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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思特雅大学



马来西亚简介

    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的心脏地带，是一个迷人的岛屿

国家。她位于马六甲海峡连通太平洋与印度洋，而居重

要的策略位置。她由东、西马两个半岛所组成，全马覆

盖面积33万平方公里。 

    

国家
    马来西亚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国家，没有严重的自然

灾害，如地震、风灾等。其温度介于22度至30度之间

，是一个热带天堂。虽然她是一个拥有多元种族、各种

文化风情及宗教色彩的国家，但其人民却能和睦共处。 

    

    素有“小亚洲”之称的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宗教信仰

的国家，人口约2900万人，马来人为大多数占了50% ，

其次为华人占25%，其余的有印度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美食及文化
    马来西亚是食客的天堂。形形色色辛辣的马来食品，

色香味俱全，种类繁多的中餐、南北印度风味的美食以

及娘惹与葡式的美食，绝对让你食指大动。

    

    沙爹(satay)、椰浆饭(Nasi Lemak)、咖喱牛肉

(Rendang)、印度煎面包(Roti Canai)印度煎饼

(Murtabak)、叻沙(Lasak)、各式大、小炒面类及西方

美食应有尽有。甚至国际连锁快餐店也均在各大城镇设

馆营业。另外数百种路边熟食档与美食市集各显风味。

休闲景点

    马来西亚的气候一年四季如夏，清爽、明媚的阳光、

绮丽的自然景观，是旅客的旅游天堂。翠绿的草地、五

彩斑斓的花卉，数不清的奇珍异兽、美丽的海滩，让你

目不暇接、留恋忘返。

留学优势
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

1. 学历－获中国教育部认可

2. 教育－英联邦教育模式，获全世界认可

3. 费用－费用低廉，适合工薪阶层 

4. 学分－国际认可，与世界名校接轨

5. 签证－手续简便快捷

6. 语言－英文使用率广泛 

为什么选择UCSI大学？

1. 第一批具备海外招生资格的大学之一

2. 第一批被马来西亚政府提升为“大学”的院校之一

3. 第一批马来西亚可提供多元课程的大学之一

4. 全马最优秀的金融学院

5. 全马最优秀的实践大学， 高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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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来UCSI 大学获得社会各界颁发许多的奖项和殊荣。

认可与荣誉

受中国认可的资质及文凭

品牌荣誉奖

中国教育部承认的马来西亚院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资格认证

年度企业奖 － 最佳星级杰出商业奖 （2010）

UCSI大学获得SMEs品牌荣誉奖 － 2008／09 教育界最佳品牌奖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

教育推广杰出奖（2008），教育质量管理特别奖（2007），

教育质量特别奖（2006）

多媒体发展机构颁发（MDC）

－多媒体超级走廊MSC公司地位（自1999）

中小型企业发展机构（SMIDEC）－50大最佳企业奖（1999 and 2000 ）

马来西亚－加拿大商业机构 （MCBC）－年度公司大奖（2008）

年度公司大奖（2003），优良企业大奖（2002），年度企业家大奖（2002）

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部长奖（2003）

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MATRADE）－出口服务卓越大奖（2004）

大马公共关系机构（IPRM）－iprm晶球奖

英国国家教育质量评机构－最高珠荣推举奖（2000）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SO 9001：2000 Certification （自2000）

西班牙国际工商业最佳形象协会－国际最佳形象奖

GTI专家出版社－最佳服务奖（马来西亚大学，学院）

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书样本 毕业生学位证书书



未来发展计划

UCSI大学创办于1986年，是马来西亚政府首批认证的私立大学。UCSI大学的前身为电脑培训中心，在经过27年来的努力后，

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吉隆坡、登加楼和砂拉越3个分校的知名大学。

UCSI大学秉持着以“无畏、坚毅、诚信和精进”为办学原则，在国家高等教育领域取得了无数的骄人成绩。UCSI大学紧随领

域的趋势，成为东南亚第一所强制要求学生进行企业实习培训计划的私立高等学府，同时也是马来西亚第一所免除3+0双联

课程，并致力于推广本土课程的大学。 

UCSI大学的骄人成绩获得了政府的赏识和重视，近期受马来西亚政府委托，成为发展国内旅游及酒店管理的先锋。

27年来，UCSI大学一直在追求理想的教育本质。今天，

UCSI大学提出了实践大学模式----一种巧妙的结合了职场与

课堂的教学方式，来重新制定教育的本质。 

实践模式是由一群来自业界的专才为实习生所提供的一个学

习环境。在此环境下，学生将深入体验到企业的基本运作及

实践知识的背后原理。这个理想在透过UCSI集团属下所营

运的旗舰公司，转化成为实践学习中心后获得实现。这些中

心都是由拥有多年企业经验的大学学术人员和兼职教授所运

营。

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要有效的把知识转授给学生，而学者

本身必须躬行己言，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譬如，那些传授

企业精神的教授，本身就必须从事企业的活动来增加他们所

传达的讯息时效性及信任度。关联性是现今每一项挑战的枢

纽，因此大学与业界之间必须维持紧密的合作关系，来保持

两者之间的连接性。

实践模式非传统的实习计划。在此模式下，学生将被强制进

入业界进行2至3个月的实习计划。实践模式也为学生提供机

会接触业界的专才。此外，透过实践学习的课程，学生将把

他们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实践运用在实践中心里。这包括了

时尚精品酒店、抗老、美容与再生美容中心、出版社等等，

都是学生实践他们知识的优越环境。

这些实践学习中心将让学生体验首次接触业界运作的经历。

这独特的学习方式将激励学生朝向全新的学习态度，因为他

们本身就经历了个人和专业改造的阶段。

通过对核心技巧的概括和加强行政层次的思考，实践已远远

超过一般的培训——它是精明领导者的指引。

一个依据黄金原则：简单明了、有效符合今日与未来需求的

教育方针。

吉隆坡校区，南院

登嘉楼校区吉隆坡校区，北院 砂拉越校区



UCSI大学学生服务&学术设备
科学实验室
•解剖学&病理学博物馆
•生物学实验室
•细胞和组织培养实验室
•化学实验室1&2
•化学实验室
•发酵实验室
•食品加工学实验室
•食品技术实验室
•媒体制备实验室
•临床医学技能部门
•医学问题基础学习室
•微生物实验室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护理临床技能部门
•药物分析（仪器）实验室
•药房实践和物理实验室
•制药工程实验室
•物理实验室
•生物学和药理学实验室
•社区模拟药剂实验室
•特殊仪器实验室

音乐教学设备
•室内音乐室 & 合奏室
•听力训练室
•乐器室
•键盘实验室
•音乐训练室&教学室
•音乐技术实验室
•录音室
•施坦威&波士顿钢琴

酒店和旅游管理学院设施
•The Quad 精致餐厅
•酒吧
•Le Quadri 酒店

学生服务
•企业实习教育计划及职业规划
•网络辅导
•国际大学安置合作
•超过50个俱乐部和社团
•同龄学习协助项目
•个人辅导 & 小组辅导
•校车服务
•学生发展研讨会和讲座
•志愿辅导团队

宿舍
•校外宿舍
•吉隆坡校区宿舍楼（北院）
•吉隆坡校区宿舍楼（南院）
•登嘉楼校区宿舍楼

工程实验室
•化学仪器实验室
•通讯实验室1&2
•控制仪器实验室
•绘图设计实验室
•电气电子实验室1&2
•工程物理实验室
•机械车间&实验室
•机电一体化实验室
•微处理器&微控制器实验室
•印刷电路板&机械车间
•石油化学实验室
•气体力学&水力学实验室和机器人技术实验室
•功率&机器实验室
•研发实验室

其他基本设施
• 苹果电脑体验中心
• 咖啡厅
• 电脑室
• 会议室
• 舞蹈房
• 考试厅
• 语言中心
• Laurent Bleu 美容诊所
• 图书馆和资源中心
• 多功能大厅
• 演奏厅/礼堂
• 学生中心
• 触摸屏技术中心
• UCSI 体检实验室
• UCSI 大学礼品店&书店

运动设施
• 羽毛球场
• 篮球场
• 足球场
• 室内足球场
• 健身房
• 桌球台
• 壁球馆
• 游泳池
• 乒乓球馆
• 排球场

时装设计工作室
时装制作工作室
心理学实验室
3D动画实验室
IT研发实验室

砂拉越校区



关于学生事务部：

学生事务部包括了5个部门：即学生生活与娱乐、住宿服务、学生发展与

辅导、企业实习计划与职业规划，及国际大学合作中心。 

在UCSI大学求学期间，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学生涯，学生事

务部将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让学生参与，并提供相关的服务来迎合学生的

各种需求。无论是在寻求个人的发展机会、领导能力与创业培训、职前培

训和准备工作或是社交网络的支持，学生事务部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培训平

台。 

有了你们的参与，学生事务部才能成功完成其使命和宗旨。我们需要你们

的参与来实现它。所以，我们迫切的期待你赶快在UCSI大学展开你的求学

旅程。我们将与你同行。请记住！我们随时都在这里等着你、陪伴着你共

同挑战未来！ 

住宿服务：

住宿部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学习佳的生活环境。UCSI大学吉隆坡

区的校园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安全、便捷的校内和校外住宿。（Angkasa公寓

）

企业实习计划与职业规划：

企业实习计划与职业规划为UCSI大学学生安排了企业实习安置，并为学生

的未来就业规划提供辅导的服务。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拥有超过1100家的企业合作伙伴，这包括了马来西亚

航空公司、亚航、亚洲航空、马来西亚卫星电视公司、IBM马来西亚有限

公司、富士达马来西亚有限公司、马来西亚医疗中心、索尼马来西亚有限

公司、马来西亚农业研究发展机构，等等。

学生活动与休闲中心：

上课之余，我们也透过参与各种活动期许自我的提升。在这里学生可以选

择参与校园里举办的各种活动。在UCSI大学有许多学生俱乐部和学会供学

生选择成为其会员，或是筹办自身喜欢的学会也可以。

这个部门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和活动均在于藉此来教育及挑战学生的身心发

展。它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资源，在学生个人成长和组织达成使命的

过程中扮演辅助的角色。这些俱乐部和学会为学生参与校园活动提供了绝

佳的学习机会。 

我们也提供个人的发展机会，开辟学生从UCSI大学毕业后的成功之路。通

过这些俱乐部和学会转而为学生提供互动的途径，并为其以后的联谊活动

奠定基础。

学生发展指导部：

步入大学后的生活节奏是一种新的体验和挑战。有时候，有些事情也许是

你无法轻易解决的，学生也许会难以向家人、朋友或是老师启齿其中的艰

辛。 

你不必为此感到难过一个人去面对那些困境，因为UCSI大学学生事务部的

辅导员受过专业的培训，他们可以帮助你一起度过困境。 

国际大学合作中心：

国际大学合作中心是从各方面针对国际学分转移（International Degree 

Pathway）的相关事宜予以辅助。IDP为学生提供灵活伸缩的课程学分转

移，把学生在UCSI大学选读的课程学分转移到其他国际大学。在此运作下

，学生可考获与UCSI大学合作的任何一所大学的学位。 

它为那些有意愿出国留学的学生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并根据他们的意愿

选择合适的转移院校，提供学分转移指导及职业生涯的规划服务。此外，

我们还为学生办理相关入学手续，并跟进后续的申请进展。更重要的是，

国际合作大学中心还举办国际客座系列讲座、大学研讨会、校园教育博览

会，以及学生和大学代表的面谈日，等等。 

学生 事务处
学生联谊活动 让求学生涯更精彩



大学先修班中心
文科预科班（1年制） 马币 18,800
理科预科班（1年制） 马币 18,800

药剂学学院
·药剂化学理学硕士（1年制） 马币 35,000
·药剂科技理学硕士（1年制） 马币 35,000
·药剂学荣誉学士（4年制） 马币 159,298

医药与保健科学学院
·医学士（5年制） 马币 322,575

抗老、美容与再生医学系
·抗老、再生与美容医学理学硕士（2年制） 马币 53,922

护理系
·护理学荣誉学士（4年制） 马币 75,640
·护理专科（3年制） 马币 53,793

应用科学学院
·研究型应用科学理学硕士（1.5年制） 马币 34,125
·生物科技理学硕士（1.5年制） 马币 35,875
·生物科技与商务管理理学硕士（1.5年制） 马币 35,875
·食品科学理学硕士（1.5年制） 马币 36,750
·食品科学与商务管理理学硕士（1.5年制） 马币 35,875
·生物科技荣誉理学士（3年制） 马币 77,535
·食品科学及营养学荣誉学士（3年制） 马币 78,065

社会科学与文学学院
·英语与通讯荣誉文学士（3年制） 马币 59,340     
·大众传播荣誉文学士（3年制） 马币 57,340     
·心理学荣誉文学士（3年制） 马币 56,840   
·英语文凭（0.5年制） 马币 10,200     

艺术与设计系              
·服装设计与市场行销荣誉文学士（3年制） 马币 68,790
·电子动画设计荣誉学士（3年制） 马币 68,690
·电子动画专科（2年制） 马币 47,944
·平面设计专科（2年制） 马币 45,182
·时尚设计专科（2年制） 马币 44,620

音乐系
·音乐表演音乐硕士（1年制） 马币 40,000
·古典音乐荣誉音乐学士（3年制） 马币 80,230
·现代音乐荣誉音乐学士（3年制） 马币 80,230
·音乐预科（1年制） 马币 20,220

礼待与旅游管理学院
吉隆坡校区         
·酒店管理专科（2年制） 马币 43,120  
·烹饪艺术专科 ( 2年制）        马币 28,149

砂拉越校区
·礼待管理荣誉文学士（3年制） 马币 47,736
·商务管理荣誉文学士（3年制） 马币 47,895
·节目策划与旅游管理荣誉文学士（3年制）   马币 47,458
·酒店管理专科（2年制） 马币 39,180
·烹饪艺术专科（2年制） 马币 41,380
·休闲娱乐管理专科（2年制） 马币 30,229

商业与资讯科学学院
·工商管理博士（3年制） 马币 63,000
·工商管理硕士（1年制） 马币 35,000
·工商管理(蓝海策略)硕士（1.5年制） 马币 60,000
·石油与天然气工商管理硕士（1年制） 马币 35,000
·物流管理理学硕士（1年制） 马币 35,000
·公共政策硕士（1.5年制） 马币 44,000
·会计荣誉文学士（3年制） 马币 54,240
·会计与金融荣誉文学士（3年制） 马币 54,240
·供应链运营管理荣誉文学士（3年制） 马币 54,740
·工商管理荣誉文学士（3年制） 马币 54,240
·物流管理荣誉文学士（3年制） 马币 52,740
·市场行销荣誉文学士（3年制） 马币 54,240
·精算学荣誉理学士（3年制） 马币 55,740
·精算学与金融理学学士（3年制） 马币 54,640
·金融与投资管理荣誉理学士（3年制） 马币 57,540
·金融经济学（3年制） 马币 55,340
·物流管理专科（2年制） 马币 26,440
·管理学专科（2年制） 马币 29,200
·ACCA专业资格 （由UCSI专业学术培训机构提供）

资讯科技系
·科技创业理学硕士（1年制）            马币 38,825
·商业资讯系统荣誉理学士（3年制）  马币 53,700
·电脑学荣誉理学士（3年制）            马币 54,245
·移动电脑学荣誉理学士（3年制）     马币 54,245
·资讯科技专科（2年制） 马币 28,640

工程、科技与环境建筑学院
·电机工程理学硕士（1年制） 马币 36,000
·化学工程荣誉工程学士（4年制） 马币 81,485
·通讯与电子工程荣誉工程学士（4年制）    马币 69,285
·土木工程荣誉工程学士（4年制） 马币 76,240
·电机与电子工程荣誉工程学士（4年制）    马币 69,850
·机械工程荣誉工程学士（4年制） 马币 68,445
·机械电子工程荣誉工程学士（4年制）       马币 72,570
·石油工程荣誉理学士（4年制） 马币 81,635
·电机与电子工程专科（3年制） 马币 32,940
·工程专科(材料科学）（3年制） 马币 27,410

建筑与环境建筑系
·室内建筑荣誉文学士（3年制）   马币 67,000
·建筑科技荣誉理学士（3年制）   马币 84,500
·建筑学专科（2年制）                马币 49,314
·室内建筑专科（2年制） 马币 39,267

丁加奴校区
教育系 
·学前教育荣誉文学士（3年制）         马币 58,680
·教育学与英文荣誉文学士（3年制）  马币 55,710
·教育预科（1年制） 马币 18,800 

商业与资讯科学学院
·伊斯兰银行与金融工商管理荣誉理学士（3年制）       马币 58,960
·石油与天然气管理荣誉工商管理理学士（3年制）       马币 59,060

 

提供专业



与国际名校同行，追求世界级教育。

超过1000家全球合作伙伴  

英国
卡迪夫大学
杜伦大学
帝国理工学院
伦敦国王学院
密德萨斯大学
纽卡斯尔大学
诺桑比亚大学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罗伯特戈登大学
曼彻斯特大学
谢菲尔德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
巴斯大学
中央兰开夏大学
格拉斯哥大学
赫特福德大学
利物浦大学
朴次茅斯大学
桑德兰大学
西英格兰大学
沃尔夫汉普顿大学

加拿大
阿卡迪亚大学
戴尔豪西大学
劳伦森大学
西蒙弗雷泽大学
莱斯布里奇大学
曼尼多巴大学
纽布伦斯威克大学
温尼伯大学

澳大利亚
科廷大学
迪肯大学
弗林德斯大学
格里菲斯大学
拉筹伯大学
莫道克大学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斯威本科技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墨尔本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
昆士兰大学
悉尼大学
南澳大学
阳光海岸大学
南昆士兰大学
昆士兰理工大学
塔斯马尼亚大学

波兰
考明斯基大学

新西兰
奥克兰理工大学
林肯大学
奥塔哥大学!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马来西亚提供最多实习中心的大学 

国际学分转移



孔美丽
生物科技荣誉理学士学位
最佳讲员大奖
第 23届校际生物化学研讨会

在应用科学领域接受最好的培训

2次获得UCSI 大学颁发最佳模范生的孔美丽高才生，最近在校际生物化学研讨会中技压群雄，以其研究
有关水母的毒素和干细胞医药报告，击败了其他来自各大学的精英参赛者。 

如今，美丽有意继续进一步深入的做其研究报告，并有信心她所研究的毒素功能结构，将会在治疗领域
有新的突破。 孔美丽也连续5个学期都是系主任的优异生人选，其骄人的成绩皆归功于其母校对她的栽
培，让她坚持把守一定要做得更好的信念。 

在UCSI 大学的应用科学系里，像孔美丽这种心智早熟的高才生，将享有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并能把他
们的工作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了配合国家的诉求向国人灌输科学研究文化的重要性，因此应用科系有责
任让其学生在生物科技与食品科学领域获得最好的选择。

DAVID ALLAN NELSON
在日本二世古滑雪度假胜地实习
礼待管理荣誉文学士

不只是礼待那么简单而已

当出生于加拿大的David Allan Nelson决定远赴马来西亚深造时，他
的决定让他的同学们都感到很惊讶。他的选择是：UCSI大学和其一系
列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酒店和旅游管理课程 。为了追求他对亚洲文化
遗址的响往，大卫毅然的加入了文化和生态旅游的行列。他表示感谢
UCSI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身临其境的学术体验以及宏观的视角来
观察大马的旅游及礼待领域。 

在UCSI大学的旅游和礼待管理学院，我们吸引了许多像大卫一样来自
世界各地的学生，其中不乏来自德国、丹麦和中国的。 这些国际留学
生不但在这里丰富了他们的学习体验，同时也爱上了马来西亚的多元
化色彩元素。我们的办学方向体现了我们与全球性的接轨，并与国际
间相互产生交流的火花。这不只是一个国际性的教育而已，同时也是
一个更精明的联盟指引。

Kim Eun Jin, 韩国
成绩:  1A* 4As
2013年1月份 剑桥高级水平证书考试

“卓越”的重新定义

Kim Eun Jin相信在考获好成绩的同时也能够帮助到其他人考获好成绩
，是一件比考获好成绩更令人愉悦的事情。这可以从她定期在位于安
邦的Good Shepherd 慈善中心为那些弱势的青少年进行补习。 Eun 
Jin
表示感激UCSI大学为她提供了一个稳固的价值和生活技巧基础，并立
志在进入大学后协助更多的人。  

在UCSI的A水平学院，学生是我们真正关心的对象。在这里，成绩与
成熟的思维及特质相互均衡，就如Eun Jin这样优异的学生在校内及校
外都能有着亮眼的表现。我们有超过53%的学生在1月份的考试中均考
获至少A*或A的成绩，并成功进入世界顶尖的大学就读。我们很高兴
能够帮助到他们进入理想的大学就读；我们将持全力续辅助我们的学
生，直到他们成功达到他们所要的，否则我们绝不言休！

UCSI大学学生成就

2012年UCSI大学ACCA学生Ms Tan Wenn Yit技压数千名
对手，勇夺马来西亚ACCA考试金奖（P1 and P3）。其
成绩全球排名第四，在马来西亚则排名第一。 



办理入学手续

准备文件

本科生（学士）申请流程
1.完整填写的留学申请表格（或网上申请，请参阅大学网站）；
2.完整填写的住宿申请表格（若需要）；
3.护照原件及PDF格式的整本护照扫描件一份；
4.4张护照型二寸蓝底彩照和2护照型二寸白底彩照；
5.UCSI体检检报告一份（只适用于砂拉越校区）；
6.高二生: 在读证明及四个学期成绩证明公证书原件各一份；
7.高三生: 高中毕业证书及六个学期成绩证明公证书原件各一份；
8.大专生: 专科、高中毕业证书及专科成绩证明、高中成绩证明公证书原件各一份；
9.申请费电汇单（清晰写明汇款金额、汇款时间与汇款人姓名）；
  a)全部专业（除音乐、药剂、医学和硕士专业）2400马币（约850美元）
  b)音乐专业 2700马币 （约960美元）
  c)药剂、医学专业 2900马币 （约1030美元）
  d)英语证书 2050马币 （约730美元）
10.住宿押金 1000马币 （约360美金，需要学校提供住宿的学生请和注册费一起电汇）；
11.签证贴签费500人民币。

研究生（硕士）申请流程
1.完整填写的留学申请表格（或网上申请，请参阅大学网站）；
2.完整填写的住宿申请表格（若需要）；
3.护照原件及PDF格式的整本护照扫描件一份；
4.4张护照型二寸蓝底彩照和2护照型二寸白底彩照；
5.中国出入境体检报告一份（只适用于砂拉越校区）；
6.本科毕业证书及四年成绩证明公证书原件各一份；
7.英文版个人简历及2年工作经验证明一份；
8.英文版硕士申请论文一份；
9.雅思6.0分成绩证明；
10.申请费电汇单 2900马币（约1030美元，清晰写明汇款金额、汇款时间与汇款人姓名）；
11.住宿押金 1000马币 （约360美金，需要学校提供住宿的学生请和注册费一起电汇）；
12.签证贴签费500人民币。

申请马来西亚UCSI大学流程图

留学程序



必备物品：

1.飞机票；

2.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3.准签信复印件；

4.护照及有效签证；

5.注册费、学费汇款单复印件；

6.生活费（现金、旅行支票、国际借记卡或国际信用卡）；

7.英标转换插头（见右图）；

8.少量相关专业书籍及电子辞典等辅助教学用品；

9.日常药品 （如：避暑、感冒、发烧、腹泻、擦伤药等）；

10.少量日常用品 （如：防蚊水、牙刷、香皂等）；

11.夏、秋装（马来西亚室内温度较低，建议携带薄型长袖长裤）；

12.床上用品（如：空调被或毛巾被、枕头、床单等）；

13.个人用品（如：眼镜、太阳伞、照相机等）；

注：马来西亚商品价格与中国大城市价格相仿。大部分生活用品都可以在马来西亚购买到，所以不建议

学生携带过多物品，将导致诸多不便。

入境指导：

1.UCSI大学提供接机服务。倘若没有UCSI大学代表的认领，学生不得擅自入境；

2.学生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后，随抵客乘坐“机场内运轻轨”从“终点C”到“移民厅关口入境处”等候

   UCSI大学代表；

   a)若在KLIA机场（吉隆坡国际机场）入境，请在移民厅办公室内（Immigration Office）等候。

   b)若在LCCT机场（亚行机场）入境，请在第10号通道对应大厅等候。

3.在移民厅服务台办理完入境手续后，入境并提取托运行李。乘UCSI校车直达宿舍。（机场到宿舍的路

   程约45分钟，途中将提供餐点及饮料）

入校后指导：

1.学生必须依照欢迎信函里指定的日期与时间到南院A栋国际学生服务处（International Support Team）

   报到。

2.UCSI大学规定英文考试时间，将将逐一向学生介绍有关选课的程序。学生必须出席有关的说明会。

3.学生前往Laurent Bleu Clinic体检，完成后将体检回执交于国际学生服务处。

4.英文资格不符合大学要求的学生，必须通过英文考试来分班。考试成绩将在隔天放榜，学生可在英文

   部的布告板获悉成绩结果，学生在获取成绩后必须立刻办理选课程序。至于，那些英文资格符合大学

   要求的学生，则受促立刻办理专业课选课程序。

5.办理选课程序时，学生应携带选课表格向有关的系主任咨询选课的意见与认可。

6.学生须按照规定的时间将护照与学生证签证费交到国际办公室。护照复印件将交予学生。当学生要外

   出时应携带学生证与护照复印件。

7.学生本人需要到马来西亚银行（MAY BANK）开设个人帐户。（开帐户需要准备的文件：护照、准签

   信、入学通知书）

重要通告：

a)学生签证必须在到期前2个月交到UCSI大学签证办理处（Visa Processing Unit）办理续签手续。没有遵

  守条规的学生将被罚款，罚款数额为1天30马币，以此类推。如学生签证过期，学生将被移民厅罚款1000

  马币-3000马币。

b)在出、入境之前，学生有责任要确定所持有的学生签证与往返签证是有效的。

行前须知



All information is correct at the time of printing but maybe subject to changes.
Date: 17.09.2013

UCSI University, Kuala Lumpur Campus (South Wing) 
(KPT / JPT / DFT / US / W06)

No. 1, Jalan Menara Gading, UCSI Heights, Cheras, 56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 - 9101 8880 Fax: 603 - 9102 2614
Latitude 3.079548 (3° 4' 46.37'' N)  Longitude: 101.733216 (101° 43' 59.58'' E)

UCSI University, Kuala Lumpur Campus (North Wing)
Lot 12734, Jalan Choo Lip Kung, Taman Taynton View,
56000 Cheras,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 - 9101 8880 Fax: 603 - 9102 3606
Latitude: 3.084869 (3° 5' 5.53'' N)  Longitude: 101.736844 (101° 44' 12.64'' E)

UCSI University, Terengganu Campus
(KPT / JPT / DFT / US / T01)

Bukit Khor, PT 11065, Mukim Rusila, 21600 Marang, 
Terengganu Darul Iman, Malaysia
Tel: 609 - 628 1880 / 1889 Fax: 609 - 628 1885
Latitude: 5.216519 (5° 12' 59.47'' N)  Longitude: 103.161621 (103° 9' 41.84'' E)

UCSI University, Sarawak Campus
(KPT / JPT / DFT / US / Y04)

Lot 2498, Block 16, KCLD, Jalan Tun Jugah,
933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Tel:  6082 - 455 255           Fax: 6082 - 455 015
Latitude: 1.517408 (1° 31.0445'' N)   Longitude: 110.353422 (110° 21.2053'' E)          

UCSI Education Sdn. Bhd. (185479-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