位认为
他们的工作岗位更核心，一半的国
企表示会让海归员工进入更核心的
岗位，而外资企业的态度则两极分
化，在很多2-3线城市只要是有世界
排名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可以招录学
校等事业编制岗位

国家为鼓励海外学子回国
效力，在回国购买交通工
具层面也推出了相关优惠
政策，也就是留学生免税
车。具体是指能够免除所
购汽车零部件中的进口关
税和车辆购置税。一般情
况下，两项加起来合约能
够占到汽车销售指导价格
的15%。

如果到大学、中
科院或者一些研
究机构做学术工
作，大致可以得
到以下优惠：
职称上，很多人
的职称都比在国
外时高了一个或
者几个档次。

各省市给与留
学生回国创业
在资金上给与
的最高达到100
万，减免办公
房租等，政策
繁多，大多是
鼓励留学生回
国创业。

有些地区对于子女入学
有优惠政策，通常由教
育部门统一安排，择校
入学；在国外生活5年以
上，在语言文字适应期
内入学，给予加分优惠，
区内设有教授外语的学
校供留学生自由选择。

很多时候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一些事情，比如，有的家长只会坐井观天单纯的认为出国留学去马来西亚虽然比英国美国便宜近百万，但还是要比国内
多一些，但家长没有预想到出国留学除了知识技能能带给孩子的其他附加值，这就会影响到孩子一生的发展。

材料引用：http://www.sohu.com/a/335573926_120012792，
政策方面请依据各省海外人才引进政策及



为了能帮助学生更清晰的了解符合自身优劣情况，面试官会通过对学生的材料
进行全面的审核和了解，服从我们的申请建议及安排，以确保同学能获得更好
的大学录取。

因此提供真实有效准确的信息非常重要。

学生应着重的选择好自己要学习的专业，



硕士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Ai_n7KhgDniBPcB8FQJbg本科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MQK8lBt7Df9hO8HpDJaig

本科各校招生简章完整版                                                    硕士各校招生简章完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