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媒体大学
多媒体大学概况
马来西亚多媒体大学(MMU)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虽然本大学成立于1996年，但由于其现代化的多
媒体教育设施，创新的多媒体教育方式，现代化的实验室和高质量的学术活动，以及来自海外
的教授和专家,使该校在校学生现已达2万多人,其中有来自约8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近4500多人
(其中也包括中国留学生）。本大学有两个校区，吉隆坡的赛柏再也校区和马六甲校区。本大学
和世界著名的企业有技术项目合作，如摩托罗拉、日本NTT、诺基亚、阿尔卡特、富士通、微
软、英特尔等，同时，学校还是亚太地区的“硅谷”——多媒体超级走廊（MSC）的成员，支持
和推动者MSC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本校在工程、资讯、媒体制作和机器人发明等领域都有卓越
的成绩，至今已经赢得了83个国内外科技奖项。历届毕业生受到国内外著名企业的垂青。马来
西亚多媒体大学教育资格亦是受到中国教育部认可的马来西亚大学之一。本大学有8个学院，即
工程学院、信息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多媒体创意学院、现代语言学院、工程技术学院、资讯
科技与技术学院、商业和法律学院以及25个研究中心。本大学具有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授予权。
大学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系统”(MMLS)，所有课程的资料和授课笔记都可以从网上下载。并
且方便学生随时了解课程的信息。“网络多媒体教育项目”（NMES）是由马来西亚能源交通及多
媒体部(MECM)与日本国际合作机构(JICA)合作，由日方提供专家与设备，在多媒体大学赛柏再
也（Cyberjaya）校园建立的一个电教中心，着力于 IT 和多媒体的教育和培训。

赛柏再也校区（Cyberjaya Campus）：
坐落在多媒体超级走廊上的赛柏再也（Cyberjaya）区的中心地带，占地120公顷。从大学到吉
隆坡国际机场搭乘高速地铁只需要10分钟。校区配备了高速的ATM，多媒体教学设施，智能化的
校园管理系统。该校区共有4个学院分别为，工程学院，信息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创意多媒体
学院，以及25个研发中心。该校区周围林立着几百家国际知名企业。同时校区周围拥有新兴的
住宅区，超级市场等。为学生创造了极其便利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马六甲校区（Malacca Campus）：
坐落于世界历史文化名城马六甲，占地52英亩。校园内有高层学生宿舍，同时校区外也有宁静
的住宅区。其位置临近欣欣向荣的工业区和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该校区设有预科教育中心，
工程技术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商业与法律学院。拥有尖端先进的设备和经验丰富的教
职员工，提供了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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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置
开学时间
专业
学士学位（本科）/预科/大专/
强化英语课程
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
研究生（硕士/博士）专业（研究型）

学期开始
3月，6月，10月

何时申请
每个学期开学前3月

3月，6月，10月
全年招收

每个学期开学前3月
全年-开学前3月

英语程度要求
所有课程皆以英语教学，所以申请者须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以适应大学学习的要求。其他英语
考试之成绩要求可向学校查询。
英语考试
TOEFL
IELTS

预科
477 分或以上
5.0 分或以上

学士学位
513 分或以上
5.5 分或以上

硕士/MBA/博士学位
551 分或以上
6.5 分或以上

*凡申请者未达到英语要求，到多媒体大学注册后，都必须参加英语测试，以确定他们的英语水
平。测试合格者，可直接进入相应课程学习；未合格者，根据他们所获得的分数，学生将被安
置于相应的不同等级的英语课程中。

强化英语课程
强化英语课程是由本大学现代语言学院为任何想提高英语水平的人士开设的。同时，也是为那
些具有学历条件想要攻读大学而英语能力欠佳的学生而设立的语言课程。课程分为三个等级即
初级，中级和高级。在各等级中，听，说，读，写四项语言技巧均为主要教学单元。在高级班
中，学生将学习到更广泛的知识，以便他们能处理更复杂的语言任务。其他项目包括有文法，
阅读，英语会话等。强化英语课程具备下列特点：
每星期20课时的教学时间
每学年三个学期，其中二个学期各有14个学周，一个学期有8个学周
除期中和期末考试外，也进行持续的评估测试
每学期末，发放成绩单；完成规定课程后，学校将颁发结业文凭予学生
高质量的教学设施如语言实验室，字幕片放映机，视听设备等
学生通过语言的游戏，录像带等方式的互动来提高英语能力
课程费用
每学期马币6,000 (相当于12,0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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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柏再也校区
学士学位(本科)专业
工程学院(荣誉工学士)

信息技术学院
(荣誉信息技术学士)

管理学院

专业设置
电机工程
电子工程
电讯工程专业
计算机专业
光学工程专业
纳米技术专业

学费（马币）
（大约）
四年制:马币90,000
每年:马币22,500
(四年制学费相当于
180,000元人民币)

计算机科学
信息系统工程专业
软件工程专业
游戏设计专业

三年制:马币75,600
每年:马币25,200

市场营销与多媒体
（荣誉工商管理学士)
管理与多媒体（荣誉工商管理学士)
金融（荣誉工商管理学士)
分析经济学（荣誉经济学士)

三年制:马币64,800
每年:马币21,6500

金融工程学（荣誉金融工程学士）

三年半制:马币70,200
每年:马币20,057

(三年制学费相当于
151,200元人民币)

(三年制学费相当于
129,600元人民币)

(三年半制学费相当于
140,400元人民币)
会计学（荣誉会计学士）

四年制:马币82,800
每年:马币20,700
(四年制学费相当于
165,600元人民币)

多媒体创意学院
(荣誉多媒体学士)

媒体革新
电影与动画制作
广告设计
界面设计
虚拟现实技术

三年制:马币70,200
每年:马币23,400

电影艺术

三年制:马币75,000
每年:马币25,000

(三年制学费相当于
140,400元人民币)

(三年制学费相当于
150,000元人民币)
大学预科课程

创意多媒体

一年制:马币16,500
(一年制学费相当于33,000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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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校区
学士学位(本科)专业
工程技术学院
(荣誉工程工学士）

专业设置
机械工程（荣誉机械学士）
电讯工程专业
机器人技术与自动化专业

学费（马币）
（大约）
四年制:马币90,000
每年:马币22,500
(四年制学费相当于
180,000元人民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荣誉信息工程学士)

数据通信与联网
商业信息系统
资讯安全技术

三年制:马币75,600
每年:马币25,200
(三年制学费相当于
151,200元人民币)

生物信息学（荣誉科学学士）
人工智能学（荣誉信息工程学士）

三年制:马币70,200
每年:马币23,400
(三年制学费相当于
140,400元人民币)

商业与法律学院

银行和金融(荣誉工商管理学士)
人力资源管理(荣誉工商管理学士)
国际商务(荣誉工商管理学士)
市场营销(荣誉工商管理学士)
知识管理学(荣誉知识管理学士)

三年制:马币64,800
每年:马币21,6500

会计学（荣誉会计学士）

四年制:马币82,800
每年:马币20,700

(三年制学费相当于
129,600元人民币)

(四年制学费相当于
165,600元人民币)

其他课程
大学预科课程

工程学

一年制:马币19,800

生物科学

(一年制学费相当于
39，600元人民币)

管理学
信息技术

一年制:马币18,975
(一年制学费相当于
37，95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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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

电子工程
电讯工程
信息技术
商业信息系统
电子商务学
商业管理
会计

二年半制:
马币28，125 - 马币
33,750
(二年半制学费相当于
56,250元人民币 –
67，500元人民币)

研究生专业设置
研究生专业

专业设置

学费（马币）
（大约）

硕士
授课型

工商管理硕士(MBA)
工商管理硕士(MBA)
工商管理硕士(MBA)
工商管理硕士(MBA)
工商管理硕士(MBA)

主修信息系统管理
主修多媒体市场营销
主修行政管理
主修多媒体金融
主修人力资源管理

知识管理学硕士
多媒体硕士-电子教学技术
电学工程学硕士
微电子工程硕士
工程硕士（注入系统）
工程硕士（高级制作管理）
信息技术硕士-软件工程和软件体系结构
研究型

科学工程硕士 (MEngSc)
信息技术科学硕士 (MSc IT)
创意多媒体科学硕士 (MSc)
管理学硕士 (MPhil)

一年半至三年制:
马币33,750
(一年半至三年制学费相当
于678，500元人民币)
一年半至三年制:
马币27,500 –马币40,870
(一年半至三年制学费相当
于55，000元人民币 –
81,740元人民币)

一至三年制
每年:马币3,750
(二至五年制，每年学费相
当于7，563元人民币)

博士
授课型

工商管理博士专业(DBA)

四年至七年制:
马币61,500–
(四年至七年制学费相当于
125，416元人民币)

研究型

工程学博士专业(Phil.D)
信息技术博士专业(Phil.D)
管理学博士专业(Phil.D)
创意多媒体博士专业(Phil.D)

三至五年制
每年:马币3,750
(三至五年制，每年学费相
当于7，563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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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多媒体大学在世界上名声显赫，已与全球近百所知名大学和教育机构建立了多个领域的合作关
系，签定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在研究与开发，学生交换等方面进行着频繁的合作。
与许多世界著名企业合作是多媒体大学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的一个优势。多年来，学校不断的加
强与这些企业在学术，研究与开发等项目合作的同时，也为世界“百强“公司输送了一批又一批
的毕业生。诸如摩托罗拉，日本NTT，诺基亚，阿尔卡特，富士通，微软，英特尔等等。我们的
学生在世界顶尖的企业里受到广泛的欢迎。

学校殊荣
多媒体大学是在研究和教学双方面占有领先地位的大学。受认可的课程从大专至博士生学位达
到了100余个。历年来，不断有我校的师生在国际权威性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和取得专利。
多媒体大学的杰出成绩受到了世人的瞩目，并为学校赢得了不胜枚举的荣誉。学校荣获马来西
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颁发的服务类杰出输出奖；囊获了马来西亚教育部颁发的5项年度奖中的4
项：招收最多本地学生，最佳研究与开发奖，最多课程认可奖和特别成就奖。此外，学校在工
程，资讯，媒体制作，机器人发明等领域获得了83个奖项之多。
多媒体大学荣获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审核评级为优秀大学。
亚洲前200大学 - 2012年QS亚洲大学排名
排名最高的马来西亚私立大学 - 2011 & 2012年QS亚洲大学排名多媒体大学是比尔盖茨在马来
西亚唯一一所拜访问过的私立大学

住宿及生活费用
学校提供校园内和校园外的住宿让学生自行选择。

赛柏再也校园（Cyberjaya Campus）
校内住宿
3人一间
马币200-250/每人每月
校内住宿房间有限，一般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
一般情况下，学生允许在校内住到当学年结束，一般在每年的四月、五月。
校外住宿
单人间
公寓（三间套无家具）
公寓（三间套有家具）

马币500-800/每月
马币150-1800/每套每月
马币 2200-2800/每套每月

通常需要与房主签定一个最短12月的住房合约。且需预支一定的房租费和押金，这笔费用相当
于3-4个学的房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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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校园 （Malacca Campus）
校内住宿
3人一间
马币200-250/每人每月
校内住宿房间有限，一般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
一般情况下，学生允许在校内住到当学年结束，一般在每年的四月。
校外住宿
单人间
马币350-500/每月
公寓（三间套无家具）
马币1200-1500/每套每月
公寓（三间套有家具）
马币2000-2500/每套每月
通常需要与房主签定一个最短12月的住房合约。且需预支一定的房租费和押金，这笔费用相当
于3-4个学期的房租费。
生活费用是视个人的经济情况，喜好及兴趣。学生们应以他们各自的需求来预算。

联络方式：
MULTIMEDIA UNIVERSITY (MMU)
International Student Recruitment (ISR)
Persiaran Multimedia,
63100 Cyber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 603 – 8312 5136/5507
Fax
: 603 – 8312 5088
Email : isr@mmu.edu.my
Url
: http://www.mmu.edu.my
对提供的所有信息多媒体大学保留最终解释权。
(Multimedia University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any changes at its own discretion and revise
the fees without any prior no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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