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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一流大学指南
2016 年一流大学指南将蒙纳士大学评为五星： 

师资水平 |  学生续读 |  科研经费 |  科研强度

卓越研究
蒙纳士大学在八大研究领域被评为“远超世界标准”： 

 

2015 年澳大利亚卓越研究（ERA）报告

19 项学科
位居世界大学前 50

 

引自 2016 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前 
100 名 

会计与金融
人类学

商业及管理学
化学工程学

化学
土木及结构工程学

传播学
发展学
教育学

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英语语言文学

地理
历史
法学

机械工程学
医学

护理学
药剂与药理学

社会学

蒙纳士大学澳大利亚校区设置的教学课程
可能与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有所差异。
如需更多详情，请咨询招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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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世界排名

第79位
世界排名

第73位
2015/16 泰晤士高等教育

世界大学排名

2016 年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
• 6,685 名学生
• 学生来自 67 个国家
• 来自 38 个国家的 805 名教职员工
• 毕业生超过 11,913 人（1998-2016 年）
• 累计发放 7,830 万令吉奖学金（2004-2015 年）
• 累计获得 1,988 万令吉外部科研经费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统计数据，除非另有说明。

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的学生可以享受到与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相同的一流高等教育。蒙纳士
大学一直位居全球 100 强大学之列，体现了卓越的科研追求，以及致力于教学创新的承诺。
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开设的课程得到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的官方认可，确保学生获得本地相
关和国际公认的教育。

蒙纳士大学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全球性
大学，遍布世界三大洲的五个国家。

世界顶尖企业的领导者连续将蒙纳士大学评为毕
业生最受雇主青睐的大学之一。

（2014年世界排名第33位）

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有 7 个学院提供多种专业的
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澳大利亚  中国  印度 
马来西亚  南非

| |  
| |

 工程学  经济学  历史  法学
医学与健康科学  哲学和宗教学  工艺学

化学 | |



100 名 

第79位

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
位于吉隆坡的澳洲大学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获得全球顶级学
位。吉隆坡是亚洲最具商业气息、充
满活力、激动人心的多元文化都城之
一，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位于距离吉
隆坡以南 30 分钟车程的双威镇，这
里一体化程度高，活力四射。

自 1998 年起，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
吸引全球学生来此体验一流的高等
教育。

愿景
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是一所顶尖的研究型学
术机构，致力于培养远见卓识、担当责任和
雷厉风行的领导者，让他们能够以精湛技能
为国家和全球社区提供服务。

使命
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提供国际公认的澳大利
亚教育，并通过教育创新、极具影响力的研
究、学生流动性、社会创业和行业参与，丰
富学生的求学经历，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信念

选择马来西亚蒙纳士
大学的 10 个原因

安全、保障和可负担的校园
内宿舍为学生提供舒适的入
住空间，课外活动、体育运
动和娱乐休闲打造丰富多彩
的校园生活。设施先进一流

多元文化学生群体在充满活
力、国际化与温和穆斯林的
环境中构建起相互支持的文
化网络

邻近印巴次大陆和亚洲地区
各国

毕业后广阔的就业和职业
前景

通过全球校友网络实现终生全
球联系

获得极负盛誉、国际认可的
蒙纳士大学学位。得到马来
西亚高等教育部和马来西亚
学术资格鉴定机构的认可，
由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和澳
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及标准
局（TEQSA）确保质量

有机会作为交换生前往澳大
利亚蒙纳士大学就读一段时
间，或者在马来西亚蒙纳士
大学学习至少一年后转学至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学费和生活费用明显低于在
澳大利亚、美国或英国留学
的支出，物超所值

录取、付款和签证程序简单
明了，成绩优异的学生还能
获得奖学金

与科研实力卓越且具有浓厚的
行业背景的教职员工接触，
使用先进一流的教学和研究
设施



通往蒙纳士
大学之路

    高等教育文凭
或
蒙纳士大专文凭第 2 级
(Monash College Diploma Part 2)
（提供于斯里兰卡及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第一
学年*
• 艺术与社会科学
• 商业
• 工程学
• 信息技术
• 医学与健康科学
• 药学
• 科学 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第

二学年*
• 艺术与社会科学
• 商业
• 信息技术
• 科学
• 工程学（仅适用于蒙纳
 士大专文凭第 2 级）

12 年级证书
• 蒙纳士大学预科（MUFY）/
 蒙纳士大专文凭第 1 级
• 中学高级水平考试（A Level）/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考试
 （STPM）/独中高中统考（UEC）/澳洲大学预科（Australian 
 Matriculation）/加拿大 12 年级 / 国际中学毕业会考（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同等学历
• 中国：高考
• 韩国：高中 3 年级
• 日本：高中 3 年级 - 日本高中学校毕业证书
• 印度尼西亚：必须完成印尼国家高中 3 年级（SMA3）、国家期终
 考（UAN）和学校期终考（UAS）

11 年级证书
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普通证书考试（O Level）/高二（中国）/
高中 2 年级（韩国）/高中 2 年级（日本）/印尼国家高中 3 年级
（SMA3）/ 同等学历

蒙纳士大学预科
作为蒙纳士高等教育的“初始年”，蒙纳士大学预科是学生
顺利过渡到蒙纳士大学本科教育的学业桥梁。预科课程相当
于澳大利亚 12 年级，通过模块化教学提供灵活的修业年限。
许多蒙纳士大学预科毕业生荣获蒙纳士大学的入学奖学金，
用于继续在蒙纳士大学攻读学位。

monash.edu.my/mufy

蒙纳士英语衔接课程（MEB）
蒙纳士英语衔接课程专门为需要英语辅导的学生定制而成。辅
导课程还将专注提升听、说、读、写的学术技能，以及做笔记
和研究。学完本课程后，学生可直接选择就读蒙纳士大学的多
数专业课程，无需重新参加雅思或其他英语水平测试。

学习时长：15 周
开课时间：二月、六月和十月

monash.edu.my/english-bridging

高级教育文凭（DHES）
高级教育文凭专门为那些大学预科课程/12 年级/同等分数低
于所选专业课程入学要求的学生而设计。本课程设有学术能
力发展单元，帮助学生掌握重要的学术和研究技能。

学习时长：1 年（全年）
开课时间：二月、七月和十月

monash.edu.my/dhes

通识教育
所有国际和马来西亚本科新生必须完成通识教育或通修科目，
这是授予学士学位的必要条件之一。对于马来西亚的学生
而言，必须通过通识教育的测验。

monash.edu.my/general-studies

获得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的录取可能比想象中
简单。
学生可以从 17 岁踏上蒙纳士大学的求学之路。
顺利完成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高级教育文凭
课程或英语衔接课程，学生就可确保入学。*

*需符合蒙纳士大学入学要求和专业课程的必要条件。

    

备注
印度尼西亚：蒙纳士大学接受 SMA3 学校成绩单。马来西亚教育部还要求学生必须通过 
UAN 和 UAS。
日本：所有日本高中资格成绩单必须转交给招生办公室进行初步资格评估。



准备起航
发现世界

学生可以选择就读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完成学业顺利毕业之后，
可获得具有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相同声誉的学位。

但是，如果学生希望进一步探索，还可以考虑转学或交换至蒙纳士
大学位于墨尔本的四大校区之一。

想了解更多澳大利亚之外的世界？ 我们的教育机构网络覆盖超过 31 
个国家，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的学生将会享受到其中优势。这就意
味着，如果学生愿意在海外学习一个或两个学期，就会有超过 150 
所合作大学供学生选择。

monash.edu.my/abroad

作为交换生，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的学生在澳
大利亚其中一个校区求学时，只需支付马来西
亚当地的课程费用。

高等教育中心 金融商业区 国际机场连接 交通 可负担的住宿 旅游目的地 艺术、文化
和传统

购物 宗教差异

求学之旅从马来西亚启程

MARIA WINDYASTUTI 
在加拿大参与交换生计划

ALPHAEUS TAN 
在英国参与交换生计划



 
 

 
 

 
 

双威蒙纳士宿舍区
此宿舍区位于校园内，可容纳高达 2,114 名学生。
学生入住的私人卧室配备空调、床、LCD 电视、
书桌椅、衣柜、个人迷你冰箱、玻璃钢公告栏和 
Wifi 连接。

房租每季度（3 个月）
3,450 令吉*

Sun-U 宿舍区
该宿舍区距离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仅 5 分钟步行路程，提供
双人空调房间。设施包括泳池、健身房（会员）、洗衣房、
24 小时便利店、池畔咖啡厅、羽毛球和壁球场、祈祷室
（穆斯林）。该宿舍区可容纳高达 1,852 名学生。

房租每季度（3 个月）
2,340 令吉*

Sun-U 公寓
此公寓提供经济实惠的无空调房间，双人间或四人
间。每个单元配备了床、书桌椅、衣柜、淋浴热水
器、冰箱和 Wi� 连接。这栋五层高无电梯公寓距离
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仅 10 分钟步行路程。

房租每季度（3 个月）
1,140 令吉*（四人间，靠门）
1,350 令吉*（四人间，靠窗）
1,680 令吉*（双人间）

住宿

抵达马来西亚
蒙纳士大学

*2016 年房租价格。
请联系双威宿舍管理处以了解最新房租价格，发送电子邮件至 
residence@sunway.edu.my，或致电 +60 3 7450 5500 

双威蒙纳士宿舍区 Sun-U 宿舍区

校园内外有不同的宿舍区供学生选择，舒适的入住空间满足
各种预算要求。每一个宿舍区部署 24 小时安保措施，这些
宿舍区由双威宿舍管理处负责管理，如下所示。

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有超过 40 个
活跃的俱乐部和社团。敬请访问 
musa.monash.edu.my 了解这些活动
内容，同时认识我们的学生领袖。

校园
生活

梳邦再也

 
 

白沙罗-蒲
种快速公路

Jln Lagoon Selatan 路

Jln Subang Utama 路

联邦快速公路

Jln
 La

goon
 Timur 路

Jln Lagoon Barat 路

马来西亚双威大学

Kompleks BRT 
Sunway 

捷运公交站

学院

双威
金字塔购
物中心

来自格拉纳再也 /
白沙罗 / 万达

来自吉隆坡-芙蓉快速公路

来自蒲种

前往巴生

前往吉隆坡
国际机场

来自 USJ

Jalan Layang 

双威城镇
双威医疗

中心

极限
公园

收费区

马来西亚
蒙纳士
大学

莎
阿

南
高

速
公

路

可搭乘不同的公共交通轻松抵达
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双威快捷
巴士公交站位于大学门口，轻松
前往双威镇的不同地方满足不同
需求，例如医疗保健、餐饮、娱
乐和零售。还有其他公共交通连
接吉隆坡国际机场和吉隆坡周边
的其他区域。

更多关于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信
息，敬请访问 myrapid.com.my 

来自吉隆坡



RM34,000 (Per year) RM37,400 (Per year)Bachelor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 • Global studies • Psychology • Writing • Gender studies
Screen studies (minor) • Journalism studies (minor)

3 years February, July and October

RM34,000 (Per year) RM37,400 (Per year)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Global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Screen Studies 

3 years February, July and October

sass.monash.edu.my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buseco.monash.edu.mySCHOOL OF BUSINESS

eng.monash.edu.mySCHOOL OF ENGINEERING

infotech.monash.edu.my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d.monash.edu.myJEFFREY CHEAH SCHOOL OF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pharm.monash.edu.mySCHOOL OF PHARMACY

sci.monash.edu.mySCHOOL OF SCIENCE

SCHOOL OF BUSINESS / 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LL SCHOOLS

RM35,000 (Per year) RM38,500 (Per year)Bachelor of Business and Commerce
Accountancy • Applied Economics •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Business Analytics • Business Law and Taxation • Econometrics and Business Statistic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 Management • Strategic Marketing

3 years February, July and October

RM35,000 (Per year) RM38,500 (Per year)Bachelor of Business and Commerce
and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4 years February, July and October

RM35,000 (Per year) RM38,500 (Per year)Bachelor of Business and Commerce (Honours) 1 year February and July 

RM37,000 (Per year) RM40,700 (Per year)Bachelor of Computer Science 3 years February, July and October

RM44,000 (Per year) RM48,400 (Per year)Bachelor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Honours)
Bachelor of Civil Engineering (Honours)
Bachelor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Systems Engineering (Honours)
Bachelo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onours)
Bachelor of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Honours)
Bachelor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Honours)

4 years February, July and October

RM33,920 (Per year) RM37,312 (Per year)Bachelor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 years February, July and October

RM35,000 (Per year) RM38,500 (Per year)Bachelor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and Business 3 years February, July and October

RM35,000 (Per year) RM38,500 (Per year)Bachelor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and Business (Psychology) (Honours) 1 year February

RM40,280 (Per year) RM44,308 (Per year)Bachelor of Medical Science (Honours) 2 semesters February

RM49,000 (Per year) RM53,900 (Per year)Bachelor of Pharmacy (Honours) 4 years February

RM41,000 (Per year) RM45,100 (Per year)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1 year February and July

RM41,000 (Per year) RM45,100 (Per year)Bachelor of Science
Applied Microbiology • Biotechnology • Medical Chemistry • Psychology • Tropical Environment Biology

3 years February, July and October

RM41,000 (Per year) RM45,100 (Per year)Bachelor of Medical Bioscience 3 years February, July and October

RM41,000 (Per year) RM45,100  (Per year)Bachelor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years February, July and October

RM47,700 (Full course) RM52,470 (Full course)Master of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Studies 1.5 years (FT) / 3 years (PT) February

RM40,280 (Per year) RM44,308 (Per year)Master of Arts 2 years (FT) / 4 years (PT) Throughout the year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of supervision

RM33,920 (Per year) RM37,312 (Per year)Postgraduate Diploma in Business and Commerce 1 year February and July

RM66,000 (Full course) RM72,600 (Full course)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8 months January

RM53,000 (Full course) RM58,300 (Full course)Maste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1.5 - 2 years (FT) / 3 - 4 years (PT) February and July

DurationCourse Intakes 2017 Fees
Malaysian Student International Student

RM40,280 (Per year) RM44,308 (Per year)Master of Engineering Science (Research) 2 years (FT)/ 4 years (PT) Throughout the year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of supervision

1 year (FT) / 2 years (PT) February and July RM48,000 (Per year) RM52,800 (Per year)Master of Advanced Engineering (Energy and Sustainability)

2 years (FT) / 4 years (PT) RM53,000 (Full course) RM58,300 (Full course)Master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February and July

2 years (FT) / 4 years (PT) RM40,280 (Per year) RM44,308 (Per year)Master of Biomedical Science Throughout the year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of supervision

1 year (FT) / 2 years (PT) RM40,280  (Per year) RM44,308 (Per year)Postgraduate Diploma in Biomedical Science February and July

2 years (FT) / 4 years (PT) RM65,000 (Full course) RM71,500 (Full course)Master of Professional Counselling February and July

2 years (FT) / 4 years (PT) RM40,280 (Per year) RM44,308 (Per year)Master of Science Throughout the year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of supervision

2 years (FT) / 4 years (PT) RM40,280 (Per year) RM44,308 (Per year)Master of Philosophy Throughout the year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of supervision

2-4 years (FT) 4-8 years (PT) RM40,280 (Per year) RM44,308 (Per year)Doctor of Philosophy Throughout the year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of supervision

RM34,000 (Per year)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1 year February RM37,400 (Per year)

*Part-time studies for postgraduate courses are not availabl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T: Full-time     PT: Part-time

RM9,700 (Full course) RM9,700 (Full course)15 weeks February, June and OctoberMonash English Bridging

Non-Science Stream
RM31,000 (Per year)
Science Stream
RM35,000 (Per year)

Non-Science Stream
RM34,100 (Per year)
Science Stream
RM38,500 (Per year)

1 year (FT) February, July and OctoberDiploma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RM97,000 (Per year) RM106,700 (Per year)Bachelor of Medicine and Bachelor of Surgery (Honours) 5 years March



联系我们
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 – 下午 6:00

课程咨询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 – 下午 6:00

周末和公共节假日休息。

查询
电话： +60 3 5514 6000
传真： +60 3 5514 6001
电子邮件：mum.info@monash.edu

地址：
Monash University Malaysia
Jalan Lagoon Selatan
47500 Bandar Sunway
Selangor Darul Ehsan
马来西亚

monash.edu.my

本宣传册所含信息以出版时为准。马来
西亚蒙纳士大学有权不时更新所提供信
息。请浏览网站（www.monash.edu.my）
了解最新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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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M/APA/008 (PA), MQA/FA7521, MQA/FA7520, MQA/FA7519, 
MUM/APA/016 (PA), MQA/SWA0123, MQA/SWA0124, MQA/FA5833, 
MUM/APA/019 (PA), MQA/SWA0125, MQA/SWA0131, MQA/SWA0160, 
A7256, MUM/APA/015 (PA), MQA/SWA0129, MQA/SWA0130, 
MQA/SWA0113, MQA/SWA0114, MQA/SWA0127, MQA/SWA0119, 
MQA/SWA0177, MQA/SWA0120, MQA/SWA0111, MUM/APA/010 (PA), 
MQA/SWA0112, MUM/APA/018 (PA), MQA/SWA0163, MUM/APA/011 
(PA), MUM/APA/012 (PA), MQA/SWA0187, MUM/APA/020 (PA), 
MUM/APA/016 (PA), MQA/SWA0121, MQA/SWA0122, MQA/SWA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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