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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纪 元 大 学 学 院  

毕 业 生 升 学 手 册 
 

(适用于申请中国各大学的毕业生) 
 

新纪元大学学院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国际交流处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Block B,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Tel:  (03)8739 2770 ext. 100, 138 
Fax: (03)8733 6799 
E-mail: international@newera.edu.my 
Website: www.newera.edu.my/ir_c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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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领取录取通知书 
i. 国际交流处将会通知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前来领取录取通知书，无法前来者可委托他

人代领。 

ii. 申请者如因事故取消升学，必须在第一时间通知本处，方便本处向有关大学提呈说

明。 

iii. 延迟升学者，须于来年重新提出申请。 
 

2. 行前说明会 
本处将安排行前说明会，录取者须在指定的时间出席。 

 

 注意事项： 

因故缺席者，须在日后前来本处了解升学准备事项，并领取相关文件。缺席者日后到

校报到后面对问题，应当自行负责，不应责怪本处。 
 

3. 文件及表格领取 
本处将分发以下文件予升学者： 

a) 大学录取通知书 

b) 外国人员来华查证申请表/JW202 表 

 

 注意事项： 
文件[a]和[b]各须呈上一份副本予本处。 

 

4. 国际护照申请须知 
i. 没有国际护照者请尽早往各区移民局申请；国际护照申请费为 RM200 (护照申请至

发行 1 至 3 天，视地方移民局之服务效率) 

ii. 护照有效期必须至少有一年以上才可申请签证。有效期限未满一年者，请立刻更

新。 
 
5. 签证申请须知 

本处将预先提供相关表格与咨询。 
 

i. 一年以上有效期的国际护照(正、副本) 

ii. 近期内拍摄的护照型照片 

iii. 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规定文件) 

iv. 大学发行之录取通知书(正、副本) 

v. 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 JW201//JW202 表(正、副本) 

vi. 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申请表(规定文件) 

 

赴 中 国 留 学 前 应 准 备 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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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前往驻马吉隆坡中国领事部签证办理签证。 

驻马吉隆坡中国领事部签证地址:  
Chinese Visa Application Service Centre in Malaysia 

Address: Level 5 & 6, Hampshire Place Office, Jalan Mayang Sari, 504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Submission of applications: 9:00 to 15:00. 

Payment and collection: 9:00 to 16:00. 

Business Hours: Monday-Friday，Closed on Saturdays, Sundays and Public Holidays. 
 
 

接受签证申请时间：上午 9 时-下午 3 时(星期一至五) 

缴费与领件时间：上午 9 时-下午 4 时(星期一至五) 

 

官网： 

http://www.visaforchina.org/KUL_EN/aboutus/264483.shtml 
 

 注意事项： 

类别 申请所需时间 申请所需费用 

普通件 四个工作日 RM58 
加急件 二、三个工作日 RM100 
特急件 当日下午 RM140 
**基本上大使馆要求同学申请普通件为主，如不是非不得已，请不要在“加急”或

“特急”栏内打。 
 

7. 机票订购 
i. 学生收到姊妹校录取通知书，确定报到日期后，即可预订机票。 

ii. 学生自行订购机票。 

iii. 须在《学生出国升学前准备事项表》机票订购栏内打，并填写上启程日期、航空

公司、航线及机票类别(单程/回程)。 
 

8. 出发前行李准备 
i.   在当地即须的必要品尽量先带去，其他杂物日后(宿舍号码确定后)再邮寄。 

ii. 飞机托运行李不可超过 20kg，手提行李只限一个(不超过 10kg)，不包括笔记型电

脑，超重者将被罚款。 
 

9. 接机服务 
目前，除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宁波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所有新纪元大学学院的中

国姐妹校皆提供接机服务，大学会向学生收取合理的车资。 

i. 学生可委托本处代为处理；亦可选择自行处理，但必须知会本处。 

ii. 学生须在学校指定的日期抵达，方可安排接机；如无，请自行处理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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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须在《学生出国升学前准备事项表》接机服务安排栏内打，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交

回本处，否则当自行安排论。 

 

10. 住宿申请 
中国的大学，一般上在录取外国学生时，已包含住宿安排。除个别学校要求另填表格申

请，一般上学生无需烦恼。惟因许多学校住宿条件已改变，包括允许外国学生住在中国

学生公寓内，因此预料未来会有更多学校规定学生报到前做好选择。 

i. 学生可通过本处提出申请。 

ii. 须在《学生出国升学前准备事项表》住宿申请栏内打，并填上住宿类别(单人/双人

间)。 

 

11. 银行汇款 

缴费 
一般到中国留学的学生必须以人民币缴费。除个别学校允许或采取学期缴费制，一般学

校采学年缴费制度。学生可以现款或银行转账方式（部份学校）缴费。一般上，通过银

行上述服务，其抽取的佣金相当高，因此，学生也可选择到校后，在最短时间内到中国

银行当地办事处开设储蓄户头，然后直接提款缴付学校费用。 

 
11.1  汇票 (Bank Draft) 
    i.   通过马来西亚的中国银行 

到位于吉隆坡的中国银行买银行汇票（请带录取通知书）；抵达中国后，到中国

当地的中国银行即可领取现款。不需要缴付任何服务费。 

   ii.  通过马来西亚的其他银行 

到其他国内的银行购买汇票；抵达中国后，到中国当地的中国银行开设一个储蓄

户头，并将汇票存入户头。转账手续需要至少 20~30 天才能过账取款。马来西亚

和中国的银行皆收取服务费。 

 

11.2  电汇 (Telegraphic Transfer) 
i．通过马来西亚的中国银行 

到中国学习，通过中国银行汇款可谓最方便安全的方法。惟中国银行的处理方法

非常独特。学生必须在该行吉隆坡办事处（大使馆领事部楼下），由家长开设一

个储蓄户头，然后学生到中国后，在当地的中国银行分行开设另一储蓄户头，才

能直接将钱汇至中国，而且，每次汇钱时必须出示学生录取通知书及学生证等证

件副本，加上马来西亚政府规定汇钱每日最多马币一万元，可谓相当繁琐。马来

西亚和中国银行皆收取服务费。转账手续最多 2 天。 

   ii．通过马来西亚的其他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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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抵达中国后，在当地的中国银行分行开设另一储蓄户头，由家长通过马来西

亚的其他银行电汇到中国银行的户头。马来西亚和中国银行皆收取服务费。转账

手续需要至少 7~14 天。 

 

11.3   开设中国银行户头须知 

i. 在中国的中国银行开户时须持护照前往。 

ii. 将在中国银行的支店名/户口号码通知汇款人。 

iii. 汇款时切记准确的填写收取人英文姓名，地址。 

iv. 收取人须持中国银行户口帐簿及护照前往领收款手续。 

 

 注意事项： 
汇款进帐后，当地中国银行不一定会通知收取人前往办手续（因各分行服务而

异），收款人须在汇款 1 周后前往查明。汇款手续费约为 RM30-RM50。 
 

12. 留学费用 

费用内容 费用 支付期限 准备，支付方法 

学费 ** 报到后 现款/ 银行转账 

教材费 报到后 

签证费 RM58 （普通件） 申请时 现款 

机票 待订购时确定 出发前 可自行购买 

宿舍费 ** 报到时 现款 

居留证手续费 RMB 400 （1 年） 
RMB 800 (1~3 年) 

当地公安局 现款 

*需另付消费税。 

**学费、教材费及住宿费因各大学而异。可向本处询问了解。本科生按学年一次性缴纳

全年的学费，一部份大学按学期制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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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学手续所需文件 
a) 录取通知书 

b) JW202 表 

c) 护照 

d) 体检报告书 

e) 多张护照型照片 
 

 注意事项： 
学生应按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日期入学，并持以上文件在规定时间内到外国留学生办公

室报到。无故不按时报到即取消入学资格。 
 

2. 外国人居留证手续 
外国人居留证即在中国的身份证，极为重要，切勿遗失。 
 

2.1 手续因大学而异 
i. 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带留学生到公安局办手续。 

ii. 公安局有关负责人到大学为留学生办手续。 

iii. 留学生自己到公安局办手续。 
 

2.2 所需文件 

[1] 护照； [2] 照片 
 

 注意事项： 
1. 由于居留证未发行前，护照需有公安局保管约 1 周-10 天，事先把护照(有照片及个人

资料的一页)影印存档，暂以副本及公安局发的申请证明文件作为身份证明。 

2. 护照的有效期限须有一年以上才可办居留证。请同事注意居留证及护照的有效期。 

3. 居留证有效期限为最长一年，期满需自己办更新手续。 

4. 费用：1 年 RMB400；1~3 年 RMB800。 

 

3. “在留登录”-在中国的马来西亚领事馆 
万一。。。天灾人祸。。。紧急事态。。。 

为了安全起见，别忘了和当地马来西亚领事馆联系！ 

 驻中国-马来西亚领事馆(大使馆)地址 

 
1. 驻北京-马来西亚大使馆 

13, Dongzhimeng Way Dajie,  
Chao Yang District, 
San Litun 100600 Beijing. 
Tel: 010(6532)5031/ 32/ 33 

抵 达 中 国 后 的 各 种 手 续 

2. 驻上海-马来西亚领事馆 
Konsulat Jeneral Malaysia 
Units 1101, 1110-1102, 
11 Floor Citic Square, 
No.1168, Nanjing Road (West), 
Shanghai 200041. 
Tel: 021(5292)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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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凡申请中国大学升学者须详细阅读此册内容，如有不明白之处，请到本处洽询。申请者

如透过他人来咨询有关问题，而出现讯息上的传达差误，唯以本处当时所提供之说明为

准则。 
 
2. 本手册若有未尽善处，本处得随时增删之。内容如有更新或更改，本处将张贴告示于布

告栏上和学校内网，请同学自行留意。 
 
3. 申请者如成绩不符合所申请之姐妹校入学要求，而本处已经与申请者商谈或作出建议，

惟申请者仍坚持，则申请者必须承担不获录取的风险。 
 
4. 申请者如自行提出申请与本校合作姐妹校之外的大学，而个别学校接受，则日后面对课

程衔接或学分认证等问题，本处将无法提供协助，惟学生应自行负责，不应责怪本处。 
 
5. 录取者日后到校注册时，若面对课程衔接或学分认证等问题，应第一时间向本处提呈具

体报告。如执意不寻求本处协助或通过其他单位协助，而无法在原则规定的期限内获得

毕业学分，其后果概由本人自行负责。 
 
6. 申请者/录取者所须呈交之文件，必须按本处所规定的时间内呈上，若有缺漏，而日后面

对升学上的问题，本处将无法凭资料查证提供协助，惟学生应自行负责。 
 
7. 升学者须自行处理国际护照与学生签证申请，本处不提供代办服务。 
 

 
 
 

升 学 者 须 知 重 要 事 项 
 

新纪元大学学院 

国际交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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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录取 

不录取 

到 中 国 升 学 准 备 事 项 流 程 图 

等待大学审核结果 

1.申请国际护照 

   *国际护照申请费为 RM200 

2.预订机票(须通知本处飞行资讯，方便本处通知相关大学提供接机服务) 

紧急作其他安排/延后计划 

至中国驻马大使馆领事部申请签证(需准备以下资料) 

1.国际护照                                        2. 录取通知书(正、影印本各一份) 

3. JW202 表(正、影印本各一份)        4. 体检报告(正、影印本各一份) 

5. 多张护照型相片 

填妥住宿表格交回本处(若有) 

通知相关大学接机 

本处安排中国留学行前说明会 

分发录取通知书，JW202 表及体检表 

填妥相关大学报名表格，并附上成绩表证

实副本及所需文件，缴付 RM85 行政费，

由本处将表格寄于相关大学 
 

启程前往有关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