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硕博
近年来，我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保持高增长趋势。����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万，����年报考

人数���万人，同比增长��.��%。然而，����年的招生总人数约���万，报录比仅有��%，近两年我国硕士研
究生的整体报录比也是停留在��%-��%之间。考研大军中，大批量学子无缘“上岸”。面对就业压力，越来越
多的学子开始关注海外留学。据教育部网站消息，����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万人，����年已超过
��万人。海外研究生项目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学子，出国深造成为广大学子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和提升学历的
又一优质选择。

国际硕博
International Thur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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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与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战略
合作，采用面授+线上授课的形式，由厦门大学平潭
研究院承担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英文衔接课程的教学
任务，并支持部分实训课程，配合全程助学辅导，
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进行专业学习（硕士�年，博士
�年），完成学制，通过论文答辩，授予马来西亚理
科大学硕士/博士学位。

����年全球大学就业能力排名中，马来西亚排名第一；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评选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学；

马来西亚公认排名第二的老牌名校；

马来西亚政府建设的唯一一所APEX（迈向卓越计划）大学；

QS全球��岁年轻大学排名第��位；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位（马来西亚第一位）；

���� QS世界大学排名��� 位。

项目优势

博士英语成绩可延后一年提交；

MUET 中国唯一考点，全套考前培训，半年免费雅思英语培训课程；

申请流程时间短，资料简化。学校给予开题报告的提纲式辅导，少走弯路；

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全程学习帮扶，帮助学生顺利毕业；

学生优先获得导师资源，录取后，不需要等待分配导师；

USM导师更加个性化、量身定制帮扶；

马来⻄亚学习期间全程：“大管家式”生活帮扶“大家长式”学习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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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SM)
硕士/博士定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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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请专业 入学条件

毕业证书

学制&项目费用

�、硕士学制�.�年（含半年线上雅思培训）；     �、硕士项目费用������元。
项目费用服务包含：报名费、学籍注册、入学语言课费用、所有课程授课费、讲义费、外国学生管理费、学生证、开学典礼、全程学习帮扶、教学师资、学校资源(图书馆、 
信息中心等)使用费、论文指导、答辩费、学位颁发、毕业典礼费用、境外服务费。
项目费用服务不含：入学申请资料公证和认证费、赴马来西亚签证费、体检费、学生签证费、往返机票及食宿、毕业的公证费、认证费。

�、证书优势：院校知名度高、中国教育部认可、
学制短、学习时间自由；
�、证书用途：升职加薪、考公务员、考证、评职称等；
�、证书样例：

申请材料清单

�、护照原件电子版护照照片；
�、所有的高等教育成绩单公证，毕业证公证，学位
证公证；
�、简历等。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SM)硕士定制项目

入学条件一：
（以下��条属并列选择关系，满足任何一条即可）
�、TOEFL iBT托福网考不低于��；
�、雅思成绩不低于�.�；
�、剑桥高级英语证书考试CAE不低于 ���；
�、剑桥高级英语证书考试CPE不低于���；
�、培生学术英语考试PTE不低于��；
�、英语是母语的学习者；
�、毕业于以英语为本科和硕士教学语言的高等院校；
�、英国文化协会提供的英语课程，水平资格证书和相关课程
由大学研究生学习委员会确定；
�、MUET成绩�.�（马来西亚国家考试委员授权厦门大学平潭
研究院XMUPT作为MUET中国区(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唯一
考点）；
��、马来西亚公立/私立大学或机构的英语课程(资格水平和相
关课程由大学研究生学习委员会确定)；

入学条件二：
（以下�条属并列选择关系，满足任何一条即可）
�、获得认可的管理学学士学位或其他相关学位，CGPA不低于�.��；
�、CGPA在�.��-�.��之间的，需具备以上学历，至少有一年的
研究经验/一年的工作经验/发表相关领域的学术论文/主修课程
B级/选修课程B级/最后一年项目成绩B＋；
�、CGPA在�.��-�.��之间的，需具备以上学历，至少�年以上
研究经验/�年以上工作经验和发表相关领域的学术论文/主修课
程B级/选修课程B级/最后一年项目成绩B+；
�、其他同等资格，如过既有经验学习鉴定(Accreditation of 
Prior Experiential Learning,APEL)。

国家高等教育研究院 高等教育

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学院

艺术学院

传媒学院

住房、建筑和
规划学院

医学科学院

牙科医学院

会计、金融、管理

计算机科学

戏剧与剧院、美术、音乐

新闻传播学、广播电视编导、编辑出版学

建筑技术、建筑学、建筑测量、
工料测量、室内设计、房屋、
项目管理、规划研究

健康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
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中医学类、中西医结合、法医学、
医学技术、护理学类

医学体系、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学院 专业
推荐专业

推荐专业

推荐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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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请专业 入学条件

毕业证书

学制&项目费用

�、博士学制�年；     �、博士项目费用共������元（计算机和艺术类专业������元）。
项目费用服务包含：报名费、学籍注册、入学语言课费用、所有课程授课费、讲义费、外国学生管理费、学生证、开学典礼、全程学习帮扶、教学师资、学校资源(图书馆、 
信息中心等)使用费、论文指导、答辩费、学位颁发、毕业典礼费用、境外服务费。
项目费用服务不含：入学申请资料公证和认证费、赴马来西亚签证费、体检费、学生签证费、往返机票及食宿、毕业的公证费、认证费。

�、证书优势：院校知名度高、中国教育部认可、
学制短、学习时间自由；
�、证书用途：升职加薪、考公务员、考证、评职称等；
�、证书样例：

申请材料清单
�、护照原件电子版护照照片；
�、所有的高等教育成绩单公证，毕业证公证，学位
证公证；
�、Academic CV （学术简历）；
�、简历；
�、开题报告；
�、动机信；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SM)博士定制项目

入学条件一：
（以下��条属并列选择关系，满足任何一条即可）
�、TOEFL iBT托福网考不低于��；
�、雅思成绩不低于�.�；
�、剑桥高级英语证书考试CAE不低于 ���；
�、剑桥高级英语证书考试CPE不低于���；
�、培生学术英语考试PTE不低于��；
�、英语是母语的学习者；
�、毕业于以英语为本科和硕士教学语言的高等院校；
�、英国文化协会提供的英语课程，水平资格证书和相关课程
由大学研究生学习委员会确定；
�、MUET成绩�.�（马来西亚国家考试委员授权厦门大学平潭
研究院XMUPT作为MUET中国区(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唯一
考点）;
��、马来西亚公立/私立大学或机构的英语课程(资格水平和相
关课程由大学研究生学习委员会确定)；

入学条件二：
（以下�条属并列选择关系，满足任何一条即可）
�、相关领域的硕士学位：
       A) CGPA 至少为 �.�� / �.��，
     B) CGPA 为 �.�� - �.��，研究经验—� 年/相关领域的专业
经验 � 年/两篇所申请领域的学术出版物（期刊，而非会议论文
集）/主修/选修课程B+/课程作业模式为 B+ 级或混合模式论文/
项目为 P 级；
�、学士学位（一等荣誉）或至少 �.��/�.�� 的 CGPA

国家高等教育研究院 高等教育

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学院

艺术学院

传媒学院

住房、建筑和
规划学院

医学科学院

牙科医学院

会计、金融、管理

计算机科学

戏剧与剧院、美术、音乐

新闻传播学、广播电视编导、编辑出版学

建筑技术、建筑学、建筑测量、
工料测量、室内设计、房屋、
项目管理、规划研究

健康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
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中医学类、中西医结合、法医学、
医学技术、护理学类

医学体系、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学院 专业
推荐专业

推荐专业

推荐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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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优势

中英两校强强联合

引进英方优质教育资源

克兰菲尔德大学是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年创立于英国皇家空军贝德福德郡克兰菲尔德基地，其来自英国和欧
盟工商业界的研究经费，在英国研究所中排名第一，其工程学科实力在欧洲及世界范围内位于前列；六次获得女王纪念
奖；����年QS学科排名中，管理学全球第��位，航空及制造全球第��位，机械工程学全球第��位，环境科学全球第���
位，材料科学全球位于���-���位。

江苏大学是江苏省人民政府和农业农村部共建高校，学校办学水平高，工程学、材料科学、临床医学、化学、农业
科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全球前�%，ESI综合排名列全国第��位。
拥有�个国家重点学科，�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个江苏高校优势学科。拥有��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个一级学
科硕士点，��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设有��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在克兰菲尔德研究生院中，英方派出��位教师授课，其中�位教授，包括�位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师资力量雄厚；
所有研究生均配备中英双导师，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同时配备企业导师。此外，农业工程、机械、资源与环境硕士项目，
完成培养计划并达到学位授予要求的学生可获得克兰菲尔德大学的MSC和MSC（by research）两个硕士学位，极具英国
特色。

江苏大学克兰菲尔德未来技术研究生院（以下简称克兰菲尔德研究生院）是教育部批准设立的研究生教育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许可证编号：MOE��UKA��DNR��������N，由江苏大学和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合作举办，办学地点：江苏
省镇江市学府路���号，江苏大学校本部。

江苏大学-克兰菲尔德大学
硕士/博士全日制就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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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招生人数和学费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名（自主招生）;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名（自主招生）;
�、自主招生项目授予克兰菲尔德大学的博士或硕士学位，自主招生项目采取申请考核制，无需参加全国研究生统一招生
考试，全年接受申请；
�、专业名称、招生人数和学费等详见下表。

序号

博士

硕士

�

�

�

�

�

�

�

��

�年

�年

办学
层次

招生
人数 学制 学费标准 申请条件 入学时间 申请时间专业名称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研究生及
同等学历

本科及
同等学历

随时可递交材料
申请获得审批

随时可递交材料
申请获得审批

每年�月入学

每年�月入学

�万元人民币/年·生

�万元人民币/年·生

�万元人民币/年·生

�.�万元人民币/年·生自主招生

环境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招生方式

注：最终学费标准以上级审批结果为准，住宿费按照学校标准执行。

申请材料

录取方式

自主招生项目考生需提供以下材料：
�、研究生申请表；
�、科学研究计划书；
�、英语成绩证明；
�、学位、学历证书的复印件（应届毕业生须提交
所在单位的在读证明）； 
�、中英文本科/硕士课程成绩单原件（需加盖成
绩管理部门公章）； 
�、学位论文(应届毕业生可提供论文摘要和目录等)； 
�、报考博士研究生的考生，需要提供两位或两位
以上所申请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
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书； 
�、其他证明个人能力的材料：如获奖证书、公开
发表的学术论文复印件、所获专利及其他原创性
研究成果的证明材料等。

�.克兰菲尔德研究生院对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评估并决定是否录取。
�.若申请人英语成绩暂不符合入学要求，但其他申请条件符合，经克兰菲尔德研究生院评估后可对申请人保留入学资格�个月。

申请条件

�、入学时应具有雅思�.�分及以上成绩，或具有良
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并在入学后�个月
内取得雅思�.�分成绩（关于雅思分数要求的变化，
以克兰菲尔德研究生院发布的最新信息为准）。
�、本科、硕士阶段成绩良好；

学生培养

�.克兰菲尔德研究生院课程，除思政课外，为全
英文授课，由克兰菲尔德大学和江苏大学教师共
同承担。
�.自主招生研究生修业合格后将获得英国克兰菲
尔德大学学位证书；可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获
得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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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香港珠海学院是充满活力的院校，已服务香港及邻近地区超过七十年，毕业生在教育、文化、工程、科技及商业等
领域皆有卓越的贡献。

本校是一所高等学府，设有三个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理工学院和商学院，共计九个学系，提供十四个荣誉学
士学位课程、七个硕士学位课程。各课程皆通过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的学术评核，获香港政府及世界各地认可。
本校现正计划与海外著名院校合作，开设更多创新及实用的课程，以扩阔学生视野，促进跨文化的交流。

项目优势

媲美一流学府的管治班底
凭藉�� 多年办学经验，本校在课程开设、管理、监督三方面皆表现卓越。监督及管理层包括前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

教授及副校长李焯芬教授。同时，亦有知名政协委员及商界领袖带领，无论是在政、商，还是学界都有标杆性的地位。

学历获中国教育部及国际认可
国家教育部承认本校为拥有学士或学士以上学位授予权的香港高等专上学府之一，学生毕业后可在中国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进行学历学位认证。学位亦获国际认可。

课程学制短、视野国际化
大部分硕士课程为一年制。课程由中外知名学者、社会精英人士任教。个别课程含国际交流活动，以培养学生国际

视野及跨文化交流能力。

校舍扎根香港黄金地段
學院鄰近深圳，向內聯繫大灣區其他地方，向外則與國際接軌。

性价比高
留学香港，学费及生活经费相比其他欧美国家低，学生往返内地方便。

留港发展
学生毕业后可申请留港工作。连续于香港居住七年者，可申请成为永久居民。

香港珠海学院
硕士学位课程概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