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一学期交换生项目说明 

（I）博特拉大学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1 接待学校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2 大学简介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UPM）建于 193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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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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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学位置 坐落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附近高科技园区，地处马来西亚的硅谷、马来西亚国内外科研机构、马来西亚新政府管理中心——

PURTRA JAYA 以及马来西亚职业发展培训中心和大学的中心地带 

 

4 大学设施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占地约 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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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一个十八洞高尔夫球场，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光导纤维通讯系统。此系统覆盖整个校园，

为学生的学习，生活，娱乐休闲提供当今最便利的条件。这些先进的便利条件包括：银行，邮局，书店，餐厅，资助洗衣房，体

育场，游泳馆，娱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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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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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博特拉大学机构设置： 
 

1 大学机构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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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博特拉大学一学期交换生项目 

1 接收申请学期 
 

每年 2 月或 9 月   （开学时间 为每年 2 月 10-15 日或 9 月 10 日前） 

2 申请材料 
 

第一阶段：申请入学通知书   

 
1. 申请表格： APPLICATION FOR STUDY IN UPM (INBOUND) 

2. 填写学分转移表：APPLICATION FORM FOR TRANSFER OF CREDIT BETWEEN INSTITUTIONS (INBOUND) 

3. 护照整本扫描件包含空白部分（PDF 格式并存放在一个文件夹中） 

4. 2 寸蓝底和白底护照照片各一份 （电子版） 

5. 中国大学成绩单中英文版各一份并加盖公章                                                                                                                                                                                                                                                                                                                                                                                                                                                                                                                                                                                                                                                                                  

6. 中国大学证明函英文版并加盖公章（必须说清楚来马时间及在博特拉大学上的学院） 

7. 个人简历英文版 

备注：以上材料需原件扫描件（PDF 格式）和原件纸质材料同时递交。 

 

第二阶段： 申请入境批文   

 
1. 护照原件 

2. 2 寸白底照片 2 张  

   
 



 

3 费用 

（申请及抵达

马来西亚前费

用）  
 

国外部分： 

1. 交换生申请及注册费：1650 马币 

2. 材料整理及呈交费：   150 马币 

3. 学生多次往返学生签证费：1900 马币 

4. EMGS 费用：500 马币 

5. 第一次马来西亚接机：120 马币 

6. 公立大学国际生管理费：1443.5 马币（一学期）包含以下：  

 
6.1 交通费                    ：    60 马币  （4 个月）  

6.2 一次性注册费用        ：    85 马币 

6.3 校内医疗费               ：   105 马币  （每学期） 

6.4 图书馆费用               ：   50 马币  （每学期） 

6.5学校服务费         ：  243.5 马币   （福利，网络/计算机，新生学前教育，实验室及其他） 

6.6 交换生管理费         ：  900 马币 

国内部分 

1.中国第一次单次入境签证费：600 人民币 

以上费用共计马币：5763.5 马币+600 人民币 

备注：1.国外部分马币费用按实时汇率结算。 

2.以上费用包含学生到达马方交换期间和和学习产生的所有费用。 

5 不包含费用 1. 中国境外意外伤害保险   （基本学生在中国购买）  

2. 国内体检     (基本项目学生在中国体检，到马后需要体检单项)  

3. 中国接送飞机 

4. 马来西亚送机  

5. 中国-马来西亚来回机票 

6. 前往第三国的签证 

7. 住宿费用 

8. 日常生活费用 



 

9. 加急学生反签件  (超过最后截止日期，需要支付加急人民币 800)  

 

6 学费  按照双方大学协议 ，为双方互免学费 
 

7 住宿安排   

留学生公寓 

1.费用：1800-2500 马币/学期  /人（水电费另付，充卡用电） 

2.设施：5人一套公寓，2个卫生间，有空调，热水，无线网，24小时保安，游泳池，每套公寓三个房间，一个客

厅，一个厨房。 

1.master room主卧：2人  带独立卫生间 

2.middle room 中卧：2人   3人共用卫生间 

3.small room  小卧：1人  3人共用卫生间 

备注：公寓位于商业中心，周边有华人餐厅，华人排档，肯德基，麦当劳等，食物选择比较多。公寓楼下有 24小时

便利店，银行，大型超市。离 KTM轻轨只有要 10-15 分钟，学校大巴往返公寓和学校。 

学校公寓房源十分紧张，学生需要提前预定，预交定金 1000人民币。预定截止到 10月 30日。 

特别注意： 以上住宿需要事先预定*  每人定金 600 马币 
 

8 伙食费  学生自理，每月生活费 1500RMB 左右 
 

 

 

 

 

 



 

 

 

（IV） 报名程序 

1  
 

全部申请材料： 
 
 
 
 

2017 年 2 月入学申请日

期截止 10 月 25 日。 

1 .   填写申请表格： APPLICATION FOR STUDY IN UPM (INBOUND) 

2.       填写学分转移表：APPLICATION FORM FOR TRANSFER OF CREDIT BETWEEN INSTITUTIONS 

(INBOUND) 
3.    2 寸蓝底护照照片（电子版） 

4.    2 寸白底照片 2 张 

5.    中国大学中英文成绩单各一份并加盖公章 

7.    护照整本扫描件包含空白部分（PDF 格式并存放在一个文件夹中） 

8.    护照原件   

9.    中国大学证明函英文版并加盖公章  （必须说清楚来马时间及在博特拉大学上的学院） 

10.    个人简历英文版 

11.  体检表格（Medical Check-Up Form）（需要 X 光及化验单）（不能有肝炎等疾病）  

12.    境外意外保险 （学生自行购买）                   

2 确认博特拉大学学院 
 

博特拉大学将按照学生的专业分配到各院系。 待学院回复确认后，博特拉大学国际部将发入学通知

书。  

3 办理学生反签函 
 

博特拉大学将办理学生签证反签函。 如超过截止申请日期，需要办理加急学生反签函。  
 

4 特别注意 申请加急反签函件加收 800 人民币。 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递交全部的材料。  
 

5 申请入境签证 
 

收到学生签证反签函，统一到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办理一次性入境签证。 （无需学生自行

办理） 

 

备注：申报条件 

1：英语成绩需达到大学英语四级及以上水平或英语平均成绩在 80 分以上。 

2：在校无违纪及补考记录。 

3.    学生出发去马来西亚前一个月到省一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体检中心进行体检，体检表格加盖检验检疫局公章，所有体检报告单（胸透、验血、

验尿、体检表原件）自行带到马来西亚交给校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