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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INTI

英迪国际大学（INT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以下简称“英迪大学”）是中

国教育部涉外信息监管网(www.jsj.edu.cn)

认可并推荐的一所正规大学。英迪大学创立

于 1986 年，以卓越的教学水准与学术品质

享誉马来西亚，并在全球各地皆享有盛誉，

是马来西亚高 等教育部颁布的五星级大学

（最高级别）。英迪大学办学层次涵盖了本

科、硕士和博士，专业涉及商科、计算机、

工程、医学、心理学、教育学、大众传媒、

艺术设计等专业领域。目前在校人数超过

16000 多人，其中包括了来自近 100 个国

家与地区的 2000 多名国际学生， 是马来

西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私立大学之一。



校园图片 Campus



中留服认证大学

中文译名：
英迪国际大学

英文全称：
INTI INTERNATIONAL 
UNIVERSTIY

简称：
INTI

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
www.jsj.edu.cn



中留服认证大学



寒暑假博士项目 招生对象

英迪国际大学 寒暑假Ph.D.博士项目

✓ 各级各类大学、大专等高等院校的老师及教育工作者

✓ 中专、技校、K12等教育机构的老师及教育工作者

✓ 教育集团、上市教育公司等大教育行业的教育工作者及管理者

✓ 各级各类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工作者

✓ 从事经济、管理、交通、医药、IT、建筑、农业等各领域的科技工

作者



录取资格 Qualification

报名资格：学术要求（一）

✓ 硕士毕业，具备合格的硕士学位证书

✓ 具体合格的硕士成绩单，平均分75分以上

✓ 跨专业或者平均分不到的可申请case by case (单独咨询）

学术要求（二）

✓ 研究报告：不少于2000字（英语）

*英迪国际大学会针对博士课程申请人进行录取前面试



寒暑假博士项目 学习模式

英迪国际大学 寒暑假Ph.D.博士项目

✓ 注册全日制学籍：学制3年共9个学期（最长不超过6年）

✓ 集中学习：每年两次到校，第1次6周，第2次3周，总共9周每年，

三年共计27周（疫情期间安排在线学习）

✓ 教育行业学生开学可选：1月/7月或者滚动开班

✓ 非教育行业学生可选：滚动开班（2021学年）

✓ 滚动常规开班：1月 /5月/9月

特别说明：受疫情防控影响，留学人员无法按时返校而选择通过在线方式修读

部分课程，以及因此导致的其境外停留时间不符合学制要求的情况，不作为影

响其获得学位学历认证结果的因素。（来自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声明）



寒暑假博士项目 毕业要求

英迪国际大学 寒暑假Ph.D.博士项目

✓ 完成4-6万字的博士论文（英文），无需发表（计算机博士除外）

✓ 须参加2-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 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总共5人，导师列席，答辩主席（主

持），校内导师1人，校外导师2人）

✓ 毕业无需发表论文（计算机博士除外），但是英迪大学鼓励老师们

发表学术论文，并且提供发表平台。



博士项目学费及政府收费

英迪国际大学 寒暑假Ph.D.博士项目

✓ 总费用：人民币17.8万（汇率以汇款为准）

✓ 包含费用项目：学费、学术研讨会费用、国际研讨会费用、注册费、

国际学生管理费、押金、马来转签与续签证等杂费（3年，总，此处

为政府收费，国际学生体检费，国际学生保险费等，如政府有调整

依据政府要求补齐）。



寒暑假博士项目 信息汇总

英迪国际大学 寒暑假Ph.D.博士项目

✓ 校校合作，签署MOU（很重要！）

✓ 博士类别：研究型博士，论文+国际研讨会+专题研讨会

✓ 学籍与签证：英迪大学全日制博士学籍，全日制学生签证

✓ 学制：3年，最长不超过6年（马高教部政策）

✓ 申请：无考试，需要2000字的研究计划书，线上面试与交流

✓ 学习模式：（常规）赴马集中学习是寒暑假，第1次6周，第2次3周，

每年总计9周，3年合计27周; (2020年）全部线上学习+导师辅导；

（2021年）目前继续线上学习+导师辅导

✓ 毕业要求：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 中国教育部认可，可申请中留服海外学历学位认证



可选博士专业 PhD

专业 Majors

创新与科技博士 PhD i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管理学博士 PhD in Management

计算机信息系统博士 PhD in Information Systems

应用物理学博士 PhD in Applied Physics



可选博士专业 PhD

专业 创新与科技博士

专业学制 3年

学术要求 硕士均分＞75

语言要求 雅思 5.0，海外英文硕士可免

研究领域

教育科技创新、医疗创新与技术、金融科技的创新与风险、创

意数字科技、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工艺/生产优化、制造业数字

化与智能化、生物科技与医疗行业智能化、人工智能、数据与

建设工程数字化、逆向工程、科技前沿、创新思维、创新管理、

创新实践、技术应用、知识创新、各行业创新与技术等。



可选博士专业 PhD

专业 管理学博士

专业学制 3年

学术要求 硕士均分＞75

语言要求 雅思 6.0，海外英文硕士可免

研究领域

教育管理、商业管理、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经济与管理、

金融与证券、战略规划与战略营销、国际市场营销、人力资

源管理、会计与金融、消费市场研究、运营与质量管理、商

业统计与分析、创业创新以及其他新兴商业领域。



可选博士专业 PhD

专业 计算机信息系统学博士

专业学制 3年

学术要求 硕士均分＞75

语言要求 雅思 6.0，海外英文硕士可免

研究领域
物联网、搜索引擎优化、智能系统、移动商务、管理系统、

云计算、多媒体网络等。



可选博士专业 PhD

专业 应用物理学博士

专业学制 3年

学术要求 硕士均分＞75

语言要求 雅思 6.0，海外英文硕士可免

研究领域 等离子物理学、脉冲功率技术、凝聚态物理、超导材料等。



博士学位论文规定

模式
研究型

学制
3年，最长不超过6年

开课时间 滚动开班，教育行业推荐每年暑假与寒假（可灵活安排）

教学媒介语言 博士英文+辅导双语

毕业要求

在英迪国际大学校区完成累计27周的学习研究时间（寒暑假），可发
表1-2篇论文，须完成4-6万字的毕业论文（英文），参加2-3次国际学
术研讨会。

毕业论文字数 4-6万字，英文论文

开题答辩+论文答辩

1. 开题答辩，由3位英迪大学老师主持
2. 博士论文答辩，导师列席，答辩主席1位（校内），1位英迪大学

老师，2位校外导师进行答辩

指导老师 双方商议

研究方向

1. 根据学生所申请的研究方向而定
2. 论文研究的题目和内容必须符合学校老师的专业范围和本校对博

士研究的专业要求

其他
针对学生学习情况，如有需要学校可以帮助安排相关的机构和导师

另行进行专门的辅导活动。



攻读博士学位的进程安排

注：学籍的注册（registration）、开题（proposal ）、开题答辩（proposal defense）和正式答辩
（viva）必须在英迪大学进行。

学籍的注册
（registration）

开始开题
（proposal ）

开题答辩
（proposal 
defense）

正式答辩
（viva）



英迪PHD项目申请流程

学生递交学术材料（硕士成绩+学位/2000字的研究计划书）

海外英文硕士/IELTS6.0 5.0

直录OFFER 

支付学费+博士项目费

指定导师/开题报告

工具课开课（线上）

学籍管理，写博士论文

中国硕士/无英文成绩

有条件录取，给1年缓冲

支付学费+博士项目费

指定导师/开题报告

工具课开课（线上）

雅思出来，注册为正式博士学籍

学籍管理，写博士论文

面试，由英迪大学各博士点项目负责人线上沟通



博士录取offer样本 博士学位证书样本



申请材料清单

✓ 英迪国际大学国际学生申请表--(1份)

✓ 2000字英文研究计划书--(1份)

✓ 申请及政府费用835美元汇款单清晰彩色复印件（请在汇款单附言中注明学生姓名

拼音及护照号）含：申请费，首年国际学生医保，入境后体检--(1份)

✓ 学生本人护照原件（有效期至少 18 个月）--(1份)

✓ 护照复印件（整本每一页包含封面，A4 纸张单面复印）--(2份）

✓ 本科 + 硕士成绩单 - 中英文公证件与复印件（成绩单需按学期开具）--(1份）

✓ 本科 + 硕士毕业证书 - 中英文公证件与复印件--(1份)

✓ 本科 + 硕士学位证书 - 中英文公证件与整本复印件（若有）--(1份)

✓ 学生健康申明函--(1份)

✓ 2寸白底证件照 – 35×45 毫米（背面注明学生姓名拼音与护照号）--(10份)



李裕光校长Dr.Joseph带领的学术团队



英迪寒暑假博士项目



英迪寒暑假博士项目



英迪寒暑假博士项目



寒暑假博士项目 常见问题问答

英迪国际大学 寒暑假Ph.D.博士项目

✓ 硕士单证，只有硕士学位是否可申请？（单证）

✓ 没有合格的雅思成绩是否可以先注册入学？（雅思）

✓ 是否一定要到马来西亚本校学习？（抵马）

✓ 是否可以安排会讲中文的导师？如何申请？中途是否可换导师？（导师）

✓ 论文是否必须要用英文？答辩是否可以中英文？（英文）

✓ 学制是3年的，是否表示3年之内一定可以毕业？（准时毕业）

✓ 已是其他大学的博士在读生，是否可申请转学？如何减免？（转学）

✓ 欢迎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