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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途径 

一些国家和大学可以接受 SPM/IGCSE 直接进入大学

本科，但需要达到成绩要求并补修学分。 

 证书课程 

培养一技之长 

技职科 SKM 

SPM/IGCSE 

 专科文凭 

可就业，也可直升大学 

 考取学士学位 

成为白领或到研究所进修 

大学先修班 Pre-U 

A level, IB, SAT,etc 

文凭水平 

Diploma 

学士学位 

Bachelor Degree 

硕士学位 

Master Degree 

博士学位 

PHD 

证书水平 

Certificate 

 统考成绩达标 

可直升大学 

独中高中统考文凭 

UEC 

资讯来自升学情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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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类别 

 国立与私立大学：传统高教体制，着重基础理

论知识之传授，多数大学及系所颇具盛名，可

以习得较扎实深厚的理论基础，进而奠定研究

发展与继续深达之根基。 

 科技大学：约有 76 所国、私立科技大学，有别

于着重学术钻研的传统大学，科技大学偏重于

理论应用和实践学习。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侨生先修部（简称侨先部）：

分数未达大学最低录取标准者或分发分数已达

大学最低录取标准，但所填志愿已无名额可供

分发者，一律分发至台师大侨先部；结业后，

学生以其结业成绩申请大学。 

NOTE: 侨先部设有春季与秋季两班，春季班：修

读四个月(二月入学，同年六月结业) ，秋季班：

修读九个月(九月入学，隔年六月结业)  

NOTE: 春季班申请日期：10 月 20 日-11 月 2 日 

 海青班二年制副学士学位班（简称：海青副学

士班）：专为海外青年而设的技术训练班，毕

业生可取得副学士学位，还可申请留台工作、

回侨居地工作、继续申读二技或插班大学。 

 台湾采取多元申请方式。 

 

学制 

 大学学士课程一般为四年制。 

NOTE: 药剂系需修读四至六年、医学系需修读六

至七年（含实习），各校规定而有所差异；牙

医系需修读六年（含实习）；兽医系为五年制

课程。 

 一年分为两个学期，第一个学期从九月至第二

年的一月底，然后是数个星期的寒假；第二学

期从二月末至六月末，七月初至九月是约两个

月半的暑假。 

 

申请资格 

 华文独中高三统考文凭（UEC）符合台湾大学的

申请资格。 

 学生可用侨生身份或外籍生身份申请大学。 

 侨生：指在海外出生连续居留至今，或最近连

续居留海外 6年以上，并取得当地永久或长期

居留证件到台湾就学之华裔学生。但申请到台

湾就读大学医学、牙医及中医学系者，其连续

居留年限为 8年以上。 

 外籍生指的是具有外国国籍。 

 特别提醒同学，不可同时用“外籍生”和“侨

生”身份申请入学。 

 “外籍生”和“侨生”入学台湾的权益比较可

上海外联合招生委员会网页查阅。 

 本校为保荐单位之一，用侨生身份的申请可以

通过学校保荐申请。 

 

费用 

 大学的学费因科系而异，而私立大学的学费一

般比国立大学高。 

 一般国立大学的侨生学费比外籍生较廉宜，私

立大学一般无差异。 

 由于师大侨先部春季班只读一个学期，其费用

为新台币约四十五千元，而秋季班需读两个学

期，其费用则为新台币约八万元包括学、杂、

体育服、膳宿、保险等费用，不含书费。 

台湾各大学学士课程学费表（每学期） 

科系 国立大学学费

（马币） 

私立大学学费

（马币） 

文法商管理

教育等学院 

2886~4106 3601~5714 

理工农学院 3283~4323 6330~8131 

医学系 5483~5651 8474~10357 

NOTE: 以上学费表仅适合侨生身份入学者参考，

以外籍生身份入学者请直接咨询相关大学。 

上述各学院系之学杂费收费金额以学院为大分类，

若干学校同一学院不同学系有不同之收费。 

（资料来源 / 海外联合招生委员会，2022 年） 

 

 住宿：学生可住在学校宿舍（每学期约 800 至

2000 马币，因国私立大学及不同的区域而异）。 

 NOTE：就读海青班与侨先部的学生，将由校方

统一安排在校内的学生宿舍住宿。 

 生活费：每月约马币 800 至 1600 以上。 

 

申请入学方式(*申请与截止日期未定，会另行通知) 

申请入学方式 日期 

单招 多以侨生身份入

学，个别科系是

可用外籍生身份 

入学前一年 

8 月至隔年 6月 

视个别大学而定 

侨生 个人（4个） 15/11 - 15/12 

联合分发 

（70 个） 

*15/12 - 15/1 

外籍生 直接向大学申请 11 月- 隔年 5月 

视个别大学而定 

资讯来自升学情报网及董总留学资讯网 

 
 

 

 

 

留学台湾 



约3月底

海青班

外籍生

海
外
联
招

放榜日期，
请参阅各个大学简章

放榜日期，
请参阅相关大学简章

单招

秋季班报名

15/3 - 4月底
申请

11月初 - 12月中

12月中 - 1月中 (UEC)
2月中至3月底（O-Level）

个人申请
（最多选4个志愿）

9月

开课

7月

放榜

联合分发
(最多选70个志愿)

约4月初
放榜

侨生
先修部

马来西亚统考生赴台升学时程表

未被录取者，
将发放至联合分发

9
月
份
各
大
院
校
/
侨
大
先
修
班
开
课

部
分
大
学
提
供
春
季
班
，
即
3
月
开
课

*（因疫情影响，申请日期及放榜日期将会做出调整。请留意最新的公告。）

申请日期，
请参阅相关大学简章

自行向各大学校院申请
请参阅各个大学简章

12月中 - 1月中

查询网址：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self-enrollment

约4月初
放榜

1月
放榜

侨生

放榜

10月中旬-11中旬

春季班报名

查询网址：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from/malaysia

未被录取者，申请时可选择分发放至联合分发

锺灵独中辅导处编辑 3



奖、贷及助学金名称 开放日期 截止日期 备注

1 教育部台湾奖学金 每年1月 每年3月

2 台湾外交部奖学金 每年2月1日 每年3月31日

3 台湾侨生各类奖学金
*有数十种侨生

奖助学金

4 *家境清寒

5
毕业后，回国到
任何一所独中
服务至少四年。

选科系与大学的资讯网页： 资料与咨询:

大学问 海外联合招生委员会 台湾侨务委员会
https://www.unews.com.tw/ 电话：886-49 2910 900 网址：https://www.ocac.gov.tw/ocac/

网址：www.overseas.ncnu.edu.tw

路径探索 电邮：overseas@ncnu.edu.tw 台北驻马经济文化办事处
http://careering.ncue.edu.tw/ 电话：03-2162 9648

董教总学生事务局

个人经验开放平台 电话：03-8736 2337

https://ioh.tw/ 网址：https://student.dongzong.my/

资讯来自升学情报网、董总留学资讯网、台湾教育部、侨务委员会网站

*只限外籍生

可网上查询申请日期

华文独中师资培育专案计划奖学金
（有多所台湾大学参与，详请将在董总网站公布。
   请留意网站的最新公告。）

https://www.dongzong.my/student/index.php/scholarship/scholarship/tw

台湾侨生助学金 *入学后，向台湾各大专院校桥辅单位提出申请

2022年台湾高等院校升学指南: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sites/default/files/wb2022-my/index.html

台湾大专/院校奖助学金资讯（2022年09月整理）

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scholarship

https://www.mofa.gov.tw/cp.aspx?n=4326BCFE40D0A361

https://www.taiwanembassy.org/my/post/14057.html

联系方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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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步骤 1：浏览董总网站或到留华同学会的网站搜

集资料。 

https://www.dongzong.my/student/index.php/c

omponent/sppagebuilder/page/294 
https://edu.liuhua.org.my/cn 

线上教育展： 
https://edufairchina.dongzong.my/ 

步骤 2：填写与提交申请。请留意大学的申请日

期。可在线上直接报名、通过董总学生事务组或

留华同学会申请大学。 

NOTES：鼓励通过董总学生事务组申请（只限与董

总合作的大学），因有些大学可豁免报名费、笔

试和有要面试的，只需到董总面试。某些大学通

过留华同学总会申请，可豁免报名费。此外，亦

可通过总会介绍个别大学的校友会推荐申请大学，

以提高录取率和申请奖学金。 

*避免通过中介申请中国大专院校 

中国各大学入学申请表： 
https://www.dongzong.my/student/index.php/compo

nent/sppagebuilder/page/348 

留华推荐专案手册：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jkjVYL_CT_keC

mNlgg-5NI3eFcL6lsx/view?usp=sharing 

步骤 3：录取后，部分大学会要求面试。之后，

将在短期内获知是否被录取，并获取录取通知书。 

步骤 4：申请入境签证及体检 

步骤 5：准备出发 

 

大专类别 

 中国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为大学、学院和高等

专科学校。中国约有 2 千 429 所高等院校，但

只有 560 所符合中国教育部招收外国留学生的

标准，其中包括 “211 工程” 计划与 “985

工程” 计划里的大学。 

 

学制 

 本科教育（学士课程）的修习时限一般为四年，

中医、牙科、建筑课程为时五年，而西医则需

五或六年。 

 中国的大专将一学年分为两个学期（少数院校

开始试行三个学期制），第一个学期是由九月

初至翌年一月下旬；第二学期则由二月中旬至

六月下旬。每学期上课约 20 周，每周上课五天。

每年有两个长假，即年初寒假和七月至九月的

暑假。 

 

 

 

申请资格 

 华文独中高三统考文凭（UEC）符合中国大学

的申请资格。持 IGCSE 文凭者，仅可申请中

国大学的预科（Pre-U）。 

 统考生可豁免汉语水平考试（HSK）。IGCSE

的同学则需报考汉语水平考试（HSK）。 

学费 

 学费一般因学校和科系而异（参考附表：中国

各类课程学费表）。 

 报名费：400–800 元人民币（视大学而定）。 

 马来西亚董总和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都只可推

荐学生申请两所大学。（申请一所大学的手续

费各别为 RM100 及 RM80）。 

 学生可自行上网查询升学资讯，并网上申请大

学，不需透过收费的中介。有疑问可联系免收

费的留华同学会或董总。 
 

中国各类课程学费表 

院系 学费（人民币） 

预科 每年 7,600–42,800 

医科/体育/艺术 每年 21,000–52,000 

文科 每年 14,000–26,000 

理/工/农科 每年 15,400–40,000 

资料来源/留华同学会网站，2022 年 

 

 住宿：中国大学一般设有留学生宿舍，房价

也因房间种类而有差异，留学生楼每天每床

位 30 至 130 元人民币 (2 人住一室，公用卫

生间、浴室)。 

 每所大学的住宿费都不一样，请上相关大学

网站查询。 

 学生出国前一定要事先向学校提出住宿申请。 

 在中国某些大学，留学生也可以住在较为廉

宜的中国学生宿舍。有些留学生选择在校外

租房子，租金则相当廉宜，唯必须注意自身

安危，同时不得触犯“外国人居留法”。有

些城镇不允许留学生在校外住宿，因此，最

好事先和留学生办事处商议。 

 生活费：学生餐厅每人每月的伙食费约 500

至 800 元人民币。以费用较高的北京为准，

每人每年的生活费约 1万 6 千元人民币。 

 工读：在中国一般称为“勤工助学”。按中

国法律规定，外国留学生在华学习期间不能

就业，而勤工助学的机会也比较少，所以到

中国留学前，要准备足够的留学费用。 

资讯来自梦想技职教育专刊、 

升学情报网及董总留学资讯网 

留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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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班 

 

问与答： 

 

资料与咨询：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 

电话：+6014-6087227 (秘书处) 

网址：www.liuhua.org.my 

电邮：liuhuaeducation@gmail.com 

微信号：LiuHuaOffice  

 

 

资讯来自董总留学资讯网及留华同学会网站 

中国大专/院校奖、贷及助学金资讯（2022 年 9 月整理） 

1 

有意申请中国以下各类奖学金，可透过董总网页-下载区（表格、简章下载）处，直接点击并进入有关的链接。 

https://dongzong.my/student/index.php/scholarship/scholarship/china 

*除了《中国政府奖学金》与《孔子学院奖学金》需通过驻马来西亚中国大使馆处理外，若通过董总《留华推荐

专案》推荐赴华学习的同学，请细看奖学金简章，并下载有关表格，按照资料要求准备，可寄至董总学生事务

局代为转交至大学审核。 

任何询问，可以联系：董总 03-8736 2337 ext 229/295（奖贷学金组） 

2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奖学金讯息。 https://www.liuhua.org.my/info/scholarship/ 

3 
华文独中师资培育专案计划奖学金。详请将在董总网站公布。请留意网站的最新公告。 

条件：毕业后，回国到任何一所独中服务至少四年。 

4 锺灵独中与部分大学的合作协议 。详情请参阅此手册的锺灵独立中学合作大学/学府名单。 

 

中国大学的本科（degree course）招生最基本资格是统考或者任何同等资格。持 IGCSE 文凭者，仅可以

申请中国大学的预科（pre-U）。 

此外成绩不达标而无法进入本科的同学，可先进入预科（pre-U）就读，再使用预科成绩进入本科。 

董总学生事务局或留华同学会也有协助处理申请预科。 

一般上，预科班（春季班）在 2月底或 3 月初开课。此为密集课程，为期半年。秋季班则于 9月开课，为

期一年。以下是有提供预科班的大学。 

暨南大学 华侨大学 天津大学 吉林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 

天津师范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山东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同济大学 南开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郑州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问：请问在中国念书可有英文授课？ 

答：一般上课程多以中文授课，惟部分大学的部分科系亦有开设英文授课班，但学费较高。 

 

问：中国大学奖学金涵盖资助哪些部分？ 

答：奖学金一般分为全额奖学金和部分奖学金，全额奖学金一般涵盖学杂费、医疗保险和生活费。奖学金

详情可浏览你关注的大学网址，或询问留华同学会：03-91711196、董总：03-87362337。一般上能获得奖

学金，除了要看学业成绩外，奖学金面试技巧（表达能力和仪表）和校长推荐信也占重要比分。 

 

中国大使馆文化 mprc.gov.cn/ce/cemy/ch 

中国留学网 www.cscse.edu.cn 

中国国家留学网 www.csc.edu.cn 

留学中国网 www.studyinchina.edu.cn 

 

董总学生事务组 

电话：03-8736 2337 ext 209/293（升学组） 

网址：www.djz.edu.my/student 

电邮：study@dongzon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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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步骤 1：搜集资料，选择适合的学校 

（studyinhongkong.edu.hk/） 

步骤 2：填写与提交申请(前一年 9月-当年 3月) 

步骤 3：取得录取通知书 

步骤 4：申请学生入境签证,需约 6星期 

步骤 5：准备出发 

 

大专类别 
● 法定大学、学院：政府资助的高等教育院校共有八间，即 

香港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岭南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香港教育学院  

政府亦有资助香港演艺学院开办学位课程。 

 

学制 

▪ 香港大学学士课程一般为时四年。 

▪ 香港的院校一般把一个学年划分为两个学期：九月至十

二月为第一个学期；一月至五月为第二个学期。在暑假

期间（六月至八月），部分院校设有常规课程,学生需

要正常上课，而部分院校亦可能提供少量课程供学生选

读。 

 

申请资格 

 欲申请修读学士课程者，一般入学资格接受独中高中统

考证书（UEC）。香港的大学有各自的招生要求，学生

在报读之前，可以先向属意的大学了解情况，以审视自

己的资格是否符合要求。 

 母语非英语的申请者，另要求英语能力证明如下：

IELTS 6 级；持有 UEC 资格者，英文成绩则至少 B4。 

 

费用 

香港各高等教育机构课程学费表 

学校 学费（港元） 

香港大学 每年约 171,000 

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教育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岭南大学 

每年约 140,000 

香港中文大学 每年约 145,000 

香港演艺学院 *每年 53,600 

（资料来源 / 各香港大学官方网站，2021/22 年） 

*学费参考 2021/22 的费用 

 

除了学费之外，一般大学会收取申请手续费。费用视各

大学而定，通过网络或通过书信提出申请的手续费亦有

别。有些大学还会征收行政费及其他杂费。 

住宿：大学一般都有提供住宿。宿舍费视大学及环境素

质而有所差别，平均每年港币一万五至四万五港币不等。 

生活费：估计每年需 5 万至 6 万港币（包括宿舍、膳食、

交通、书本、文具等费用）。留学生可凭学生证享有一

些优惠，如交通费等。 

工读：凡是正在修读全日制学士课程的留学生，只要修读期限

超过一年，就可以在学期间于校园担任每星期不超过 20 小时

兼职工作，暑假期间则无工作时数限制。 

 

大学申请日期（2022/23 申请日期） 

大学 截止日期 报名费 

香港大学 16/11/2022* HK$450 

香港科技大学 
1.20/11/2022* 

2.08/01/2023* 
HK$450 

香港浸会大学 
1. 30/11/2021 

2. 31/1/2022 

3. 31/5/2022 
HK$450 

香港理工大学 
1. 15/11/2022* 

2. 7/2/2023* 
HK$450 

香港教育大学 12/6/2022 
HK$300 

（最多 2 科） 

香港中文大学 
1. 17/11/2021 

2. 6/1/2022 

3. 31/5/2022 

HK$450 

香港城市大学 
1. 15/11/2021 

2. 13/1/2022 
HK$450 

（最多 3 科） 

香港岭南大学 
1. 7/12/2021 

2. 17/5/2021 

3. 28/7/2021 
HK$150 -HK$200 

香港演艺学院 10/12/2021 HK$350 

*已知的申请截止日期 

 

注：香港各个大学里的各个院系或科系皆有各自特定的

入学申请与截止日期，因此以上日期只供参考，各科系

的入学申请与截止日期皆以大学官网所公布的日期为准。

故此，再确认了科系后，需到该大学官网谨慎查询与确

认申请条件与申请截止日期。 

 

资料与咨询 

香港教育局 www.edb.gov.hk 

香港升学官方网 https://www.studyinhongkong.edu.hk 

 

 

 

 

 

 

 

 

 

 

 

 

 

 

 

 

资讯来自升学情报网及各大学网站 

 

留学香港 



锺灵独中辅导处编辑  8 

 

申请流程 

步骤 1：搜集资料 （时间：四月-五月） 

(www.jasso.go.jp/en/index.html;https://asjas.org/my/#.Links) 
步骤 2：选项一、日语教学学士课程：选择日语学院\大

学。申请参加日本留学考试（EJU）、日本语能力试验

（JLPT）；选项二、英语教学学士课程：无需预先考取 

JLPT 日语 N2 资格，可直接申请大学。唯大学与科系选项不

多。 

步骤 3：填写及提交申请书（八月至十月） 

步骤 4：参加日本留学考试（EJU）以及大学的入学考等

（十一至十二月），一般成绩在 12月底公布。 

步骤 5：取得入学许可书（一月至三月）/同时可通过有关

大专申请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简称 COE） 

步骤 6：到日本大使馆申请留学签证(一月至三月) 

步骤 7：取得学生签证后，准备出发、提交入学手续资料 

 

大专类别 

 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日本的高等教育普及，全

日本约有 795 所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大学提供

为期四年的学士课程，医学、牙医学、兽医学及一

部分的药剂学则需六年。 

 专门学校：日本的专门学校课程的修习年限一般以两

年为主，课程包括医疗、工业、文化、商业、卫生、

教育、社会福利、服饰、家政、农业等专业。毕业生

将取得“专门士”学位，相等于我国的专业文凭

（Diploma）；40%以上的专门学校也设有三至四年的

进阶课程。修业年限 4 年以上的课程将取得 “高等专

门士” 学位，相等于我国的高等专业文凭

（Advanced Diploma） 

NOTE：日本的国立与公立专门学校甚少招收海外留学生，

我国学生通常选择进入私立的专门学校。 

 

学制 

 日本高等教育学府的课程由每年的四月开始至隔年

的三月结束。一般分为两个学期，第一学期由四月

开始到九月结束；第二学期由十月开始至隔年的三

月结束。 

 各校和各系的假期不一，一年通常有三个假期， 即

暑假（七月下旬至九月上旬）、寒假（十二月下旬

至一月上旬）和春假（二月至三月）。 

申请资格 

 申请大学或专门学校者必须完成十二年的中、小学教育，

需年满 18岁。 

 只完成 5年中学教育者须到日本教育部承认的日语学校

修读一年的准备教育课程。 

 申请大学者一般上还必须通过各大学所举办的入学考试。

各校的考试日期、科目都不尽相同，可参照财团法人亚

洲学生文化协会于每年十月发行的《私费外国人留学生

大学入学指南》，或直接向各校查询。 

 大部分的国立大学、公立及私立大学都要求留学生先通

过 “日本留学考试”（EJU），有关测验的详情可向

JASSO 马来西亚事务所索取。 

 须具备日语能力。我国学生可通过两种途径学习日语，

一是直飞日本，修读日语课程； 

二是留在国内参加日语班，然後在国内参加“日本留学

试验”（EJU）。 

 日本的大专学府一般在四月开课，学生需要在前一年的

八月至十月提出申请。 

 

学习日语相关资讯 

 赤门会日本语学校
edudotcom.my/viewSchool?school_id=28 

 拉曼大学学院日语中心
https://www.tarc.edu.my/cpe/a/language-and- 
communication/ 
 

费用 

大学课程的费用因大学的性质及科系而异。新生除学费

外，尚需缴交入学费。由第二年开始，学生不需再缴付

入学费。 

日本各高等教育机构课程学费表 

学校 首年学费和杂费（日圆） 

国立大学 约 535，800 

公立大学 约 536,382 

私立大学 735，724（神学、佛学）~ 

3,225,206（医学） 

私立专门学校 541，000（服饰、家政） ~ 

866，000（医疗） 

高等专门学校 约 234,600 

注：上表所示为首年学费和杂费的总和，之后每年学费

大约是上表数额的 66%-80%。 
（资料来源/ 升学情报；JASSO，2022 年） 

奖学金申请： 

大专 截止日期 

日本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2022 年 3 月 25 日 

日本南山大学 2022 年 2 月 25 日 

日本立明馆亚洲太平洋大学 2022 年 3 月 23 日 

表格与简章：

https://www.dongzong.my/student/index.php/scholar

ship/scholarship/jp 

 住宿：一般学校的宿舍比较有限，大约 75%的留学生在

外租房子。在外租房子的开销，以东京一般公寓的房间

（厕所共用）为例，每月租金约 5万至 6万日圆。 

 生活费：日本是世界上消费最高的其中一个国家。外国

留学生在日本一个月的生活费约十万日圆（不包括住宿

费），其中在东京的生活费会比其它地区高。 

 工读：留学生可以在当地工作，每周只能工作 28 小时，

学校假期则每天不可超过 8 小时。 

资料与咨询 

JASSO 马来西亚事务所 www.studyinjapan.org.my 

日本大使馆 www.my.emb-japan.go.jp 

日本语能力测验 https://www.jlpt.jp/cn/ 
ASJAS 日本留学指南 sgtj_cn.pdf (asjas.org) 
EJU 指南 http://asjas.org/dl/eju_guide.pdf 
奨学金资讯 http://asjas.org/dl/scholarship.pdf 

资讯来自升学情报网及各大学网站 

留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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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步骤 1：搜集资料，选择适合的学校 

步骤 2：填写与提交申请 

步骤 3：获得录取通知书 

步骤 4：申请入境签证 

步骤 5：准备出发 

 

申请方式 

 一般上，韩国的大专每年招生两次，即八月至十二

月（三月入学）和三月至七月（九月入学）。不过，

学生应向各别大专查询，以获得准确的招生和开课

日期。 

 学生可直接通过相关大学的网站下载申请表格， 

填妥后连同所需的文件（包括：成绩、父母或监护

人经济能力证明书、护照副本等）寄至该大学。 

 若想获得更多关于留学韩国的资料，也可向位于吉

隆坡的韩国驻马大使馆（Korean-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Korea）咨询。 

 

大专类别 

 大学：韩国约有 400 所高等教育学府，包括国立和私

立大学、专科学院、技术学院和研究所等。韩国大学可

分为五类，即： 

一般大学 注重学术及研究 

教育大学 培养中小学师资 

空中暨函授大学 
着重远程高等教育课

程 

工业大学 
注重技术培训 

科技大学 

 除了国立和市立大学，韩国的大学多属于私立，约占了

85%。 

 

学制 

 大学的学士课程多属四年制，除了医学和牙医学为期六

年（两年预科，四年主修专业）。 

 专科学院的课程则为期两年或三年（护理学、保健科学、

物理治疗、口腔卫生学、放射线学等课程为期三年；其

他课程为期两年）。 

 韩国所有大专都在三月开课，三月至六月为第一学期

（六月末至八月是暑假），九月至 12 月为第二学期

（12月末至二月是寒假）。 

 韩国的大专通常以韩语授课。由于全球化的趋势，有些

大学开始开办以英语授课（占 20% - 30%）的课程；有

些大学则开办国际课程，全面以英语授课。 

 

申请资格 

 申请韩国大学的基本资格是已经接受 12 年或以上的正

规教育。独中统考生都可提出申请。 

 学生若申请以韩语授课的课程，必须参加韩语能力测

试(Korea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并至少获得

TOPIK 三级或以上。 

 马来西亚学生可以报考 UKM 在四月及十月份主办的

TOPIK（Test of Proficiency in Korean) 测试。学生若申

请以英语授课的课程，则需要托福至少获得 550 分。

（电脑托福 210 分或新托福 80 分）或 IELST 6 级。 

 申请者必须证明其经济能力，即其财政担保人（例如父

母或监护人）须有一至两万美金美金以上的银行存款余

额证明，或者两万美金以上的国内汇款或外币兑换证明。 

 此外，大学一般都会面试申请者，有者甚至规定申请者

必须参加入学考试。各别大学有不同的招生标准，学生

可向目标大学查询。 

 

费用 

大学的学费一般因科系而有所差别，国立与私立大学的

收费也有差异。 

NOTE：许多大学都设有为外国留学生减免学费的奖学金，

请向各别大学查询。 

 

韩国各高等教育机构课程学费表 

科系 国立大学（美元） 私立大学（美元） 

人文 

社会系 
每学期 2,000-2,300 每学期 3,000-3,500 

理工系 每学期 2,500-2,800 每学期 4,000-5,000 

艺术系 每学期 2,800-3,000 每学期 4,000-5,000 

医学系 每学期 4,300-4,400 每学期 5,000-6,000 

注：一学年为两个学期。 

（资料来源：升学情报网站，2022 年） 

 住宿：几乎所有的韩国大学都有提供宿舍。一般上，宿

舍费将根据大学所处的地区、宿舍的类型等而有所差异。

每学期约 360 至 1710 美元。 

 生活费：因地区而异，城市如首尔的生活费较高。每个

月约 KRW 600，000(不包括住宿) 

 工读：留学生只有TOPIK四级以上，才可以工读。

（TOPIK 不达四级的留学生每周打工时间不可超过

10个小时）；在上课期间，每周的打工时间不可超

过25 小时；假期则无时间限制. 

 一般工资介于每小时 KRW8,500 至 KRW10,000. 

 工读生必须获得校方的推荐信，然后向移民局提出工

读申请。在没有获得移民局批准下工作，可能会导致

学生证被取消。 

 

资料与咨询 

韩国驻马大使馆 
Korean-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Korea 
电话：03-4251 2336 

网址：overseas.mofa.go.kr/my-en 
韩国留学指南网页 

网址：www.studyinkorea.go.kr 
TARUC 与韩国檀国大学联合开办韩语教育中心 

网址：tarc.edu.my/cpe/korean-language-centre/  
 

备注：与锺灵独中签约的韩国大学有釜山外国语大

学，详情请看后面附件。 

资料来源：升学情报网站 & 

https://www.studyinkorea.go.kr，2022 年 
 

留学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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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步骤 1：浏览各大专院校的网站搜集资料。 

步骤 2：大学开放申请的日期通常是每年的十月至翌年的

四月，但是持统考文凭的学生必须在十二月或一月前提

出申请。学生须直接向属意的大学通过各大学网站进行

申请。个别大学的截止日期都不同，学生需尽早向目标

大学查询。 

步骤 3：大约四月至七月会收到录取信。 

步骤 4：申请学生入境签证。www.ica.gov.sg。申办签证

所需的时间约两个星期以上，7、8 月是高峰期，收到录

取通知书后即刻申请为宜。 

步骤 5：准备出发 

 

大专类别 

 国立大学/ 大专：新加坡共有六所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新跃社科大学 

新加坡理工大学 
新加坡科技与 

设计大学 
新加坡管理大学 

 

 理工学院：新加坡政府也设立了五所理工学院： 

义安工艺学院 新加坡工艺学院 共和理工学院 

南洋工艺学院 淡马锡工艺学院  

 这五所理工学院秉着培养工商、经济、工艺及社会发展

的人力资源，提供证书、专科文凭及高级专科文凭课程。 

NOTE：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一般可申请衔接新加坡或海外

大学之第二或第三年。 

 工艺教育学院(ITE):公立职业教育机构，提供就业培训。

学院涵盖工程、会计、企业管理、护理、医药、法律和

建筑领域的专业课程。提供国家工艺教育证书(NITEC) 

 艺术学院：南洋艺术学院、拉萨尔艺术学院 

 私立专科学院：新加坡另有多所私立及政府资助的专科

学院，开办的课程包括美术、商科、电脑、传播等。共

有 30 间分布在新加坡各地。 

 外国大学/学院：共有 9 所外国大学在新加坡设置分校。 

 

学制 

 新加坡大学的学士课程一般为三年制，成绩优秀者可

继续修读一年以获得荣誉学位。 

 新加坡大专的新学年通常于七月至八月开始，每学年

共有上下两个学期。学期与假期的长短由各大学自定，

但通常在六至七月放有长假，十二月至一月有一个短

假。 

 

申请资格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于 1998 年起接受独中

生免考入学试，直接以统考文凭申请入学（不包括新

加坡国立大学的医科、牙科、药剂和法律）。 

 独中统考生则可个别向理工学院提出申请，符合资格

的高中统考文凭持有者可直升第二年。 

 由于英语是通用的授课语言，大多数院校都会要求学

生具备一定的英文水准。 

 

 

 

费用 

 生活费：在新加坡留学，每月的生活费约 1千至 2千

新币。 

 住宿：学生每月的房租因地段、住宿类型、设施及同

住人数而异。 

住宿方式 每月费用（新币） 

学校宿舍 150 起 

向当地人租房 

（公屋，一间套房） 
450 起 

向当地人租房 

（整间公屋*） 
1000 起 

 

 在新加坡就读国立大学、理工学院或技术学院的外国

留学生，一律可享有新加坡政府所提供的学费资助

（无须偿还），附加条件是学生毕业后首三年必须留

在新加坡工作（参考附表：新加坡大学学士课程学费

表）。 

 理工学院文凭课程的学费，在扣除新加坡政府资助之

后，每年实际应缴的数额约 9千新币以上。 

工读：根据新加坡人力部的规定，只有特定大专学院的

留学生可以在课余时间兼职（不可超过 16小时） 

 

新加坡大学学士课程学费表 

科系 学费（新币） 

人文科学、教育、大众

传播、商科、法律 

每年约 17,550-27,050 

建筑、设计、电脑、工

程、药剂、护理 

每年约 17,550-27,950  

医科、牙科 每年约 64,450-74,900 

音乐 每年约 28,800 

 

注：表中学费为已扣除新加坡政府资助的实际应缴数额。

（资料：升学情报）  
 
资料与咨询 

新加坡教育部官网 

网址：www.moe.gov.sg 

 

新加坡大专院校各项奖助学金（辅导处 2022 年整理） 

网址：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ebUjaEkI16aqTSCG01Xu
6ZzBzIFKo6NZ/edit#gid=592956528 
 

 

 

 

 

 

 

 

 

 

 

资讯来自升学情报网 

留学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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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步骤 1：浏览各大专院校的网站搜集资料。 
步骤 2：准备及提交申请。可在开学前 6 个月开始申请，

直接向有关大学院校索取资料和申请表格，并提出申请。

也可透过国内的澳洲留学代办中心并由他们代为申请、

安排行前的各种事务等。 
NOTE: 国内代办澳洲大专的仲介单位甚多，请务必确认

其信誉和可靠性。 
步骤 3：取得录取通知书（需时 4 至 8个星期），申请者

须回函确认并附上所需资料和文件。 
步骤 4：完成申请程序后，将收到电子邮件的“电子录取

确认书（CoE）”。 

NOTE:“电子录取确认书”是申请学生签证时的入学录取

证明。 

步骤 5：预缴学费与健康保险。一般上要求缴交一个学期

的学费。此外澳洲规定海外学生必须购买医疗保险

（OSHC）。 
步骤 6：网上进行申请学生签证（需时 4至 8 个星期）。

学生可凭着电子注册确认通知书（eCoE）的证明，登入

(www.immi.gov.au)申请。 
NOTE:需要到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 
步骤 7：准备出发 
  
大专类别 
 大学：澳洲共有 43 所大学，其中 40 所是由当地政府

资助的国立大学，开办的课程包括了文凭、学士、硕

士及博士课程。 

 专业技术学校：澳洲的公立专科技术学校，简称 TAFE

（Technical & Further Education），提供了广泛与

完整的技职训练教育。TAFE 课程着重于实务训练，理

论性的内容较少，这是与大学课程的不同之处。考获

TAFE 文凭后尚可申请进入大学继续深造。 
  
学制 
 学士课程一般为时三年至四年，成绩优异者可申请继

续修读一年，以考取荣誉学士学位。 

 澳洲大专通常采双学期制，即每年二月至六月为第一

学期，七月至十一月为第二学期；学期之间有个短假

和年底长达两个多月的暑假。 

 新生入学主要是在三月，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接受

学生在七月入学。 
  
申请资格 
 一般上就读学士课程的申请资格包括独中统考文凭

（至少 5个 B）。 

NOTE: 各大学的详细招生条件不一，请向各别大学查询。 
 NOTE: 为节省开销，学生可先在国内私立学院修读澳洲大

学预科或双联课程，再衔接澳洲大学。 
 TAFE 证书课程的入学资格是 SPM 或其他同等资格；

至于文凭课程则是 STPM 或其他同等资格。 

 NOTE: 部分大学或学院也提供一年的强化预科课程让学术

成绩未达标的同学就读，通常分为商科、理科专业方向。 

 上述两种课程的申请者须附加英语能力测验证明，如 

IELTS。申请学士课程的基本要求是 IELTS 6 级。 

费用 
 澳洲大学的学费因大学而异，一般上声望较高的学校

的学费略高，大学的学费也因主修科系而不同（参考

附表：留学澳洲各类课程学费）。     
留学澳洲各类课程学费 

课程 学费（澳元） 

基础课程 30,000 

技职课程 每年 4,000 – 22,000 
学士课程 每年 20,000 – 45,000 

（资料 /www.studyaustralia.gov.au,2021） 
NOTE: 以上学费以文科类为基准，若是兽医或医学

系需各别到大学网站查询。 
 

澳洲留学生的住宿方式与费用 
住宿方式 费用（澳元） 
青年旅舍和酒店 每周 90 – 150 
校内宿舍 每周 110 – 280 
校外宿舍 每周 95 –215（合租） 

每周 185–440（单独） 
家庭寄宿 每周 235 – 325 
寄宿学校 每年 11,000 – 22,000 

（资料来源/www.studyaustralia.gov.au,2022） 

 生活费：澳洲留学生的生活费因个人的生活方式及居

住地点的物价而有所不同，每月约一千澳元以上（不

包括住宿费） 

 工读：持学生签证的留学生可在学习期间工作，且没

有工作时数限制，唯学生必须正常上课和学习，并维

持良好的上课出席率与学业成绩。关于澳洲留学生工

作 与 就 业 的 讯 息 ， 请 参 考 留 学 澳 洲 官 网 ：
www.studyaustralia.gov.au/english/employability。 

NOTE：学生工作无时数限制条例尚在试行，此条例将

在 2022 年 4月再作审核，学生工作限制可能会有所调

整。 
 

资料与咨询 
澳洲留学官方网站 

网址：www.studyinaustralia.gov.au 

电邮：malaysia@studyinaustralia.gov.au 
  
  
 

 

 

 

资讯来自澳洲留学官方网站、升学情报网 
 

 

 

留学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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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步骤 1：浏览各大专院校的网站搜集资料。 

网址：https://www.universitiesnz.ac.nz/ 

https://www.studyinnewzealand.govt.nz/ 

步骤 2：参加英文检定考试 

*特别提醒：尽早参加英文检定考试，在申请大专的前六

个月即报名参加。 

步骤 3：填写与提交申请 

可自行联络有关大专直接提出申请或透过大专委托的各

地招生代办中心代为申请。 

*特别提醒：申请时间一般是入学就读的前一年的四月或

五月开始，至十二月截止。 

步骤 4：取得入学确认信和缴费 

步骤 5：申请留学签证 

最好在预计出发前的一至两个月就申请签证。办妥手续

后，须四到八周才可取得签证。 

可线上申请学生签证
www.immigration.govt.nz/migrant/stream/study/application 

步骤 6：准备出发 

 

大专类别 

▪ 国立大学：纽西兰拥有 8 所国立大学（没有私立大

学），提供证书、文凭、学士、硕士和博士课程。大

学所提供的科系多样化，计有医科、药剂、文科、理

科、工程、工商管理、建筑学、宇航、动物学、资讯

工艺等。 

▪ 理工学院：纽西兰有 16所理工学院(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and Polytechnics,ITPs），主要提供证

书、文凭课程，其中数所也开办学士及后学士（Post-

graduate）课程。学生在工艺学院或理工学院修毕文

凭课程后，可以学分转移方式申请修读大学的学士课

程。 

▪ 私立培训机构：纽西兰有约 550 所私立培训机构

（Private Training Establishments, PTEs），提供

专科培训，如创意艺术或旅游与酒店管理。私立培训

机构开办各水平的课程，当中很多是注重实务的技职

证书和文凭课程。有些私立培训机构专门招收国际学

生，有些则提供可衔接至纽西兰大学深造的管道。 

 

学制 

▪ 一般学士课程为时三年，成绩优异者可申请修读第四

年课程，以考取荣誉学位。此外，部分大学也提供四

年制的双学位课程，学生可同时修读文理或文商学位。

专科文凭则为时两年。 

▪ 大专采用双学期制，每学年从二月末或三月初开课至

十月。十一月中至二月中是暑假，有些大学会在这期

间提供“暑期学校”学分课程，以缩短学生的修习时

限。六七月期间另有学期假（semester break）。 

▪ 二月是所有大专的标准入学期，其申请截止日期通常

是在前一年的十二月。许多工艺学院和部分大学课程

也接受新生在七月入学。 

 

 

 

申请资格 

▪ 大部分大学接受高中统考文凭。 

▪ 英语水平要求一般是 IELTS 6.0 级。 

 

资格承认 

▪ 纽西兰各大学所提供的学士课程，大多都受到我国

政府承认。请参考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的网

站（www2.mqa.gov.my/esisraf）查阅。 

 

费用 

▪ 大学学费因地域、科系而有异（参考附表：纽西兰

大学学士课程学费表）。 

NOTE: 学士班的奖学金则须向个别大学查询，或
https://www.studyinnewzealand.govt.nz/how-to-

apply/scholarship/search-results 

▪ 大学基础课程的学费因学校、领域和课程长度（可

分为 6、8、12 或 18 个月，依学生对的成绩而定）

而异。 

 

纽西兰大学学士课程学费表 

科系 学费（纽元） 

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 每年约 24,425–34,193 

商科 每年约 27,154–35,903 

工程 每年约 30,046–42,000 

电脑与资讯工艺 每年约 27,000–35,903 

法律 每年约 29,380–35,561 

理科 每年约 29,900–35,561 

医学与牙科 每年约 37,300–95,319 

大学基础课程 总额约 19,650–42,750 

（资料来源/升学情报& www.universitiesnz.ac.nz） 

● 住宿：新生一般可入住学校宿舍 (Hostel)，租金约

每星期 346 纽元（不包括膳食，须一次缴付一年的

宿舍费）。学校宿舍不但安全、方便，学生也可与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交流。由第二学年开始，学生

则可自由选择与当地家庭同住（Homestay）或与同

学合租房子，租金约每星期 200–370 纽元。 

● 生活费：因个人的生活方式与居住地区的不同，生

活费用也会随之不一，基本上，每年生活费最低为

18,000 千纽元（不包括住宿）。 

● 工读：学生可在校内外工作，每星期不超过 20小

时，放假期间则无时限。 

 

资料与咨询 

Education New Zealand 

电话：03-2078 4612 

网址：https://www.studyinnewzealand.govt.nz/ 

 
Universities New Zealand 

网址：http://www.universitiesnz.ac.nz/ 
 

 

 
 

资讯来自升学情报网 

留学纽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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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步骤 1：浏览各大专院校的网站搜集资料。 

步骤 2：及早安排参加英语语言 IELTS 考试,以避免耽误

申请进度。 

步骤 3：填写与提交申请表格 

*除了个别向单一大专申请外，申请者亦可透过英国的

“大专入学服务机构”(UCAS) 进行统一的申请，或是通

过合格的升学代办机构申请。申请一所大学费用£22，超

过两所以上为£26.5。 

*特别提醒：透过 UCAS 系统的线上申请，一次最多可填

写五间大学。需在开学前一年的九月初开始提出申请。） 

步骤 4：取得入学确认信 

步骤 5：申请留学签证（Tier4）。每年的费用和表格可

能会改变，依官方网站的最新公告为准。

http://www.gov.uk/tier-4-general-visa/。 

*申请时间至少 15 个工作天，请提前申请。 

步骤 6：准备出发 

 

大专类别 

▪ 英国有超过 165 所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可分为三大

类：一、历史悠久的老牌大学；二、建立于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的大学；三、在 90 年代从工艺学院升格为

大学的新大学。老牌大学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而新

大学则延续工艺学院的办学方针，着重实务性的学习。 

▪ 除了学位课程，英国大专学府也提供各种各样的专业

文凭课程，例如 HND 即“高级国家文凭”（Higher 

National Diploma）,是两年制专科文凭课程，科系包

含科研、技术和商科。 

NOTE: 我国的一些私立学院也有开办 HND 课程。 

 

学制 

▪ 英国学士课程大部分采三年制，唯医药、建筑学、牙

医等则需时五年或更长。成绩优异者将获颁荣誉学位。 

▪ 英国大专一般采取一年三学期制，每学期上课 10 至

14 个星期。学生可在每年的一月和九月入学。学校假

期分别落在圣诞节（十二月）和复活节（四月）期间，

另有长达十个星期的暑假（六月至八月）。 

 

申请资格 

▪ 统考文凭普遍上也受到英国大专承认（有关大学名单

可向辅导处/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查询）。 

 仅具 SPM、IGCSE 水平或其他同等资格者，须先修读大

学先修课程（Pre-U）,包括大学基础班 A水平等。 

▪ 为证明具备英文能力，一般大学学士课程的最低要求

为 IELTS 6.0 至 6.5 级。较著名的大学或特定科系会

要求更高的分数。 

 

费用 

● 住宿：许多英国大专都为新生特别保留宿舍配额，

学校宿舍一般包括了洗衣、水电等服务，收费是每

月 400 英镑以上。有些学生则选择结伴合租私人公

寓或房子，并共同分担日常用品、水电费、电话

费，甚至膳食，每人每月房租大约是 560 英镑或更

高。(不同区域价格会有所不同) 

● 生活费：每月约 800 英镑-1300 英镑 (包括住宿费

和基本费用)。在英国留学超过半年的海外学生可以

和当地的学生一样，享受国民保健服务（NHS）提供

的免费医疗服务 

● 工读：根据英国工作法规，留学生可以在修习期

间，每星期工作不超过 20 小时，假期则可全职打

工。毕业后可享有 2年的 Graduate Route Visa 

(Post-study Work Visa) 

 

英国各类课程学费表 

课程 学费（英镑） 

基础课程 每年约£12,000-£25,000 
学士课程（文科） 每年约£10,000-£33,600 
学士课程（理科） 每年约£10,400-£33,700 
学士课程（医科） 每年约£12,000–£40,000 

（资料来源/ 升学情报&JM） 

 

资料与咨询 

Education UK online 

网址：www.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co.uk 

英国大专入学服务（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 UCAS） 

网址：www.ucas.com 

 

British Council 

网址：https://www.britishcouncil.my/study-uk 

 

United Kingdom Education Centre 

https://www.ukec.com.my/ 

 

 

 

 

 

 

 

 

 

 

 

 

 

 

 

 

 

 

 

 

资讯来自升学情报网资讯网 

 

 

 

留学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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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步骤 1：浏览各大专院校的网站搜集资料。 

www.educationireland.my 

步骤 2：填写与提交申请，可向大学或代办单位  

www.mystudy.my 领取申请表格或线上申请。 

NOTE: 每年成绩放榜后，1月至 5月开始申请。 

NOTE: 预科班在 1月和 9月开课， 10 月至 12 月可开始

申请。 

步骤 3：取得入学证明文件。 

NOTE:马来西亚学生无需申请签证 

NOTE:申请后一至三个月内，就可收到入学通知书。 

步骤 4：准备出发。 

NOTE:开课前的一星期前出发。 

 

大专类别 

▪ 国立大学：共有 7所国立大学 

戈尔韦爱尔兰国立大学 柏林城市大学 

梅努斯爱尔兰国立大学 科克大学学院 

都柏林三一大学学院 利默里克大学 

都柏林大学学院  

▪ 高等学府：大约有 33所 

▪ 国立理工大学：2019 年第一间国立理工大学是由三间

国立理工学院所组成。2020 年成立了第二间以及第三

间理工大学。 

▪ 国立理工学院：爱尔兰全国共有 6 所理工学院，大部

分的理工学院皆提供学士或以上水平的课程，科系包

括科学、电脑、工程和商业，有些还开设人文语言、

医学学习和保健、艺术设计、旅游和职业培训课程。 

▪ 高等学校：爱尔兰皇家外科学院、香侬酒店管理学院、

爱尔兰国立艺术设计学院、圣安吉拉教育学院、公共

管理学院。 

▪ 私立学院：爱尔兰的私立学院众多，提供证书、文凭

以及学士课程，课程领域包括：会计学与商业研究、

法律、人文学科、酒店与公共餐饮、旅游研究、艺术

等。 

NOTE：并非所有私立学院皆受爱尔兰政府承认，选择学

校时须向爱尔兰教育马来西亚办公室查询。 

 

学制 

▪ 一般上，大学与理工学院的学士课程为期三年至四年。

医学和牙医学为期五至六年；大学预科班为两学期。 

▪ 每学年分成二个学期，上课时间从每年的九月到翌年

的五月。七月至八月为暑假，在十二月（圣诞节）与

四月（复活节）分别有个短假。 

 

申请资格 

▪ 爱尔兰教育部接受统考文凭。成绩达标的统考生可以

直升大一，无须读预科班。 

▪ SPM 或 IGCSE，念预科班只是 5 科优等，IELTS 5.5。 

▪ 在爱尔兰，不同的高等院校有不同的入学标准。高中

统考(UEC)文凭必须考获 5 科 B6 以上，包括英文及数

学，英文能力 IELTS 6.0。欲进入医药系 

的学生，则必须在 A 水平考试中考获四科 A、

IELTS 7.0 或其他同等资格。 

▪ 英文水平以 IELTS（6.0）或者 PTE（36）为最低要

求，且 SPM（O 水平）英语水平以 C6 为最低要求，

一些大专也接受独中统考英文，最低要求为 B4。 

 

费用 

● 住宿：大多数校园内有学生宿舍，此外，住宿服务办

公室也为学生提供校园附近住宿信息，协助学生寻找

合适校外宿舍。住宿费每年大约 4千至 9千欧元。 

● 生活费：留学爱尔兰的生活费取决于院校所处的位

置，学生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一般留学爱尔兰学

生的每月生活费为 300 欧元以上（不包括住宿费）。 

● 工读：留学生必须修读至少为期一年的全时课程（基

础课程或准备课程并不视为全时课程），并经教务部

的资格认证，方可工读。每星期工作时间不超过 20

小时，学校假期可全职工作（40 小时）。 

 

爱尔兰大学学士课程学费表 

科系 学费（欧元） 

医学及医药相关科系 每年 45,000~52,000 

工程系 每年 9,750~23,000 

理学与工艺系 每年 9,750~22,000 

人文与艺术系 每年 9,750~20,000 

商学系 每年 9,750~18,000 

大学基础班 每年 7,500~15,000 

（资料来源 / easyuni&升学情报,2022） 

*完成学士课程后，学生可留在当地工作一年。硕博毕业

生可获两年工作签证。 

 

资料与咨询 

爱尔兰驻马大使馆 

Embassy of Ireland, Malaysia 

电话：03-2161 2963 

网址：www.dfa.ie/irish-embassy/malaysia  

MYSTUDY Education Consulting Sdn Bhd 

电话：03-6259 0021/ 017-790 4473 

网址：www.mystudy.my 

 
升学情报中心附属 NAVIGATOR 升学国际服务 

网址：edufair.fsi.com.my/exhibitors?&filter_country=10 

 

 

 

 

 

 

 

 

 

 

 

 

 

资讯来自升学情报网资讯网 

留学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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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步骤 1：浏览各大专院校的网站搜集资料。

（www.univcan.ca）（出发前一年） 

*特别提醒：最好在申请大专的六个月前安排去考英语测

评考试。 

步骤 2：填写与提交申请。大学截至日期为每年的十一月

至二月之间，可透过国内各加拿大教育代办中心提出申

请。(秋季入学)申请时间为一月至四月之间。 

步骤 3：一般为六月至七月取得录取通知书。 

步骤 4：申请学生入境签证,一般需 9个星期。 

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网上（www.canada.ca/en/immigration-

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study-canada）办理学生签证。 

NOTE：驻马来西亚加拿大高级专员公署没有提供任何签

证申请服务，若有疑问，可咨询加拿大驻新加坡高级专

员公署处（singapore-im-enquiry@international.gc.ca）。 

步骤 5：准备出发 

 

大专类别 

加拿大大学主要分成三类:医博类、综合类和基础类。三

者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国立、私立大学（University）：约有 100 所大

学，大部分属公立大学，由政府管制，因此，每一所

大学的发展和素质都相当均匀。大多数的大学均采用

英语教学，只有部分使用法语或英、法双语教学。 

 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和技术学院

（Technical Institute）：提供着重于实务训练的

技职课程。这类大专，一般上开办的是证书和文凭课

程,包括为国际生开办的 ESL 英语课程。 

 技职学院（Career College）:由私人机构开办 4间

短期训练的技职教育学府。 

NOTE:毕业后想回国就业，建议选择知名度相对较高的学

校，当然入学门槛也相对较高。如果想留在加拿大就业，

建议选提供 CO-OP 项目的学校。 

 

学制 

 一般学士课程的修读时间为三年至四年。有些社区学

院还提供一至两年的大学转移课程（University 

Transfer Programme），学生在社区学院修完此课程

后，可衔接至当地大学的大二或大三课 

NOTE: 与医药、建筑和法律相关的课程修读时间约五至七

年。 

 一学年主要有两学期，分别于九月及一月开课，每学

期为期四个月。学期间会有大约十几天的假期；五月

至八月则是暑假。 

NOTE: 许多大学都开办暑假课，所以学生也可在暑假期间

上课。 

 有些大学采三学期制，即从一月到四月，五月到八月

以及九月到十二月。 

*加拿大大学的学位一般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可到学术

资格鉴定机构（MQA）的网站查阅。
(https://www2.mqa.gov.my/esisraf/) 

 

 

 

申请资格 

 高中统考成绩优异者一般也接受直接录取。 

 留学加拿大须具有良好的英文能力，一般大学对学生

的要求是托福至少 79至 100 分，或 IELTS 6.5 至 7.5

级。不符合进入大学资格或仅具有 IGCSE 资格的学生，

可先在本地私立学院或直接前往加拿大修读大学先修

班，然后再申请进入加拿大大学。 

 

费用 

加拿大各省大学学士课程学费 

省份 学费（加币） 

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  约 11,406 

爱德华王子岛省  约 13,998 

新斯科舍省  约 11,299-23,957 

纽宾士域省 约 7,606-7,805 

魁北克省 约 8,506-26,500 

安大略省 约 10,703-42,520 

马尼托巴省 约 9,134-18,699 

萨斯喀彻温省 约 20,131-22,208 

阿尔伯塔省 约 10,230-29,500 

英属哥伦比亚省 约 17,400-41,156 

NOTE: 以上学费预算依不同科系为准。 
(资料来源：https://www.univcan.ca/universities/facts-

and-stats/tuition-fees-by-university/，2021/22) 

宿方式 费用（加币） 

房子或公寓 每月 900–2000 

向当地人家租房 

*有些租金是包含伙食 

每月约 400–800 

（资料来源 www.educanada.ca/2022 年） 

 生活费：一般留学生每月生活费为加币 1千元以上（不

包括住宿费）。大城市如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亚等

热门留学地区的生活费比较高。 

 工读：留学生可在校内或校外工作，但每周不超过 20

小时（假期期间则可全职打工）。加拿大的留学生可以

在校内或校外工作，但每周工作不可超过 20 小时（假

期期间则可全职打工），并必须符合相关规定；加拿大

不同的区域所规定的每小时最低工资都不同，介于

CAD11 至 15。工资详情可参考加拿大网站 

www.retailcouncil.org/resources/quick-

facts/minimum-wage-by-province）。 
NOTE：欲在加拿大工读的学生可参考留學加拿大网站：

www.studycanada.ca 或加拿大移民局的网站 

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

citizenship/services/study-canada/work 

 

资料与咨询 

加拿大教育咨询网站 

网址：www.studyincanada.com 或

https://www.educanada.ca/ 

加拿大国际学历信息中心 (CICIC) 

网址：www.cicic.ca 

加拿大大专协会（AUCC） 

网址：www.univcan.ca 

 

资讯来自 Universities Canada & 升学情报网 

留学加拿大 



锺灵独中辅导处编辑  16 

 

申请流程 

步骤 1：制定学习计划。除了各院校系的网站了解资讯，

亦可向 MACEE 的咨询员或升学服务单位寻求协助。学生

可上网向相关大学要求申请入学的相关资料，经过仔细

地比较各校入学条件、自己的学术资格和财务状况后，

再做决定。 

步骤 2：参加留学考试，如 SAT、TOEFL 

NOTE：尽早参与考试，避免耽误申请进度 

步骤 3：填写与提交申请（到各别大学网站查询） 

申请者可提前至学前六至八个月提呈申请。 
NOTE: 每所学校的申请日期、费用和所需资料不一。 

步骤 4：取得入学证明文件(I-20)（I 至 2 周） 

步骤 5：检查入学证明文件，若有问题尚可更换。报到日

期前 120 天可申请留学签证。 

步骤 5：申请美国留学签证（F1 签证） 

NOTE：可到以下网址查询 https://www.usembassy.gov/malaysia/ 

步骤 6：准备出发 

 

大专类别 

 美国的 4500 间高等学府，可分为隶属州政府的州立大

专和私立大专并再分为： 

 大学（University）和四年制学院（four-year college）提供

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一所大学通常由几所院校

（college／school）组成，每个学院又分为各种学系
（department） 

 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 Junior College）提供两年制副

学士学位（Associate Degree）、学分转移课程（Credits 

Transfer Program）和技职教育与培训。学生毕业后，一

般可到四年制大专修读学士课程。 

 理工学院（Institute of Technology）提供四年制理工科系

学士课程。 

 *美国有许多的 “虚假大学” ，俗称野鸡大学。野鸡

大学是不受美国官方认可的大学。同学们在申请大学

前可查看大学是否已通过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

即 CHEA（Council fo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批准。请务必

查其真伪，以防受骗。 

 

学制 

大部分的美国大专采用以下两种学制： 

一、双学期制（Semester System），即秋季学期（九月至十

二月）、春季学期（一月至五月）及暑假课（六月

至八月）； 

二、四学期制（Quarter System），即三个历时十周的的学期

及暑假课。 

NOTE: 留学生常常在暑假课中修取学分，以便快速且省钱

地完成学业。 

 

申请资格 

 申请美国高等院校，必须至少念完十二年的中小学教

育。 

 托福（TOEFL）英文能力测验。各大专对托福成绩的要

求不尽相同，学生可参考各大学网站为准。部分大学

可接受雅思（IELTS）。 

 有的大学需要提供 UEC 学制和评估制度的说明，可到

辅导处寻求协助。 

 

资格承认 

美国大专的学术资格认证，是由各区域和领域的专业协

会所自行制定学术和专业标准，以作鉴定（Accreditation）。 

NOTE：有关受我国政府承认的美国学位，请浏览学术资

格鉴定机构（MQA）的网站 www2.mqa.gov.my/esisraf 查阅。 

 

费用 

 不同地区和学校的学杂费及生活费等有很大的差异。

一般而言，私立大专的学费比州立大专高出 50%以上，

而在中西部（mid-west）和南部州属的大专求学通常

比起东、西两岸和北部便宜。 

 在美国州立大专求学，包括学费、住宿与生活费在内，

每年的花费介于 2 万至 4 万美元，而在私立大专求学，

每年的花费则介于 2万 5千至 4万或更高 

留学美国费用表 

项目 学杂费（美元） 

学士课程 每年 15,690 ~ 43,900 

社区学院 每年 6,000 ~ 20,000 

（资料来源：https://macesbd.com/united-states&idp/ 2022） 

● 住宿：大部分的美国大学都有提供学生宿舍，申请

住宿者需在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后。在美国的住宿

费因地区而异，且差距可高达双倍，每个月宿舍费

约 450 美金或以上。校园附近也有私人经营的宿舍

楼。此外，学生也可以选择合租公寓或房间，一起

分担日常费用和杂活。 

● 生活费：生活费因地区和生活方式而异，每个月的

生活费约 800 美金或以上（不包括住宿费）。 

● 工读：留学生只能在校内工作，但不超过每周 20小

时。修满一学年的学生可向美国移民局申请校外工

作许可证，上学期间每周最多可工作 20 小时；放假

期间则每周最多 40 小时。每小时的基本工资介于

7.25 至 14 美金（视州属而定）。 

NOTE：留学生毕业后可申请从事相关行业，申请详情可

询问学校的国际事务相关单位。 

 

资料与咨询 

马美教育交流中心 MACEE 
18

th Floor, Menara Yayasan Tun Razak, 
200,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电话：03-2166 8878 

电邮：adviser.kl@macee.org.my 

网址：www.macee.org.my 
*MACEE 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 槟城科学圈（Penang Science Cluster）亦提供咨询

服务，唯须先电邮至 arashidan@educationusa.org 与

对方做预约。 

 

资讯来自升学情报与 MACEE 网站 

 

留学美国 



锺灵独中辅导处编辑  17 

 

 

 

 

 

 

 

                                                                                                                             

 

 

 

 

 
Education USA 

o Homepage:  https://educationusa.state.gov/ 
o Five Steps to U.S. Study:  https://educationusa.state.gov/your-5-steps-us-study 
o Pre-Departure Info –  https://educationusa.state.gov/your-5-steps-us-study/prepare-your-

departure 
 

Find Schools 
o Undergraduate 

o Big Future by College Board 
https://bigfuture.collegeboard.org/ 

o College View 
http://www.collegeview.com/collegesearch/index.jsp 

o Graduate Schools 
o www.gradschools.com 

o Community College 
o www.aacc.nche.edu 
o https://bigfuture.collegeboard.org/ 

o Distance Learning 
o www.detc.org 
o www.geteducated.com 

Entrance Exams 
TOEFL – www.ets.org/toefl                      GMAT – www.mba.com 
SAT – www.sat.collegeboard.org                 GRE – www.gre.org 
ACT – www.act.org 
 
Financial Aid 

o www.iefa.org 
o https://fundingusstudy.org/ 
o https://educationusa.state.gov/find-financial-aid 
o https://www.college-scholarships.com/ 
o http://www.fundingusstudy.org/ 

 
Student Visa 
Apply for Student Visa –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us-visas/study/student-visa.html 
U.S. Embassy Kuala Lumpur –  https://my.usembassy.gov/ 
SEVIS –  https://www.ice.gov/sevis  
 
Additional Resources 
List of Universities that do not require the SAT – http://www.fairtest.org/university/optional 
Verify university accreditation – www.CHEA.org 
J-1 Visa Exchanges – www.j1visa.state.gov/programs 
College Week Live – Virtual Chats with U.S. University Representatives – www.collegeweeklive.com 
Common App – Over 500 universities use Common Application – www.commonapp.org 
 

留学美国之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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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FL/IELTS SAT/ACT SAT Subject Tests 

Registr

ation 

www.toefl.org 

https://www.idp.com/mala

ysia/ielts 

www.collegeboard.com 

www.act.org 

www.collegeboard.com 

Purpose The TOEFL IBT/IELTS test 

measures your ability to 

use and understand 

English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It 

evaluates how well you 

combine your listening, 

read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skills to 

perform academic tasks. 

Measures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for 

academic success in college 

and is used as an assessment 

for admissions and 

scholarships. 

Measures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particular 

subject areas and 

demonstrates mastery 

of specific subjects. 

It is used as an 

assessment for 

admission and 

scholarships. 

Test 

Type 

Internet-based test 

(IBT) 

Paper-based Paper-based 

Test 

Section

s 

4 Sections: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Writing 

Test Sections: 

Essay (Optional), Math, 

Reading, Writing. 

Essay (Optional), English, 

Math, Science, Reading 

Sign up for separates 

tests individually 

 

Costs $160+ 

 

RM795 

 

 

$63(No Writing) 

$88(With Writing) 

$6Basic registration 

fee 

$26Language 

w/listening tests 

$16 All other SAT 

Subject Tests Add 

Regional fee of $42 

Score 

Reporti

ng 

Approx.10 days after 

test date $19 per 

additional score report 

4 free score reports 

 

13 calendars after the 

test 5 copies of test 

report for free 

Approx.3 weeks after test 

date 

$18 per additional score 

report 

4 free score reports (must 

be arranged before the exam) 

3 Weeks after test. 

Additional 2 weeks if 

writing is completed 

Approx. 3 weeks after 

test date 

$11.25 per additional 

score report 

4 free score reports 

(must be arranged 

before the exam) 

 

Scores 

validit

y 

2 years 5 years 5 years 

Test 

Centers 

KL, Kedah, Subang Jaya, 

Penang, Kota Kinabalu, 

Petaling Jaya, Johor 

Bahru 

Don’t offer IELTS-

Georgetown, Kedah 

INTI College Subang, KDU 

College, Penang, Dalat 

International School, 

Raffles American School 

ISKL, Dalat International 

School, Marlborough College, 

Johor 

See website for 

specific test 

留学美国之考试资讯 



  社团名称 奖学金名称 开放日期 截止日期 联系方式 备注
锺灵大专奖助学金

《吴汉权先生奖学金》

2
董总奖/贷/助学金

(与国外大专院校合作 )
本地/中国/台湾/日本
 *师资培养专项奖学金

 董总学生事务组
https://www.dongzong.my/student/index.ph

p/scholarship/loan

*透过指定的管道申请指定的大专及科系
，同时申请华校师资培养专项奖学金       
*可参考《董总师培专案与升学奖贷学金
手册》

3 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
拿督周瑞标大学/学院教育

中文系奖学金
1月开放（2022）   3月25日(2022）

 董总学生事务组
https://www.dongzong.my/student/index.ph

p/scholarship/grant
*我国内大学/学院中文系

4 槟州未来基金会奖学金 Penang Future Foundation Scholarship 7月1日（2022）   8月31日（2022） https://penangfuturefoundation.my
就读本地大学数理/工科及金融会计为主
的科，医学除外。

星洲日报教育基金
（2022年33间大专院校提供名额）

3月25日（2022） 8月31日（2022） http://scedufund.sinchew.com.my/

星报教育基金
（2020年24间大专院校提供名额）

4月开放申请 9月1日（2022） www.thestar.com.my/edufund

7 金狮百盛基金 金狮百盛基金奖学金 8月20日（2022） 9月24日（2022）
http://www.lion.com.my/Apps/ParksonSchol

arship.nsf/Welcome
*毕业后要为该集团服务

8 华侨银行 华侨银行公共奖学金 关注网上发布日期 6月30日（2022）
https://www.ocbc.com.my/group/careers/sc
holarships.html#generic-tabs-item-1

新加坡国立大专奖贷学金 3月21日（2022）
网上：4月8日（2022）
邮寄：15月4日（2022）

英国公立大专奖学金 1月24日（2022）
网上：2月18日（2022）
邮寄：2月25日（2022）

10 吴庆瑞奖学金 新加坡大专奖学金 11月15日（2021） 3月31日（2022）
https://www.abs.org.sg/dr-goh-keng-swee-
scholarship

*毕业后要在新加坡或本地新加坡公司工
作三年

11 槟州中华总商会 慈善基金委员 槟城中华总商会大专院校奖学金暨贷学金 8月23日（2022） 10月31日（2022）
https://www.pccc.org.my/index.php?route=
information/information&information_id=4

7
*家境贫寒，考试成绩优异

12 丹斯里李深静基金 丹斯里李深静基金奖学金 4月1日（2023） 6月1日（2023） http://yayasan.ioigroup.com/Scholarship
*农科、园艺学、种植管理、建筑管理、
金融会计等科系。

13 马来西亚私立学院与大马协会
马来西亚私立学院与大马

协会奖学金
www.mapcu.com.my *逾60所本地私立学院和大学联合组成

14
各乡团会馆
奖/贷/助学金

 
*一般需加入会员超过一年，子女才可以
申请。

15 CIMB联昌银行 联昌银行东盟奖学金 

16 顶级手套奖学金（Top Glove） 顶级手套奖学金（Top Glove） 2月 5月
https://www.topglove.com/social-top-
glove-foundation-education

*本地大学及台湾国立大学奖学金 
*受惠者毕业后须到 Top Glove 
集团服务，服务年限依照奖学金受惠年
限。需面试。

可网上查询申请日期 https://careers.cimb.com/students/cimb-asean-scholarship

9 郭氏基金 https://kuokfoundation.com/

可网上查询申请日期

会馆或宗祠所提供给会员子女申请的奖贷学金。一般上
会在报章/网上公布。

17 外国奖学金

荷兰政府奖学金Netherland Government Scholarship https://www.studyinholland.nl/finances/holland-scholarship

韩国政府奖学金Korean Government Scholarship https://www.studyinkorea.go.kr/en/sub/gks/allnew_invite.do

日本政府MEXT獎學金（Japanese Government MEXT Scholarship Students） https://www.studyinjapan.go.jp/en/

*网上查询(各大专院校备有不同阶段的
申请及截止日期)

7月15日（2022）
https://www.greateasternlife.com/my/en/a
bout-us/company-profile/sharing-with-the-

community-scholarship.html
   

1

5 报馆奖学金计划

6 大东方人寿保险奖学金 Great Eastern Supremacy Scholarships 一般3至4月开放申请

本地社团提供大专/院校奖学金资讯（2022年9月整理）*备注：所有2022/23年开放申请的月份，皆以2022公布申请日期为准。

  槟城锺灵校友会 9月26日（2022） 10月20日（2022） https://www.chungling.org/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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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名称 贷/助学金名称 开放日期 截止日期    联系方式 备注
1 锺灵校友会联合总会 大专贷学金 7月份 8月1日（2022） www.cloba.org  

6月10日 7月31日
8月1日 9月1日

3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贷学金 6月 7月15日（2022） https://www.liuhua.org.my/info/scholarship/  
 *ACSON 

*爱康教育基金贷学金
*HAIR ATTITUDE GROUP 

*净宗学会贫寒学生贷学金
*陈金发中文系／教育系教育基
*丹斯里李莱生教育基金贷学金

5 董教总 华文独中师资培育专案计划贷学金 11月7日（2021） 12月10日（2021） https://www.dongzong.my/student/index.php/scholarship/loan/2022-
studyloanapplication?id=153

6  张明添基金 张明添基金贷学金 7月26日（2022） 8月30日（2022） http://cmtf.org.my/cn/application.aspx 03-21616517
7  吴德芳基金 吴德芳基金免息贷学金 每年4月1日 7月15日（2022） https://web.facebook.com/NgTeckFongFoundation/?_rdc=1&_rdr Ng Teck Fong 
8 自立合作社 特别贷学金计划/大学贷学金计 http://kojadi.my/v2/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3&It *特定计划/条件
9 6月16日（2022） 6月30日（2022） https://www.shell.com.my/careers/students-and-
10 http://www.yayasansimedarby.com/scholarship/scholarship-information- *无需偿还，但要在
11 本地私立大专贷学金 7月18日（2022) 网上：8月6日（2022） https://kuokfoundation.com/

Malaysian Nursing Colleges https://kuokfoundation.com/study-awards/#malaysian-nursing-colleges

1. Lam Wah Ee 
Nursing College
2. Adventist College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12
https://www.emaac.org/?ch=emaac_eng_application&pg=how_to_apply&a

c=AC_BVm3Tws2_20140527112019 *澳洲

13 7月12日（2022） 7月17日(2022)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GnmKQkE9EJunKdwlI- *家访或面试
14 升学互动网 更多的各私立大专奖/贷/助学金 www.fsi.com.my  *提供更新的申请奖
15  

金菩提助学金

各乡团会馆奖/贷/助学金 关注：报章/网上所

有意申请的同学，可以到相关网站查询。

董教总华文独中
工委会大学贷学金

1月15日（2022）

Shell Malaysia Scholarship
Yayasan Sime Darby 一般3至4月开放

The Malaysia Australia Colombo Plan Commemoration 
(MACC) Scholarships 留意网站讯息

郭氏基金
留意网站讯息

5月20日(2022) 
https://www.dongzong.my/studen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

rticle&id=152:2012-08-03-05-58-57&catid=56:2012-07-24-06-54-
44&Itemid=150

4
*请参考申请资格/附

注

本地社团提供大专/院校贷/助学金资讯（2022年9月整理）
*备注：所有2021/22年开放申请的月份，皆以2022公布申请日期为准。

2
马来西亚留台

校友会联合总会
大学免息贷学金 https://www.faatum.com.my/category/scolarship/faatum_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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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大学/单位名称 管道/身份 条件 合作协议 名额

外籍生
高中毕业成绩于班上排名前20%；国际性或全国性

比赛，个人成绩达前三名
优秀学士班新生入学：

第一学期奖学金新台币3万，免当学期学杂费

外籍生 董总合作师资培育专案计划奖学金 学杂费全免，上学期在该班前50%或成绩80% 5

侨生 百分成绩达75%以上者，校长推荐
侨生新生入学奖学金 

奖励金额新台币两万（限大学部一年级侨生）

台湾 国立中山大学 单招
校长推荐

校排名前40%
奖学金 10

台湾 台湾国立东华大学 侨生单招 已透过单招入学管道获得录取
大一全年免学杂费入学奖学金

（不包含生活费、住宿费等其他费用）
1

台湾 台湾国立联合大学
高三成绩为全校前20%或班级前10%

校长推荐信
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减免全额学杂费，

次年将依大学第一学期学成绩表现提出申请
1

台湾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 新生入学奖学金 第一学期学费减免

台湾 台湾长荣大学 单招 校长推荐 第一学期学杂费住宿全免 2

台湾 国立金门大学 侨生与外籍生
侨生：每年11月底前申请
外籍生：每年四月底前申请

奖助学金各1名 2

台湾 国立高雄师范大学 董总合作师资培育专案计划奖学金 学费全免 2

台湾 明道大学 校长推荐 第一学年学杂费全免

台湾 玄奘大学 校长推荐 第一学年学杂费全免 2

台湾 国立台南大学
1.毕业成绩为全校前50%的学生

2.毕业生具特殊才艺且曾获全国性比赛前三名
1.全额奖学金，半额奖学金

2.全额奖学金
6

台湾 中原大学 侨外生 校长推荐 第一学期学杂费全免 2

台湾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校长推荐 第一年学杂费及宿舍费全免

台湾 国立宜兰大学 侨生 校长推荐
前二志愿录取者，

可获第一学年每学期可各获NT$25000奖学金

台湾 元智大学 侨生
中学成绩年级排名或班级排名前40%

校长推荐信
减免百分百之学费、杂费、学分费 3

台湾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 个人申请

校长推荐
(1)以个人申请第一志愿录取，

且其分发排名顺序为该系之前二名者
(2)以联合分发前五志愿录取，且分发总成绩（即
采计统考成绩）排名为该梯次各类组之前20%者
(3)以董总【师资培育专案】且录取本校者

(1&2）可获得入学奖学金新台币5万元
(3)享有四年免学杂费及修习师培课程学分费全免

的优惠

香港 香港浸会大学 统考6科目达A1或A2等级，UEC 英文B4以上 每年港币190000

澳门 澳门大学

全额奖学金：高三全级排名在20%内；UEC成绩6科
不超过12分（包含英文和数学） 

半免奖学金：UEC成绩6科为13至18分
（包含英文和数学）

全免或半免奖学金

锺灵独立中学合作大学/机构名单（2022年9月整理）

台湾 国立中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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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大学/单位名称 管道/身份 条件 合作协议 名额

锺灵独立中学合作大学/机构名单（2022年9月整理）

澳门 澳门理工大学

校长推荐
UEC成绩6科不超过18分
高三全级排名在前15%内

高三全级排名在前15%-25%内，并具有专项才能

奖学金

中国 天津大学
校长推荐

理科-高中三年平均年级排名前10%
商/文科-高中三年平均年级排名前3%

成功被录取者，将获得不低于学费补助20000元人
民币（1年）

不限

中国 中国汕头大学
UEC 5B以上&
校长推荐

学费&住宿费等额奖学金；
等同学费的奖学金

5
5

中国 中国西安交通大学
经学校认定，才艺突出，
成绩优秀，符合录取条件

免学费，提供生活费。
一等奖：生活费800RMB/月，
二等奖：生活费500RMB/月

中国 北京理工大学
高中三年平均年纪排名前10%；

成绩列年级前30%
校长推荐

豁免报名费；
4年免学费住宿费（一类）；

4年免学费（二类）；
1年免学费住宿费（三类）；

1年免学费（四类）；
1年学费半额（五类）

中国 西北工业大学 优秀学生奖学金 数位

韩国 大韩民国釜山外国语大学
英语雅思成绩5.5以上或

统考B等级以上或
校长推荐书

保送升进入本科英语授课 
的英语学部或国际学部，

第一学期学费30%减免，优先提供住宿。

英国
爱尔兰

United Kingdom 
Education Centre（UKEC）

锺灵独中的
毕业生

与UKEC 合作的英国及爱尔兰大学升学 RM 2,000.00 的教育基金

欧美
马来西亚

ASA Headmaster Scholarship
锺灵独中的
统考毕业生

在11月16日前，以成绩、联课活动或体育成绩达
到要求

协助学生申请与ASA合作的大学的奖学金

欧美
马来西亚

ASA Headmaster Scholarship
锺灵独中的
IGCSE毕业生

在11月8日前，以成绩、联课活动或体育成绩达到
要求

协助学生申请与ASA合作的大学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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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负责单位 程序 

校长推荐信 许副校长 

请在 Google Site 获取 Sample，并自行修改。 

完成后，电邮至 kohwanleong@gmail.com， 

并 whatsapp（017-4665577）给许副校长。 

文件认证 行政处 复印文件（身份证、成绩单、奖状、文凭等）盖章，校长签名 

重印成绩单 电脑处 自行联系电脑处。会有收费哦！ 

在学证明 教务处 还未获得毕业证书前，才需要申请以证明学生还在学校上课。 

毕业证书、 

离校证书 
教务处 

毕业后，根据校方的指定日期，到教务处领取。 

有需要提早取得 testimonial 以申请大学，可以到联课处申

请。 Testimonial 联课处 

2022 年高三毕业生考试事项

说明 

请到 Google Site 的“备审资料栏”下载，并附在过去三年的

成绩单 
 

温馨提醒： 

 凡是通过“校长推荐申请大学”的同学，在获得大学录取后，若要再去申请录取大学同一国

家/区域的其他大学是不能获得校长推荐信的。因为每一所大学会限制校方的推荐学生名额，

为了要让每个同学都获得平等的推荐机会。我校议决如该位同学已经获得所推荐的大学录取，

校长将不再推荐那位同学申请同一个国家/区域的大学。还有我们也希望同学都是经过深思熟

虑，有意要去该大学深造，因为录取了不去报到，会影响学校跟大学的合作关系，也会影响

接下来学弟妹申请该大学的机会。当然，你还是可以自行去申请相关地区的大学，只是没有

校长推荐信而已。 

 此外，每个国家的大学的申请方式会有一些差别，请在申请前，仔细阅读相关大学的简章。

尤其是截止日期，以避免错过申请大学的良机。 

如果同学需要两封推荐信的话，一是来自校长推荐信，另外一封推荐信可以自行找班导师或熟悉你

的科任老师或联课负责老师或教练写给你们。此推荐信是没有特定格式的，除非大学要求特定的格

式。 

* 假期的办公时间 

日期 星期 时间 

10/12/22 星期六 9am – 1pm 

12-15/12/22 星期一至四 9am – 3pm 

28-30/12/22 星期三至五 9am – 3pm 
 

* 欲与辅导老师了解升学讯息或寻求协助的同学，请联系各自班级的辅导老师预约或电邮至

counselling@clphs.edu.my 预约。 

 预约前，请务必到 Google Site 了解升学资讯，再向辅导老师询问。 

 

  

大学申请文件之程序与注意事项 

编辑与整理小组 

张智玲老师 

戴燕冰老师 

洪馨玄老师 

蔡婉茹老师 

陈怡勲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