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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申请者个人资料 Personal Particulars
请使用正楷填写一下资料 Please fill in all sections using BLOCK LETTERS

护照名 Full Name (as in passport)：
性别
Gender：

□ 男 Male

护照型照片
Passport-sized photo

□ 女 Female

国籍
Nationality:
护照号码 Passport
No. :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宗教（如有）
Religion (if any):
目前通讯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永久地址（原国家
地址）Permanent
Address (home
country address):

护照有效日期至 Expiry Date：
DD/MM/YY

DD/MM/YY

出生地点 Place of Birth:
电邮 Email：

街道
Street：
城市
City：
邮编号码
Postcode：
街道
Street：
城市
City：
邮编号码
Postcode：

州省 State：
联系号码
Telephone：

州省 State：
联系号码
Telephone：

国家
Country：
手机号码
Mobile：

国家
Country：
手机号码
Mobile：

(B) 家长/监护人资料 Details of Parent or Guardian
请填写以下资料以便紧急之需 Please fill in the sections below for emergency purpose

护照名 Passport
Name：

与申请人关系 Relationship
with applicant:

国籍 Nationality：
目前通讯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永久地址（原国家
地址）Permanent
Address (home
country address):

街道
Street：
城市
City：
邮编号码
Postcode：
街道
Street：
城市
City：
邮编号码
Postcode：

州省 State：
联系号码
Telephone：

州省 State：
联系号码
Telephone：

国家
Country：
手机号码
Mobile：

国家
Country：
手机号码
Mobile：

(C) 教育背景 Education Background
学历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校名
Name of Institution

学校所在地
Location of
Institution

资格/学位
Degree Granted

毕业年份
Year of Graduation

中学
Secondary School
高中
High / Senior School
学院 / 大学
College / University
其他训练 / 资格
Other Training
/Qualification

(D) 中、英文语言能力自我评估 Chinese and English Ability Self-evaluation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听 Listening

□ 优 Excellent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读 Reading

□ 优 Excellent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写 Writing

□ 优 Excellent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听 Listening

□ 优 Excellent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读 Reading

□ 优 Excellent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写 Writing

□ 优 Excellent

□ 佳 Good

□ 尚可 Average

□ 差 Poor

(E) 语文能力 Language Achievement
你是否参加过中文或英文水平测试？

何种测试？ If yes,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test?

Have you taken any Chinese or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 是 YES

分数 Score：

分数 Score：

□ 否 NO

(F) 预申请课程 Preferred Programme of Study
□ 本科 Bachelor’s Degree

第一志愿 First Choice：

□ 硕士 Master Degree

第二志愿 Second Choice：

□ 博士 PhD

第三志愿 Third Choice：

(G) 住宿申请 Accommodation
是否要申请学校宿舍？
Do you wish to apply for accommodation?
预申请宿舍类型？
Which type of accommodation do you wish to apply?

□ 是 Yes

□ 否 No

□ 校内宿舍 On-campus accommodation
□ 校外宿舍 Off-campus accomodation

( H ) 财力支援状况 Financial Support
□ 个人储蓄
Personal Savings

□ 父母/监护人支援
Support by Parents / Guardian

□ 奖学金
Other Scholarships

□ 其他来源
Other Sources

( I ) 奖学金申请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是否欲申请奖学金？Do you wish to appl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 是 Yes

□ 否 No

( J ) 声明书 Declaration
本人决定报读新纪元大学学院的课程并同意交付申请与报名费 RM 2,600 ( 录取与否，均不退还 )。本人明了新
纪元大学学院保留推迟、终止、不开办任何课程的绝对权力，同时保留检讨、修改及更新任何课程科目纲要
的绝对权力。本人谨此声明本表所填写的资料皆真实无误，且同意遵守新纪元大学学院校规。本人明了任何
不实或隐瞒行为将对本人申请入学造成负面影响。
I agree to pay a non-refundable processing and application fee (prepayment fee) of RM2,600 when I decide to enrol
for a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programme. I understand that the College reserves the right to defer, close or not to
commence any programme; to review, change and update the subject curriculum of any programme. I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submitted on this application form is accurate and true and I agree to abide by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I understand that any false information given or withheld will affect New
Era’s decision regarding my application.

申请人签名 Applicant’s Signature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K ) 申请人入学文件检核表 Checklist for Application Documents CL-IIE-ISRM-AD-2019
✔

文件

备注

CL-IIE-ISRM-AD-2019
国际学生入学申请表

5 张正面免冠近照





护照型彩照、大二寸、背景为白色
请在照片背面写上护照名与护照号码
详见 RR-IIE-ISRM-PR-2019《照片规格要求》

3 份护照复印件




护照至少要有 12 个月有效期
全本（从护照封面、内页到封底）

F-IIE-ISRM-HD-2019
健康申报表




请填妥正版（英文）并签名回执
翻译版（中文）只供参考







原件的语言必须是英文或马来文。若不是，需到公证处进行英文
翻译并公证
原件的语言必须是英文或马来文。若不是，需到公证处进行英文
翻译并公证
按课程需求，提供以下其中一个语言水平证明及成绩单：
a) 汉语水平考试（HSK）（中国籍学生无需提供）
b) 雅思（IELTS）（中国籍学生）
c) 托福（TOEFL）
d) 同等资格语言考试
如没有，可先来马读预科班，于一年内考取英语水平证明（英语
课程 RM10,800）
申请与报名费用需 RM 2,600，不予退还
缴费后请在支付当天通知 NEUC，并提供付款证明
缴费方式详见 LS-IIE-ISRM-PM-2019《缴费方式》



如：各种学习能力认证、作品集、荣誉证书、水平考试成绩等等

学历证明复印件



考试成绩单复印件



语言水平证明及成绩单复印件

申请与报名费用

其他补充材料（如有）

( L) 校方填写 For Office Use Only
申请资料签收人姓名
Application received by ：
收款人姓名
Fee received by：

收据号码
Receipt No.

审查结果 Result：

□ 录取 Offer

□ 附带录取条件 Conditional Offer

□ 需要 Required

□不需要 Not Required

中、英文测试 Chinese or
English placement test：
奖学金审核结果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Result：
奖贷学金委员会签名
Signature Scholarship &
Study Loan Committee：

签收日期 Date：

□ 录取 Offer
□ 不录取 Reject

数额 Amount：

支票 / 汇票号码 Cheque
/ Bank draft No.

日期 Date：

□ 不录取 Reject

奖学金录取程度 Status of Scholarship：
□ 全奖 Full □半奖 Half
□Waiver 优惠__________________
正楷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