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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
UCSI里程碑马来西亚大学上榜排名

来自110个国家的
学生在UCSI就读

 

关于UCSI

超过30%
学生群为国际生

5名UCSI学生中
就有1人获得政府
颁发的择优奖助学金

超过35%
的UCSI学术人员拥有
博士学位，另外17%
正攻读博士学位

2015年大马私立大
专平均博士学术
人员为16%

约4,200
全球顶尖企业为我们的学生
提供宝贵的实习机会

超过10,000 
学生在此就读

亚洲第一所推行
企业实习的大学

UCSI在2017年SETARA
评级为5星级，是马来西亚
评分最高的新兴大学，足以
媲美在马来西亚的外国大学
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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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018 Institution 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

2019年QS最佳70强（创校未满50年大学）

2019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  马来西亚排名第一的私立大学
•  马来西亚唯一一所进入世界500强的私立大学
•  马来西亚排名第六名的大学，前五所大学皆是公立
  研究型大学
•  全马六所排名“世界前500强” 大学之一

•  马来西亚未满50年的最杰出私立大学
•  世界排名70强的年轻大学之一

•  马来西亚最好的音乐学院
•  表演艺术领域获得100强的顶尖大学

97.8%
的企业伙伴愿
意再聘雇
UCSI实习生 



UCSI大学为世界各地的学生敞开教育大门。我们与世界领先的大学合作、
聘任优秀人才并与国际企业展开协作。

UCSI大学是马来西亚最好的私立大

学，在全球所有大学中排名前2％。 

在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UCSI

名列第481位，是唯一一所进入500

强的马来西亚私立大学。在全马仅有

六所大学名列世界500强大学的情况

下，UCSI成功与国内五所公立研究

型大学并驾齐驱。

此外，UCSI也被认可是世界顶尖大

学之一，获得2019年QS最佳70强

(创校未满50年大学)的荣誉。

这些辉煌的里程碑都是UCSI亮眼的

成绩单。UCSI更曾在QS亚洲大学排

名中脱颖而出，一年内攀升了131个

位置，成为亚洲发展最快的大学。

UCSI也凭着音乐学院的卓越表现而出

类拔萃，被评为全球表演艺术领域

100强的大学。它也在2017年

SETARA中被评为5星级新兴大学，

足以媲美在马来西亚的外国大学分校。

UCSI以出色的教学和学习成绩所创下

的记录而久负盛名，在研究和创新方

面迅速成名。我们的研究出版物数量

在2013年至2016年间增长了155%

，而大学累积的影响力评估也增长了

957%。另外，UCSI在2015年至

2016年的Scopus / ISI出版物数量

更是翻倍成长，这些都反映出UCSI对

于学术的追求和专注正日益提高。

 
这些卓越的成就为UCSI的学生和员工

敞开了大门，提供他们与领先公司、

研究机构和世界一流大学合作的机会。

自2014年以来，UCSI的优秀生获选

到世界顶尖大学如哈佛大学、伦敦帝

国学院、芝加哥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

具影响力的研究项目。近期,一批药剂

学的学生更身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

大学，进行深入研究。UCSI大学持续

推动类似的合作项目，致力与常春藤

盟校、罗素高教集团、U21高校联盟

以及澳洲八校联盟内的世界知名大学

展开合作。

我们拥有来自超过110个国家的

10,000多名学生在UCSI就读，使校
园成为文化和多样性大熔炉。UCSI
还与超过4,200家全球各大企业合
作，为学生提供结构化的实习项目和
就业机会。这些合作为大多数UCSI
学生提供每年至少两个月的实习机

会。其中有97.8%行业伙伴表示，以

学生的工作表现、能力和专业，他们

愿意再聘请他们。

凭借这些独特的优势，UCSI大学为
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了极少其他教育
机构能给予的优质教育、经验，成就
人生的重要决定。

提供超过100项学术课程

医药 | 药剂 | 工程 | 应用科学 | 商业 | 资讯科技 |建筑 

| 社会科学 | 音乐 | 礼待与旅游管理 | 艺术与设计

欢迎来到UCSI
马来西亚排名第一的私立大学



与世界顶尖学府合作
世界顶尖大学每年都会挑选UCSI学生进行高影响力的研究项目。

研究项目为期数月至一年。

   哈佛大学  被广泛认为是全球最好的大学
2014年至今，UCSI每年都有五名最优秀的医学生获选到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项目。我们的学生在著名内分泌学

家戈登·威廉斯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以推动科学发展。其中有三名学生已经回国，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已在高影响力

的医学期刊上获得发表。

  伦敦帝国学院  英国三大顶尖大学之一
UCSI大学工程专业的学生在Jerry Heng博士的指导下，在伦敦帝国学院的表面与粒子工程实验室进行研究。

到目前为止，已有四名UCSI学生在空心微珠和蛋白质结晶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加拿大最好的大学之一
三名UCSI学生正在加拿大进行科学研究。至今，他们已对KCNQ2基因相关癫痫、

治疗帕金森病的预测建模技术以及新型抗癫痫药物的原型结构进行了大量研究。

芝加哥大学   
 世界十大大学之一

最近两名UCSI学生获选在芝加哥进行药物基因组学研究 - 

基因如何影响一个人对药物的反应。 由Jerry Yeo教授指

导，他们也将接触治疗药物模型。

李绍玉 卢裕明

清华大学
中国最大的两所大学之一

两名UCSI工程专业的学生在清华大学进行了蛋白质结晶和

DNA纳米技术研究，由DNA相关功能材料专

家杨忠强教授指导。

张秋雯 陈嘉维 陈佩怡 郑芷欣 李美诗

苏伟名 陈冠良 李渼欣 傅国祥

张淑俐 郑诗琦

刘翠婷 徐振伟 姚美倩



近来UCSI 建立了两栋崭新的学术大

楼，其营运空间超过100万平方英

尺，拥有最先进的设施。这两栋大

楼的设计呈现了21世纪的活力与相连

性特色，像是科学实验室、互动学习

空间、演讲厅、演奏厅、商业区、教

室、宿舍、体育设施和多层停车位等

，都将改变学生对教育的感知和体验

方式, 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

目前的校园扩建仅是UCSI宏伟大计划

的起步。更多的计划将进一步把吉

隆坡校区发展成教育城市，成为蕉

赖的特点。此外，UCSI医院也即将

完工。提供美国临床实践模式的病

人护理，这所私立教学医院的成立

目的是要将所在地——春泉镇发展

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医疗、教育以及

医药旅游重镇。而在砂拉越古晋，

UCSI则刚成立了与大学同名的酒店

建造未来
这不仅是校园扩建，而是一座正在建设的教育城市。

UCSI教育城市的外观构思图。 UCSI吉隆坡校园近期扩建后的鸟瞰图。

和享有良好口碑的东马新校区，为学

生提供最先进的设备与学习空间。

未来, UCSI 将会有更多的发

展计划，敬请期待。

UCSI古晋酒店为修读礼待管理的学
生提供学习和磨练的机会。UCSI医院的外观构思图。



·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超过100
   篇合著论文
·荣获教育部“2018年研究之星奖”

·马来西亚医药理事会终生会员
·大马研究评估制度”UCSI内部稽查
·马来西亚医学委员会本科课程小组
   委员会成员

BIT IT Management, MBA (USQ)
Pg A Engineering Business Management (Warwick)
Dr Eng Business Management (UTM)
PhD Applied Statistics (UM)

商业与资讯科学学院院长
黄建文博士教授

校长兼主席

DPSK, PSK, MBBS (Melb.), DMedSc (honoris causa) (Melb.)
MRCP (UK), FRCP (Lond.), FRCP (Glasg.), FRCP (Edin.)
FACC (USA), Hon. FRACP (Aus.), Hon. FPCP (Phil.)
FIAS, FNHAM, FMSA, FAMM, FASc

拿督卡立·尤索夫院士 高级教授, FASc

  •    马来西亚科学院理事会成员
· 马来西亚高血压学会理事会成员
· 国家生物伦理学理事会成员

Bachelor of Music (Johns Hopkins)
Doctor of Musical Arts (MDW, Vienna)

来自美国卫奇塔州立大学的客座教授 
茱莉·贝斯教授

卓越师资

  · 世界著名钢琴家与表演者
  · 赢得多项国际钢琴赛事项目

东南亚音乐总监会成员

BEng (Hons) (Chemical Engineering) (UM)
FTCL (Piano Performance) (Trinity College of Music)
LTCL (Piano Performance) (Trinity College of Music)
MA (Piano Performance), BA (Piano Performance)
(Western Illinois)
DMA (Piano Performance and Literature) (West Virginia)

音乐专科学院总监
方挺华博士教授

BSc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EMU, Cyprus)
MSc Tourism Management (EMU, Cyprus)
PhD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Supervision 
(NEU, Cyprus)

礼待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

卡斯尔胡先博士副教授

Diploma in Clinical Pathology (London)
MD (UKM)
PhD Biochemistry (UKM)

医药与健康科学学院院长
扎丽达·韩巴利博士教授

应用科学学院院长

BSc Chemistry (Indonesia)
PhD Biotechnology (UPM)
Post-Doctorate Biochemistry (UPM)
Post-Doctorate Pharmaceutical Chemistry (Kansas)

彼莫·阿里奥·
特佐博士副教授

哥登·威廉斯博士教授

MD (Harvard)

来自哈佛医学院的客座教授

·哈佛布莱根妇女医院的心脏代谢
   激素机制项目主管
·著名临床科学家

BSc Pharmacy (Kansas)
PharmD (Kansas)

· 学术和研究部副校长
· 艺术与设计学学院代理主任

杨晓微博士副教授

BEng (Hons)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PhD Microwave Engineering (UMIST)

· 学生事务与校友部副校长
· 工程、科技与环境建筑学院院长

莫伟雄博士副教授

·马来西亚工程师局注册专业工程师
·英国工程师理事会特许工程师

· 中国科学院的客座科学家
· 获得2013年马来西亚十大杰出
    青年奖
· 在本地和国际期刊上发表超过55
    篇论文

BSc(H) Biology (UPM)
PhD Genetics (UPM)

人类遗传学教授
何文彬博士教授

BPharm (Hons) (University of Malaya)
PhD (Pharmacy)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马来西亚药剂协会会员
·马来西亚药剂理事会技术委员会成员
·马来西亚药剂学院审计员
·持续专业发展委员会成员

莫甘娜博士助理教授
药剂科学学院院长



BSc Actuarial Science (Central Oklahoma)
MSc Applied Mathematical Sciences (Central Oklahoma)
PhD Statistics (UM)

·副校长（全球评级与内部稽查）
·集团人力资源高级副主席

拿督卓建国博士副教授

· 马来西亚科学院院士
· 大马工业研究及规格有限公司 
   (SIRIM)前副主席
· 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高级顾问

BEng (Monash)
PhD Wastewater Engineering (Newcastle)

工程，科技与环境建筑学院教授

拿督阿末因布拉欣博士教授

· 马来西亚营养学会院士
· 马来西亚最早期被委任的营养师官员之一

BSc Nutrition (Andhra)
MSc Foods and Nutrition (Madras)
MSc Human Nutrition (London)
PhD Nutrition (UM)

应用科学学院教授

米娜丽妮·甘迪尔博士教授

· 撰写超过60本书籍
· 国家建筑以及伊斯兰建筑权威

BArch, MArch (Wisconsin)
PhD (Edinburgh)

建筑与环境建筑系教授
莫哈末·塔祖丁博士教授

UCSI拥有马来西亚才学兼优的学术人员。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最前沿，通过跨学科知识的交流促进了相互得益的学习
环境。以下是在学术界、业界和社会贡献巨大的UCSI学术人员。

以及更多

BSc (Hons) Biology and Chemistry (Campbell)
PhD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Genetics 
(New South Wales)

林丽芳博士副教授应用科学学院副
院长马来西亚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
学学会成员

应用科学学院副院长

·2006年欧莱雅杰出女科学家之国家
   奖学金得主
·马来西亚分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会 
   (MSMBB) 名誉秘书长

BSc (Hons) Biomedical Sciences (UPM)
PhD (Molecular Medicine) (UPM)

林秀茔博士副教授
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副教授

林丽芳博士副教授

BSc Biochemistry (UKM)
PhD Biochemistry (UKM)

医药与健康科学学院副教授
谢効君博士副教授

马来西亚建筑师局成员

BSc Housing, Building & Planning, BArch (USM)
MEnvSc (UPM)

建筑与环境建筑系主任

谢林霖助理教授，
注册建筑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沙祢·笔珍博士教授

Teaching Certificate (English and History)
Bachelor of Arts (Linguistics)
Master of Arts (TEFL)
PhD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ESOL)

·欧洲癌症研究协会会员
·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学会会员
·马来西亚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学会会员
·马来西亚天然产物学会会员

·马来西亚器官移植协会终生会员
·大马工业研究及规格公司（SIRIM）
   先进材料研究中心终生会员

Cardiothoraric Fellowship
Master in Surgery (UM)
MBBS (UM)

医药与健康科学学院临床教授
（普通外科）

拿督阿纳斯博士教授

·国际统计学会当选会员
·国际统计计算协会会员

BSc Mathematics (UM)
MSc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UM)
Ph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UM)

王生发博士教授
精算学与应用统计学教授

·共感地景创作（Archiblur Lab）创办人
·荣获“2016年建筑新人奖”（特别奖）
·台湾注册建筑师

BArch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Master of Arts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PhD in Art Creation and Theory

陈宣诚助理教授
来自台湾中原大学的客座教授



廣泛的就业机会

专业认可

UCSI 大学的企业实习计划 (Co-op), 是马来西亚最全面及最大规模的实习计划。UCSI与大约4200家国际企业携

手合作，每年安排学生进行至少为期两个月的实习，让他们获益匪浅。UCSI广泛的企业网络包括全球顶尖公司，

如埃森哲、联昌国际银行、德勤、DHL国际快递、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惠普、汇丰银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马来亚银行、雀巢、三星、斯伦贝谢、渣打银行、奥美广告公司、宝洁、国家石油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等。

通过Co-op计划，UCSI学生每年能通过结构化实习项目获得宝贵的行业接触与体验。

UCSI大学备受众多专业机构和协会认可，促使UCSI学生能豁免部分的专业考卷，迈向卓越的职业生涯。

作为马来西亚领先的大学之一，UCSI受惠于国际协议如华盛顿协议。根据该协议，UCSI的工程系课程

备受国际认证，毕业生可在澳洲、英国、加拿大、香港、爱尔兰、日本、纽西兰、新加波、韩国、台湾

和美国等地区工作。

以下是部分认可UCSI的专业机构与协会，另外UCSI也是国际商学院促进协会（AACSB）和马来西亚

行销协会的会员。

资料来源：企业实习计划报告 （第13版本 / 2016 2017）

            满意我们学生的能力、
          纪律和专业态度

            的实习生已做好就业准备

99.3%

98.8% 

97.8% 

以及更多

愿意再聘雇UCSI实习生

我们的企
业伙伴如
何说



郭修彧

荣获第十届Fresh Music Award，最
佳新人奖

入围第28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1. 林月金
    

3. 林淑娴
    

· 在阿姆斯特丹Chivas Venture全球总决赛中获得第5名

· 将RM700,000 反馈给与他们合作的难民家庭。

· 为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国家银行、

    马来亚银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贝恩公司、安永、
        欧莱雅和英国文化协会等主要客户提供超过70,000份膳食。

1 2 3

阿当 · 巴勒威柏哈其

目前是Voyagin (Rakuten Inc的
旅行和旅游部门)的软件工程师， 
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商
务公司之一。

曾是印尼一家领先的资
讯科技公司Ruby on Rails
软件工程师。

以社会企业入选福布斯亚洲30位30岁以下精英奖

2. 李瑞玲
    

The Picha Project 的联合创始人 – 
通过食品和外卖服务来援助难民家庭的社会企业

我们在日本的资讯科技杰出青年

JOHN JOEL SAGUIT

Telenor Group Award Digi 
Challenge 变革竞赛的共同获奖者

代表马来西亚参加挪威Telenor 
Digital Winners Global 
App Developer Challenge

创新改变人们生活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进行研究

在台湾取得成功

DAVID ALLAN NELSON

与加拿大领先的连锁酒店合作

滑雪和山地旅行专家

入选日本世界著名的新雪谷滑
雪场，为期六个月的实习计划

踏入全球旅游业在伦敦帝国创下纪录

迈向卓越·辉煌成就
在UCSI，我们相信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的学生。 我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人士一起工作，并感到荣

幸能助学生实现和发挥自己的潜力。以下是我们众多成就者中的一小部分。

郑芷欣  （左）

李美诗

目前正在哈佛参与长达一
年具影响力的研究项目

傅国祥

2017年获选在伦敦帝
国理工学院参与科学研究

校友，电脑学荣誉理学士

校友，现代音   
 乐荣誉学士

校友，会计与金融  
 荣誉文学士

校友，心理学荣
 誉文学士

医学士 

化学工程荣誉工程学士

校友，现代音乐荣誉学士

移动计算荣誉电脑科学学士

礼待管理荣誉文学士



稳固基础·遥遥领先

专业基础课程

起步于理科基础课程

起步于音乐基础课程

起步于理科基础课程

起步于艺术基础课程

起步于文科基础课程

获得全免奖学金，
目前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两度荣获UCSI优秀学生书卷奖

校友，生物科技荣誉理学士

李宝恩

在2016年吉隆玻时尚
周中呈现10件设计作品 
 
2015年亚航Runway 
Ready 寻找设计师竞赛冠
军得主

时装设计与市场营销荣誉文士

郑芷欣

远赴哈佛参与为期一年具影响
力的研究项目和追求前沿知识
research programmes目前正在攻读医学士

Revelation Republic 健身中心
联合创办人

企业家兼健身爱好者

CrossFit合格教练与竞赛
运动员

校友，市场营销荣誉文学士

关安乐

2014年首尔亚洲音乐大赛
金奖得主

2013年台湾亚洲钢琴大赛
金奖得主

目前正攻读古典音乐荣
誉学士课程

陈美熺

1 3

你想创造非凡成就、帮助病人战胜癌魔、研发特效药、领导开创性的企业、创新全球解决方案、打动观

众、影响生命？改变企业甚至改变这个世界？

若这是你所向往的，你将需要一个理想的大学生活作为起步。我们能助你一臂之力。UCSI专业基础课程

使你可以专注于你所选择的领域，同时掌握大学预科课程的整体覆盖范围。你还可享受额外的数学和英语

课程，并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简称STEM）课程中获得未来的教育和职业优势。

我们有许多高成就的学生都是以基础课程作为梦想的起跑点。从会议室到实验室再到盛大的舞台，我们的

学生尽情发挥才能和取得成功。即使成就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着共同起点。现在就是你付诸行动创造未

来的时刻。选择UCSI的专业基础课程，并撰写你人生的新篇章。

孔美丽1

2 3

2

4

5

4

5

UCSI 专业基础课程是你的理想起步

•  量身定制的课程，迎合专业的职业道路。

•  由著名教授授课。
•  享受完整的学习设备和优良校园环境。

•  深入了解行业发展趋势。

•  受益于批判性思维课程。
· 尖端的学术研究

     -  完备的设施



• 哲学博士 (科学) (R/421/8/0016) (08/2023) (MQA/FA3122)

• 营养与管理学理学硕士 (N/726/7/0031) (02/2023) (MQA/PA8326)

• 研究型应用科学理学硕士 (R/545/7/0037) (07/2019) (A10188)

• 生物科技理学硕士 (R/545/7/0037) (03/2019) (A9411)

• 生物科技与商业管理理学硕士 (R/421/7/0019) (08/2019) (A9903)

• 食品科学与商业管理理学硕士  (N/541/7/0011) (08/2022) (MQA/FA1416)

• 水产科学荣誉理学士 (N/620/6/0002) (10/2019) (MQA/PA4099)

• 生物科技荣誉理学士 (N/620/6/0002) (06/2019) (A10420)

• 食品科学与营养学荣誉理学士 (R2/541/6/0018) (03/2024) (A10009)

• 营养与保健荣誉理学士 (N/726/6/0039) (12/2019) (A10009)

• 水产与企业文凭  (N/620/4/0001) (10/2019) (MQA/PA4100)

• 理科基础课程 (应用科学) (R2/010/3/0193) (01/2023) (A9776)

应用科学

• 哲学博士 (药剂科学) (N/727/8/0062) (04/2020) (MQA/PA5876)

• 药剂化学理学硕士 (R/421/7/0001) (11/2020) (MQA/FA0014)

• 药剂科技理学硕士 (R/727/7/0064) (02/2021) (MQA/FA0014)

• 临床药学实践硕士 (N/727/7/0075) (12/2021) (MQA/FA7765)

• 药剂学荣誉学士  (R/727/6/0064) (10/2020) (MQA/FA7765)

• 理科基础课程 (药剂科学) (R2/010/3/0193) (01/2023) (A9776)

药剂科学

• 工程哲学博士 (N/520/8/0074) (05/2020) (MQA/PA5877)

• 工程工业博士 (N/520/8/010) (08/2022) (MQA/PA9046)

• 工程哲学硕士 (N/520/7/0073) (05/2020) (MQA/PA5878)

• 土木工程荣誉工程学士 (R2/526/6/0075) (06/2026) (MQ/FA9819)

• 化学工程荣誉工程学士 (R2/524/6/0024) (05/2023) (A8663)

• 通讯与电子工程荣誉工程学士 (R/523/6/0219) (11/2019) (MQA/FA9300)

• 电机与电子工程荣誉工程学士 (R/523/6/0218) (11/2019) (A5631)

• 机械工程荣誉工程学士 (R2/521/6/0054) (05/2023) (MQA/FA9304)

• 机械电子工程荣誉工程学士  (R/523/6/0241) (06/2020) (MQA/FA3421)

• 石油工程荣誉工程学士 (R2/524/6/0025) (05/2023) (A8931)

• 电机与电子工程文凭  (R/523/4/0127) (12/2019) (A5631)

• 理科基础课程 (工程学) (R2/010/3/0193) (01/2023) (A9776) 

建筑与环境建筑学校
• 建筑哲学博士  (N/581/8/0109) (09/2019) (MQA/PA9361)

• 建筑学硕士 (N/581/7/0054) (08/2019) (MQA/PA4224)

• 建筑学荣誉理学士 (R2/581/6/0022) (07/2019) (MQA/FA1627)

• 室内建筑荣誉文学士 (R2/581/6/0033) (01/2021) (MQA/FA3385)

• 工料测量荣誉学士 (N/526/6/0138) (07/2025) (MQA/PA8395)

• 建筑学文凭  (R2/81/4/0095) (01/2022) (A6301)

• 室内建筑文凭   (R2/581/4/0096) (01/2022) ( A6304)

• 文科基础课程 (环境建筑学) (R/010/3/0301) (01/2020) (A11125)

工程、科技与环境建筑  

• 音乐硕士 (表演学)  (R/212/7/000) (02/2022) (MQA/FA1257)

• 古典音乐荣誉学士 (R/212/6/0019) (03/2024) (A9725)

• 现代音乐荣誉学士(R/212/6/0018) (03/2024) (A9726)

• 音乐表演文凭 (N/212/4/0054) (12/2022) (MQA/PA793)

• 音乐教学文凭  (N/212/4/0055) (02/2022) (MQA/PA7933)

• 音乐基础课程  (R2/010/3/0194) (03/2024) (A9724) 

音乐

• 儿童心理学硕士 (R/311/7/0045) (03/2024) (MQA/FA3686)

• 高等教学深造文凭 (N/145/7/0075) (02/2021) (MQA/FA7022)

• 英语与通讯荣誉文学士 (R/224/6/0052) (01/2020) (A4560)

• 大众传播荣誉文学士 (R/321/6/0152) (01/2020) (A4560)

• 心理学荣誉文学士 (R/311/6/0035) (02/2024) (A9801)

• 文科基础课程 (社会科学) (R/010/3/0301) (01/2020) (A11125)

登嘉楼校区
• 教育与英语荣誉文学士 (R/141/6/0066; 12/2020)    

人文与社会科学

• 哲学博士（商业与管理学）(N/345/8/1016) (04/2022) (MQA/PA8895)

• 工商管理博士 (R/340/8/0877) (04/2022) (A10091)

• 工商管理硕士  (R/345/7/079) ( 06/2020) (A11549)

• 线上工商管理硕士 (N-DL/345/7/1002) (12/2021) (MQA/PA8414)

• 工商管理硕士 (蓝海策略) (R/340/7/0720) (01/2022) (MQA/FA1320)

• 物流管理理学硕士  (R2/345/6/1042) (06/2021) (A8248)

• 精算管理理学硕士 (R/343/7/0109) (01/2024 ) (MQA/FA3611)

• 精算学荣誉理学士 (R/343/B/0164) (04/2020) (A11179)

• 精算学与金融荣誉理学士 (R/343/6/0066) (11/2020) (MQA/FA1403)

• 金融与投资荣誉理学士 (R/343/6/0052) (08/2022) (MQA/FA1403)

• 金融经济荣誉学士  (R/343/6/0228) (04/2023) (MQA/FA2356) 
• 品牌与广告荣誉文学士 (R/342/6/0088 ) (10/2023) (MQA/FA3171)

• 供应链经营管理荣誉文学士   (R/840/6/0016) (06/2023) (MQA/FA2951)

• 会计荣誉文学士  (R/344/6/0199) (06/2019) (A9512)

• 会计与金融荣誉文学士  ( R/344/6/0200 (06/2019) (A9515)

• 工商管理荣誉文学士   (R/345/6/0448) (06/2019) (A9514)

• 物流管理荣誉文学士  (R2/345/6/1042) (12/2022) (A8248)

• 市场营销荣誉文学士 (N/340/6/0715) (12/2021) (A9513)

• 房地产行政文凭 (N/345/4/0671) (10/2019) (MQA/FA4437)

• 物流管理文凭    (R2/840/4/0010) (12/2022) (A8654)

• 管理学文凭  (R/345/4/0669) (12/2019) (A11187)

• 文科基础课程 (精算、管理和资讯科技) (R/010/3/0301) (01/2020) (A11125)

资讯科技学校
• 科技企业理学硕士 (R/345/7/0261) (11/2022) (MQA/FA1961)

• 商业资讯系统荣誉理学士 (R/340/6/048) (01/2020) (A11146)

• 电脑学荣誉理学士  (R2/481/6/0290) (10/2023) (A9516)

• 移动计算与网络荣誉电脑科学学士 (R2/481/6/0178) (03/2022) (A7783)

• 资讯科技文凭 (R/481/4/0572) (01/2020) (A11078)

砂拉越校区
• 会计与金融荣誉商学士 (N/340/6/0716) (12/2021) (MQA/PA7629)

• 市场营销荣誉商学士 (N/340/6/0715) (12/2021) (MQA/PA7360)

• 精算学荣誉商学士 (N/462/6/0035 (01/2023) (MQA/PA7651)

• 国际商务文凭  (N/340/4/0691) (08/2021) (MQA/PA5300)

登嘉楼校区
• 石油与天然气管理工商管理硕士  (R/340/7/0525) (05/2020) (A10875)

• 石油与天然气管理荣誉工商管理学士  (R/345/6/0489) (04/2024) (A9800)

• 基础课程 (R/010/3/0195) (07/2019) (A9751) 

商业与资讯科学

吉隆坡校区
• 礼待行政荣誉学士 (N/811/6/0226 ( 09/2024) (MQA/PA4814)

• 烹饪艺术文凭 (N/811/4/0079) (08/2022) (MQA/FA1731)

• 酒店管理文凭  (N/811/4/0042) (12/2021) (MQA/FA1249)

• 文科基础课程 (礼待与旅游管理学) (R/010/3/0301) (01/2020) (A11125)

砂拉越校区
• 商务管理荣誉文学士  (R2/345/6/0449) (4/2024) (A9777)

• 活动策划与旅游管理荣誉文学士(R2/812/6/0049) (06/2022) (A7867)

• 礼待管理荣誉文学士  (R/811/6/0174) (08/2019) (A7867)

• 烹饪艺术文凭  (R/811/4/0326) (09/2021) (MQA/FA0246)

• 酒店管理文凭 (R2/811/4/0173) (04/2024) (A9778)

• 休闲管理文凭 (R/812/4/0124) (02/2021) (MQA/FA0191)

礼待与旅游管理

• 艺术与设计硕士  (N/213/7/0312) (06/2022) (MQA/PA8587)

• 时装设计与市场营销荣誉文学士 (R2/214/6/0066) (04/2023) (A8551)

• 游戏设计荣誉文学士 (N/214/6/0206) (12/2022) (MQA/PA8693)

• 平面设计荣誉文学士 (N/214/6/0106)  (04/2019) (MQA/PA3857)

• 多媒体设计荣誉文学士 (N/214/6/0113) (06/2019) (MQA/FA3858)

• 三维动画设计荣誉创意艺术学士(R2/213/6/0070) (11/2021) (A7329)

• 三维动画设计文凭 (R/213/4/0114) (04/2023) (MQA/FA2476)

• 时装设计文凭 (N/214/4/0081) (06/2023) (MQA/FA2477)

• 时尚造型文凭 (N/214/4/0175) (11/2021) (MQA/PA5560)

• 纺织与时装设计文凭 (N/214/4/017 ) (11/2021) (MQA/PA5561)

• 平面设计文凭 (R/213/4/0115) (04/2023) (MQA/FA2475)

• 文科基础课程 (艺术与设计学) (R/010/3/0301) (01/2020) (A11125)

艺术与设计

• 基础课程 (砂拉越） (R/010/3/0196) (04/2023) (A9780)

• 剑桥国际高级水准 (GCE A-Levels) （由UCSI学院提供）
• 理科基础课程 (R2/010/3/0193) (01/2023) (A9776)

• 文科基础课程((R/010/3/0301) (01/2020) (A11125)

大学预科

 UCSI 大学的学术课程

• 英语强化课程
• 英语假期课程
• 雅思预备课程
• 英语教师培训

语言教学中心

• 理学硕士（健康科学）(N/720/7/0116) (08/2022) (MQA/PA8936)

• 医学士  (R/721/6/0055) (09/2020) (MQA/FA4671)

• 理科基础课程 (医药科学) (R2/010/3/0193) (01/2023) (A9776) 

健康老化、医美与再生医学学校
• 健康老化、医美与再生医学理学硕士  (R/721/7/005) (10/2020) (A10080)

护理学校
• 护理学荣誉学士 (R/723/6/0107) (11/2019) (MQA/FA4815)

• 护理学文凭  (R/723/4/0127) (11/2019)  (A11048)

眼科视光学校
• 眼科视光学荣誉学士 (N/726/6/0040) (12/2025) (MQA/PA0100)

医药与健康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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