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硕士招生简章(课程型）

马来西亚沙捞越大学
本册资料使用于����/����年，如内容与官网信息有出入，请以官网资料为准。



沙捞越大学（也称砂拉越大学，简称砂大）University Malaysia Sarawak (UNIMAS)，成
立于����年��月，坐落在离古晋市中心约莫��分钟车程的三马拉汉省。它是马来西亚
高等教育部重点培养的��所公立大学之一，也是马来西亚东部规模最大，排名第一的
综合性大学。沙捞越大学拥有卓越的学术研究成就，是一间拥有ISO ����：���� 规格
的大学。目前大学在校学生已超过�����人，教职员工超过����人，主要的教学与研究
方向集中于生物技术、资源科学、信息技术、社会科学发展、商业经济、自然资源与环
境管理等多个领域的学科。此外，其在科技方面的研究与应用有着一定的成就，更是
马来西亚少数拥有“多媒体超级走廊”资格 (MSC Status) 的国立大学之一。

沙捞越大学在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的查询页面：
http://jsj.moe.gov.cn/n�/�����.shtml

中国教育部相关认证查询



大学排名与奖项

� 世界大学影响力
于马来西亚

��
世界大学排名
于马来西亚���

世界大学影响力
于马来西亚

��� 世界大学排名
于亚洲

��� 商业及经济学科排名
于全球

���� 工程及科技学科排名
于全球

���� 世界大学排名
于全球��� 青年大学世界排名

于全球

全球�����所大学中排名

第���名
全亚洲�����所大学中排名

第���-���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 泰晤士亚洲
艺术领域卓越与创新奖

QS世界大学排名 QS亚洲大学排名



古晋(马来语为Kuching)，也称猫城，是马来西亚沙捞越州首府，是一座有着与马
来西亚各大城市全然不同的浪漫氛围与历史气息的城市。 这里也是著名的热带雨
林世界音乐节的举办地，同时拥有众多国家森林与生态保护区，是个集人文与大
自然一身的城市。古晋也是东马历史最久、最大的城市、工商业中心与港口。古晋
地处沙捞越的西部，沙捞越河南岸，离海岸约��公里。 市内新旧建筑交替，河渠纵
横，绿水悠悠，装载橡胶、椰子、胡椒的小船穿梭期间，有“ 水上之都”之美称。

�大
入学优势

英联邦教育体制
全英文授课环境

留学性价比高
学费低廉

安全系数高
常年无灾无难
国家政治稳定

文凭含金量高，
受中国教育部承认

学制短且学分
受认可度高，可转
学分至欧美名校

签证通过率���%
无需任何资金担保

课程应用度高，
就业有保障

英语入学要求低
（雅思�.�或以上）

古晋简介

毕业率��%



��所学院
·认知科学与人类发展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资源科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及创意艺术学院
·医药与健康科学学院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
·经济与工商学院
·语言与传播学院
·建筑环境学院
·预科学习中心
·砂大商学院
·工程学院

��所研究中心
·疟疾研究
·水文研究 
·西米研究
·残障研究 
·社会创新
·可再生能源 
·金融技术与创新
·大数据及可视化 
·图像分析与空间技术
·语义技术与增强现实 
·空间整合与数字人文

院系结构

课程设置

�所研究所
·婆罗洲研究
·创意艺术与工艺
·健康与社区医学
·生物多样性与环境保护
·社会资讯学与技术创新

45
本科专业

28
研究型

硕士和博士课程

14
课程型硕士课程

1
课程型博士课程



课程型硕士入学要求

学 历
要 求

入学申请流程
大学内部审核

已取得相符英文资格
者直接进入专业课；
有条件录取者需先进
修英文强化课程

申请所需材料

*注：所有文件需为PDF版本

� 填写留学申请表格 � 研究计划（研究型课程需要）
� 护照整本扫描件（包括封面） � 个人简历（英文版本）
� 本科毕业证或学位证（中英版本公证） � 语言成绩（雅思/ 托福/ MUET 等）
� 本科成绩证明（中英版本公证） � 两寸白底照片（JPG 格式）
� 相关工作经历英文证明（若有） �� 首次缴费收据单

�. 本科成绩达�.��以上 （总分�.��）；

                    或
�. 本科成绩�.��以下且拥有以下其一资格者： 

一、�年相关工作经验； 或
二、拥有其他受学术委员会承认的资格



课程型硕士专业简介

Corporat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MBA)
企业工商管理硕士(CMBA)
此专业课程集合了传统与现代商业管理模式中的精华，让学生能够掌握到最新的商业知识与
管理技能。此课程也提供更多与不同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的人跨界交流的机会，在优秀的师资
阵容引领下，学生更容易在这多元文化的环境碰撞出更多的火花。为提供更针对性的教学，学
生也可选择其中一个专业方向作为主修，即：信息系统管理，艺术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

Master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Land Use &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环境科学硕士(土地利用与水资源管理)
此专业与社会科学学院的“发展规划”专业共同合作设置课程。希望以SLUSE-M从自然和社会
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出发，透过跨学科的交流来理解问题，同时与外国大学及机构进行多方面的
学术交流与合作，从而找到土地与水资源科可持续利用的相关解决方案。

Master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Development Planning) 
环境管理硕士(发展规划) 
此专业与资源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土地利用与水资源管理”专业共同合作设置课程。希望以
SLUSE-M从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出发，透过跨学科的交流来理解问题，同时与外国
大学及机构进行多方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从而找到土地与水资源科可持续利用的相关解决
方案。

Master of Science in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HRD)
人力资源硕士
这门专业专为那些有意提升人力资源管理与发展能力的人而设。课程设置从理论与实践角度
出发、着重于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以使其具备在职场上应用专业知识的能力，并且能快速掌握
最新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发展趋向。

Master of Science (Learning Sciences)
理学硕士(学习科学)
学习科学研究的重点是理解人类学习和思考的复杂性，并探索在生活中如何进行知识获取。此
课程框架结合了认知科学，教学技术和教育研究领域的各项最新知识和技能。通过认知科学，
社会文化研究和教育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各个年龄段学习者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从而掌握如
何针对性地执行最有效的教学模式。

Master of Science (Counselling)
理学硕士(辅导学)
此专业旨在强化学生在个人，组织，家庭与社区相关问题的处理能力。着重培训学生以更专业，
道德及科学的思维模式来帮助辅导对象提升其生活质量并解决他们的困惑。



Master of Engineering (Civil)
工程系硕士(土木工程)
此课程是专门为帮助应届毕业生，从业工程师和学者获得更多的土木工程知识而定制的。 
该课程结构着重于最新的工程实践和工业相关的研究项目。 该课程亦专注于改善城市化过
程中出现的土木工程问题，例如土壤问题，交通拥堵和建筑施工技术等。

Master of Engineering (Communication System)
工程系硕士(通信系统)
该专业提供广泛的课程，其教学重点为通信系统工程的理论上。 它旨在为学生提供有关现
代通信技术的详细知识； 电信和数据网络系统，并培养跨学科技能，以满足当前和未来的商
业和工业需求。

Master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信息技术管理硕士
信息技术管理硕士课程让学生对形成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业务环境和技术发展有更深
入的了解，使他们能够应对在IT行业工作的各种挑战。 该计划使学生可以适应各种管理职
业，例如IT经理或总监，公共或私人组织的IT顾问以及IT企业家等。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MPH)
公共卫生硕士
这是一个全职课程，让医生可攻读公共卫生硕士并且为公共卫生博士学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 学生将在成功完成第一年课程后获得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其后， 学生可选择是否在接下
来的三年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Master of Nursing (Nursing Education)
护理学硕士(护理教育)
该课程侧重于循证护理学以及护理教育所需的教学背景知识和技能。适合执业护士，护理
教育者和护理学相关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他们希望专注于护理教育事业。

Master of Engineering (Energy & Environment)
工程硕士(能源与环境)
该专业侧重于研究最新的工程趋势以及相关的工业研究项目，好让学生能够提升自身对于
能源和环境领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Master of Engineering (Mechanical)
工程硕士(机械)
该课程提供了两项专业领域任学生选其一修读：即机械与能源可持续性或设计与制造，使
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由此更深入且针对性地掌握机械工程的相关知识。



课程型硕士专业明细

*注：以上费用未包含管理费RM���，每年的健康保险RM���及保证金（可退还）RM����

Programme
专业

Tuition fee(RM)
学费

Duration
学制

雅思
要求

Corporat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MBA)
企业工商管理硕士(CMBA)

31152.00 1.5年 5.0

Master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Land Use &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环境科学硕士(土地利用与水资源管理)

25072.00 2年 6.0

Master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Development
Planning)
环境管理硕士(发展规划)

25072.00 1.5年 6.0

Master of Science in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HRD)
人力资源硕士

28372.00 2年 5.0

Master of Science (Learning Sciences)
理学硕士(学习科学)

24072.00 2年 6.0

Master of Science (Counselling)
理学硕士(辅导学)

27592.00 2年 5.0

Master of Engineering (Civil)
工程系硕士(土木工程)

30571.00 1年 5.0

Master of Engineering (Communication System)
工程系硕士(通信系统)

33072.00 1.5年 5.0

Master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信息技术管理硕士

25546.00 1年 5.0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MPH)
公共卫生硕士

20446.00 1年 7.0

Master of Nursing (Nursing Education)
护理学硕士(护理教育)

26392.00 2年 6.5

Master of Engineering (Energy & Environment)
工程硕士(能源与环境)

38119.00 1年 5.0

Master of Engineering (Mechanical)
工程硕士(机械)

30126.00 1年 5.0



毕业条件

录取通知书

返签信

全日制在校就读累积��个月以上

在规定的期限内，修完所有应修课程学分

按专业规定提交一篇小论文（英文版 ）

总平均分CGPA�.�以上

录取通知书将在校方收到完整申请材料递交后�周内发放

返签信将在签证申请材料递交后�-��周内发放

乙肝患者或有其他传染性疾病的学生将不给予学生签证

因为学生个人原因拒签，无法前往马来西亚就读，学生本
人将承担所有损失及后果

护照原件

二寸个人白底证件照

录取通知书

返签信

单次入境签证
所需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