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国际
首选教育
目的地

优质的学府
可负担的生活费用
多元文化等优势

所有学院成员均获得马来西亚
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认证，
该机构是受教育部管辖的法定机构，
以确保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质量

槟城的
教育理念

槟城位于东南亚的战略核心地点，坐拥顶尖的高等教育学府和可负担的生活
费，是个吸引不少国内和国际学生的世界级教育枢纽。
槟城的历史可追溯至早期的英国殖民期，并以其卓越的教育体系自豪。

槟城许多的公立学府都是国内历史最悠久及最杰出的学校，例如著名的
槟城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和槟城圣芳济国民中学(St. Xavier’s
Instutition)。
虽然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但英语和中文也被广泛使用，
交流起来极其方便。

在这个繁荣的大都市里有着许多实习和工作机会，这里也是众多跨国公司、
国际酒店、旅游景点、世界一流医院和企业公司的所在地。

为何选择在
槟城深造？

亚洲最宜居城市
无论是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乔治市，或是景
色旖旎的峇都丁宜海滩，学子们皆可在槟城授得丰富的学习
经验。作为亚洲最宜居的城市之一，槟城可说是为学子们提
供一个温馨，安全的环境，还有垂涎的美食飨宴和优质的医
疗保健服务。
世界级的教育
许多学院成员与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的著名
国际大学合作，提供独特的双联课程，学生能以负担得起的
费用获取国际学位。

顶级的学习设施
这里的学院提供顶级的学习设施，面对面的
课堂讲座和亲手实践课程培训，为学生们充
分准备该有的知识及技能，进而提高他们的
就业机会。槟城也拥有24小时开放的数码图
书馆，为学生提供安全和有利学习的好去处。

具国际需求
此外，由于马来西亚注重教育方面的投资，以培养国内的劳
动群，马来西亚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世界人才排行
榜中，名列已超越英国，法国和日本。

关于
StudyPENANG
无论您是想更了解槟城的教育系统，或
是正寻找一些资料以更适应您在槟城
的新生活，您会需要一个一站式的信息
网来缓解您所有与教育有关的疑问。那
么，StudyPENANG能够提供您找到最
适合学习的资料！

立达学院

立达学院 (DISTED College) 是所首屈一指的非营利性
高等教育学府，它拥有30余年的优质学术成就和超过
10,000 名学生的校友群。

立达学院为各行各业的学生提供优质、褒义及课业相关
的教育，更是槟城大学预科课程的引领先驱，并拥有受
全球认可和认证的文凭和学位课程。
提供的课程：
强化英语证书 , 大学预科课程, 商业、营销管理、财务与
会计学位，心理学学位, 电脑与工程、酒店管理、商业与
会计文凭。
340, Macalister Road, 10350 Penang
电话: +604-229 6579 传真: +604-226 6403
官网 : www.disted.edu.my
电邮 : info@disted.edu.my
脸书 : /disted
IG : @disted_college
WA : +6011-3390 4971

赤道艺术与设计学院

赤道艺术与设计学院成立于1987年,是北马顶尖的艺
术、媒体及设计学院。

学院为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结合理论与实践结构的学
科计划。除了课程大纲随着市场需求不断研发及更新，
我们也提供全方位的培训, 以造就高素质的毕业生来应
对艺术和设计行业的需求。学院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中
心, 我们的讲师通过详细的讲解与示范让学生对课题有
更深入的了解以激发学生追求卓越的精神。
提供的课程：
平面设计与多媒体、3D 动画、美术、室内设计、时装设
计、传播、建筑技术等方面的基础，证书，文凭和学位
课程。

Leith Street 校园
7 Leith Street, George Town, 10200 Penang, Malaysia.
电话: +604-261 5116

Amoy Lane 校园
8A Amoy Lane, George Town, 10050 Penang, Malaysia.
电话: +604-228 1315
官网 :
电邮 :
脸书 :
IG :
优管 :

www.equator.edu.my
info@equator.edu.my
/Equator College
@equatorcollegepg
Equator College
WA : +6016-488 0415

金厨烹饪厨艺学院

英国伦敦国际学院认证的烹饪厨艺学习中心

这位于槟城 Spice Canopy 的现代烹饪艺术和酒店管理
校园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有利的学习环境，学院附近还
有游泳中心和体育馆等设备。
学院位于槟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距离槟城国际机
场，槟城大桥，未来的轻轨站和其他完善的公共交通枢
纽仅10分钟路程。
提供的课程：
烹饪艺术、糕点、酒店管理、专业亚洲美食等方面的英国
文凭和高级文凭课程。
金厨 @ Spice Canopy
No 108-B-01-26 & 27, Jalan Tun Dr. Awang,
11900 Penang.
电话: +604-611 9777 / +6012-410 1019

金厨 @ 主校园
No. 14, Lorong Teras Jaya 8, Kawasan Perniagaan
Teras Jaya, 13400 Butterworth, Penang
电话: +604-320 0119 / +604-331 1019 / +6012-459 7269
官网 :
脸书 :
IG :
优管 :
微信 :

https://gcca.edu.my/
/GoldenChefCulinaryAcademy
@goldenchefculinaryacademy
GoldenChefCollegeofCulinaryArts
GoldenChef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

一百年来，面向社群，怀抱社会，韩江坚持倡导可负担的
优质教育。作为非盈利的教育机构，韩江传媒大学学院
(韩大)始终秉持以培养未来栋梁为己任，致力于优质的
教学质量与水平。

作为马来西亚第一所传媒大学学院，韩大所开设的每一
门课程都经慎思与精心打造，以最大化开发学生的潜
力，超越技术，并且让他们可以睿智地、批判地、创造地
思考。韩大毕业生在校内校外表现出色，在业界也备受
欢迎，我们以此为傲。
提供的课程：
传播与媒体、应用创意艺术与设计、商业与管理、中华研
究的专科、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Jalan Lim Lean Teng, 11600 George Town, Penang
电话: +604-283 1088 ext.136 传真: +604-282 9325
官网 : hcu.edu.my
电邮 : hcucio@hcu.edu.my
脸书 : /HanChiangUC

槟城英迪国际学院

槟城英迪国际学院成立于马来西亚的‘硅谷’
，提供基于
行业为首及STEM课程的领先者，为学生提供应有的技
能，知识和经验，以在当今的数码工作环境中取得成功。
英迪与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和北美的知名企业公司和大
学合作，为未来企业佼佼者提供市场趋势、实践经验、混
合教学、国际课程和在线的学习和实践工具。
凭借30多年的经验，英迪激发了许多学生的持续个人和
专业发展，以实现他们的愿望。
提供的课程：
预科课程，大众传播、商业、管理与营销、金融与会计、信
息技术、科学与工程、酒店与活动管理、强化英语课程的
证书、文凭和学位课程，以及暑期课程。
1-Z, Lebuh Bukit Jambul, Bukit Jambul,
11900 Bayan Lepas, Penang
电话: +604-631 0138
官网 :
电邮 :
脸书 :
优管 :
IG :

newinti.edu.my
enquiry@newinti.edu.my
/INTI.edu
NewINTI
@inti_edu

IPK 学院

IPK College是马来西亚十四所顶尖之一的 MyQuest 六
星级学院。
IPK College专注于：会计、金融、商业管理、酒
店管理和电脑科学领域等课程，拥有完善的教育体系和
海量知识，并提升更棒的人力资源于社会。

IPK学院亦是一所获奖无数的高等学院。
从开创至今，已
荣获超过 63 枚国际优质教育奖项与品质认可。
IPK学院
拥有五星级的教育设施与环境，并在符合ISO高标准的
运作程序下，提供莘莘学子们可负担得起的优质高教学
习体验。
我们始终秉持着‘人人都可继续升学’的教育理念，提供
国内外认可的专业教育文凭，帮助每一位学生在经济可
负担下完成高等教育。
提供的课程：
会计、金融、国际商务、酒店管理、电脑科学、商业研究、
工商管理等方面的证书、文凭和学士学位课程。
1664, Taman Machang Bubok, Jalan Kulim,
14000 Bukit Mertajam, Penang.
电话: +604-551 2588 / +6012-526 5839
官网 : www.ipk.edu.my
电邮 : admin@ipk.edu.my
脸书 : IPK College - Multiple International
		 Awards Winning College

乔治市培能学院

秉承着我们“就业是第一要务”的校训，培能学院的教授
们都致力于为我们的学生提供深入的学科知识和丰富
的实践经验。
我们的核心原则强调培养学生成为对自我、环境和社会
不断力求上进且有能力的人。在培能学院，学生们将获
得在真实行业实践的经验，帮助融合理论与实践，同时
在此过程中赚取可观的收入。

提供的课程：
各种专业证书、文凭与本科课程，如物流管理、商业研
究、旅行和旅游管理、电脑科学、数码商业科技和会计，
包括ACCA课程。
No.1, Education Boulevard, One Auto Hub, Batu
Kawan Industrial Park, 14110 Bandar Cassia, Penang
电话: +604-545 6000
官网 :
电邮 :
脸书 :
优管 :
WA :

www.peninsulacollege.edu.my
marketing@peninsulacollege.edu.my
Peninsula College Malaysia
Peninsula College Malaysia
+6010-466 0296

尔兰皇家外科学院与
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RCSI & UCD 马来西亚大学校地(RUMC)于1996年成
立。RUMC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家获得认可的私立医疗机
构。
当时名为槟城医药学院(PMC)的RUMC，由爱尔兰两
所顶尖大学 – 爱尔兰皇家外科医学院(RCSI)和都柏林大
学（UCD）公立而成。

自成立25 年以来，已近2，000 名医学生从该大学毕业，
他们现在已在世界各个国家行医。RUMC拥有庞大的高
绩效校友网络，其毕业生的质量更是享誉国际。
提供的课程：
科学基础课程，医学预科课程，医学本科，研究生课程
入公共卫生硕士课程、理学硕士（健康研究）
，以及马来
西亚-爱尔兰家庭医学培训计划。

No 4, Jalan Sepoy Lines, 10450 George Town, Penang
T : +604-217 1999 (总行)
		 +604-217 1888 (课程咨询)
官网 :
电邮 :
脸书 :
IG :

www.rcsiucd.edu.my
enquiry@rcsiucd.edu.my
RCSI & UCD Malaysia Campus
@rcsiucdmalaysia

槟城世纪学院

槟城世纪学院的学术院士和管理人员竭尽全力为学生
们提供独特的学习体验，这也是槟城热情好客的的标志
性特点。

在此，我们会致力于确保您得到充足的个人关注、为学
生们提供深入的教学大纲以及亲身实践的学习方法。

提供的课程：
商业、会计、市场营销、管理、幼儿教育、数码营销和广
告、信息技术、电脑科系、酒店管理、旅游、心理学等方面
的文凭、学位、研究生和专业课程。
Wisma Greenhall, 43, Green Hall,
10200 Penang, Malaysia
电话: +604-263 3888
官网 :
电邮 :
脸书 :
IG :
WA :

segipenang.edu.my
infopg@segi.edu.my
/SEGiCollegePenang
@segicollegepenang
+6013-629 4880

昇达学院

昇达学院成立的目的在于为青少年准备一个高等教育
的平台。昇达学院位于乔治市的遗产地址的中心,重申
其创始目标,即是培养具有就业能力的毕业生为社区贡
献。

昇达学院努力实现其愿景,提倡成为具有影响力和重要
的机构,稳步但肯定地,在相互尊重、积极学习和关怀、自
由和正义的情况下,采用符合国家教育的理念实践最佳
教育。
提供的课程：
商业管理、会计与金融、电脑、科技与数码商业、旅游管
理、幼儿教育以及 ACCA 和 ACCA FIA 等专业课程的证
书、文凭和学位 课程。
Menara SENTRAL
3 Penang Street, 10200 George Town, Penang
电话: +604-262 1888
官网 :
电邮 :
脸书 :
IG :
WA :

www.sentral.edu.my
info@sentral.edu.my
sentralcollegepenang
sentralcollegepenang
+60111-093 7968

斯特拉福德国际学院

斯特拉德福国际学院成立于 1995 年，是一所在教育方
面有着卓越的成就与记录的优质教育机构。
学院更培育了金牌得主 - 英国伦敦国际学院的优秀学
生奖，在盛誉广大的加拿大大学预科考试中名列前茅的
学生以及进入英国各大学的优秀毕业生。

凭借其广大的行业联系，该学院提供广泛的科系课程，
并积极开展与 IR 4.0 相关和其他新兴技术领域的各种
企业培训计划。

提供的课程：
加拿大预科课程、科学基础课程、工商管理、酒店管理、
烹饪艺术、执法法律、物流管理、会计、资讯工艺、机电与
机械、电气与电子、电脑与电子工程文凭课程、英语课程
如IELTS及各种马来西亚技能证书。
2796, Jalan Chain Ferry,
Taman Inderawasih,13600 Prai, Penang, Malaysia
电话: +604-390 4000 / 397 0000 传真: +604-390 3000
官网 :
电邮 :
脸书 :
WA :

stradfordcollege.edu.my
admin@stradfordcollege.edu.my
/Stradford.Int
+6019-446 0735

槟城 THE ONE ACADEMY

槟城The One Academy 是一间备受马来西亚学术资格
鉴定机构（MQA）认可，拥有多媒体超级走廊（MSC）地位
的国际高等学府，与世界各地闻名的设计院校都有良好
的联系。

作为马来西亚领先的创意艺术学院，我们致力于提供优
质的创意艺术教育，The One Academy 一直以来都秉
持着‘世界级成就’的教学原则，坚持以“专才培育专才”
的办学方针，使学生在概念形成和创意构思方面能经历
大幅度的进步，因此，我们的毕业生在世界各个创意之
都，都拥有成功的职业生涯。
提供的课程：
广告与平面设计、广告插画与电影美术课程、数码动画
与游戏设计课程、数码媒体设计、室内建筑与设计课程。
33 Jalan Anson, 10400 George Town, Penang
电话: +6017-922 1033 / +604-210 3000
官网 :
电邮 :
脸书 :
IG :
优管 :

www.toa.edu.my/penang
penang@toa.edu.my
/toapenang
@theoneacademypenang
The One Academy Penang (Official)

协会会员

CLINICAL HYPNOTHERAPY
PRACTITIONERS MALAYSIA（CHPM）

CHPM是一个专业机构，宗旨在于促进及维持最高标准
的专业综合催眠治疗实践，并倡导催眠治疗领域的研究
和教学。
CHPM的成员身具综合折衷技术的广泛知识,受
过专业培训皆经验丰富的治疗师，为个人及群体客户提
供治疗及咨询服务。

东姑阿都拉曼大学学院

东姑阿都拉曼大学学院，槟城分校(TAR UC)成立于1994
年。目前位于丹绒武雅，占地面积 23 英亩的校园。我们
的标语是“超越教育”
，旨在提供理论和实践学习，使学
生能够在就业市场中占有竞争力和相关性。
我们完善的校园还设有一个奥林匹克规模的游泳池、健
身房、壁球场、多功能球场以及巴士服务，以确保提供有
利的学习环境。
提供的课程：
会计、金融、商业、电子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电脑科系、
工程、建筑环境和大众传播方面的基础、文凭和学位
课程。
77, Lorong Lembah Permai Tiga,
11200 Tanjong Bungah, Penang, Malaysia.
电话: +604-89 95230 传真: +604-899 8219
官网 :
电邮 :
脸书 :
IG :
WA :

www.tarc.edu.my/penang
penang@tarc.edu.my
tarucpenang
@tarucpg
+6011-1082 5618

马来西亚伍伦贡伯乐槟城大学学院

马来西亚伍伦贡伯乐槟城大学学院是澳大利伍伦贡大
学全球网络的一分子。
伍伦贡大学(UOW)是全球排名前
1%的大学之一，拥有一部分全球最好的毕业生职业成
果。2019年马来西亚伍伦贡伯乐槟城大学学院毕业生
中，其中 95.7% 在毕业后的 6 个月内成功获得了就业机
会或持续深造。
马来西亚伦贡伯乐槟城大学学院，提供全方位的行业相
关课程，并专注于迎接变化和解决未来挑战所需的技
能。
您在马来西亚伦贡伯乐槟城大学学院的学习生涯将
发掘您对学习的热枕，即如何利用它产生有效地影响。
提供的课程：
商业、建筑环境、大众传播、电脑科系、工程、酒店、旅游
和烹饪艺术、健康科学的预科、文凭、本科学位和研究生
课程，以及大学预科课程。
32, Jalan Anson,
10400 George Town, Penang
电话: +604-238 6368
官网 :
电邮 :
脸书 :
IG :
WA :

https://www.uowmkdu.edu.my/
international@uowmkdu.edu.my
/uowmkdu
@uowmkdu
+6012-468 8844

宏愿开放大学

一向秉承着“Think Tomorrow”展望未来的愿景，宏愿
开放大学提供最新的知识与技能，以充分具备学子们适
应现实生活中的职业环境。终身学习是该大学的宗旨，
力求培养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源与人才。
成立于2006年的宏愿开放大学，旨在通过开放式远程学
习（ODL）向在职成年人提供优质高等教育。
槟城主校也
为离校生与文凭持有者提供实体课程（OCL）。宏愿开放
大学的新型交互学习管理系统 (FlexLearn) 让所有学生
享受到更具吸引力和全方位的学习课程。
提供的课程：
商业与管理、数码技术、科学与技术、教育、人文和社会
科学领域的预科、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备有远程和面对
面学习模式。
54, Jln Sultan Ahmad Shah,
10050 George Town,Penang
电话: +604-218 0333 传真: +604-226 9323
官网 :
电邮 :
脸书 :
WA :

http://www.wou.edu.my/
enquiry@wou.edu.my
/wawasanopenuni
+6019-474 9323

提供的主要服务：
愤怒管理、焦虑、成瘾、慢性疲劳、信心建立、抑郁、饮食
失调症、恐惧和恐惧症等。
Unit 06-04 (6th floor)
1 Stop Midlands Park, Jalan Burma,
10350, Penang, Malaysia
电话: +6017-477 7746
电邮 : chpm@hotmail.com

亚洲凤凰技术学院

亚洲凤凰技术学院（也称为亚洲凤凰学院）是一所获得
OTHM 和 ATHE UK认可的学院，这两所都是受英国资格
和考试管理办公室(Ofqual)监管的公认英国颁发机构。
该学院通过多个学习中心进行区内的混合学习方式,提
供英国大学升学奖。
目前，它们正在通过为小学，中学教
育和英国认可的高等教育资格，如剑桥和其他英国大
学，提供数码学习。它也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和其他大
学携手合作，通过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学生招募和管
理、住宿、学术咨询和援助服务，扩大其在国际舞台上的
影响力。
9 & 12 Floor, Office Tower,
Royal Hotel Penang, No 3, Jalan Larut, 10050,
George Town, Penang.
电话: +604-295 6553
官网 : https://phoenixasia.org
电邮 : phoenix@phoenixasia.com.my
脸书 : Phoenix Asia Academy of Technology

StudyPENANG

8-B (1st Floor) The Whiteaways Arcade,
Lebuh Pantai, George Town,
10300 Penang, Malaysia.
电话 +604-264 3456
官网 info@studypenang.gov.my
电邮 www.studypenang.gov.my

获得的国际奖项和荣誉
CNN 旅游
槟城乔治市
(2019年亚洲13个最美小镇之一）

悦游
马来西亚槟城
(世界最佳岛屿：2019 年读者选择奖)

一部分的学院成员获得马来西亚私
立学院质量评估系统 (MyQUEST)
的 5 星和 6 星评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