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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免学费留学
Study in China for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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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ppreciate 

overseas Chinese for 

their contribution in 

China development

一带一路
提倡教育

成就共赢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in Education
为了帮助海外华人
以及对海外华人的回
馈。提高孩子的国际
化视野，以及切实推
动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缘起 Initiative

2020年中国要达到
50万外国学生

China wish to get 
500k foreign students 

in year 2020



• 成绩特优的进国家大学 / 奖学金
Top student enter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or get scholarship

马来西亚中学毕业生的困境…
Malaysian student issues…

• 有钱的进私立大专 / 大学
Rich students can afford to private Universities

• 其他呢 ???

How about others???

廉价劳工
Cheap labour

加入
非法组织

Join illegal 

organization

Money Game

前途茫茫
No direction

高利贷跑腿
Loan shark follower



为何选择海外留学
Why study abroad

圆孩子出国深造之梦
A Cheaper way to study abroad

训练独立生活和思考
Independent living and thinking

优良学校风气
Good study culture

学习与外国学生相处
Learn together with foreigners



中国留学优势

在中国竞争的环境求学共同生活

3 - 4年校舍和中国各省同学同住、吃、

玩、洗衣、生活、深入文化交流, 更

了解中国人的思维, 加強马中关系

在一带一路的中国和东盟企业

肯定会高新聘请这批毕业生

去开拓国际市场

提高
录取率

加强外国
就业机会



No 费用比较(RM) U Uni. M Uni. Singapore Taiwan 西科大 城市职业
1 学费 18K / 年 12K / 年 18-51K/年 14-22K/ 年 免学费 免学费
2 申请费 400 – 600 100 没列明 没列明 *80 *80
3 考试费 500 / 年 - 没列明 没列明 - -
4 报名费 - 200 没列明 没列明 *400 *260
5 行政费 - - 没列明 没列明 *2,800 *2,800
6 中国签证费 - - - - *104 *104
7 中国体检费/ 年 - - - - 325 325
8 居留申办费 / 年 - - 390 500 520 520
9 住宿费 / 年 4,500 4,500

30,000
6,600 2,325 780

10 饮食费 / 年 18,000 18,000 13,360 7,800 7,800
11 交通费 / 年 1,800 1,800 - -
12 教材资料 / 年 没列明 没列明 1,500 1,320 - 325
13 医疗保险费 / 年 30 225 没列明 1,200 520 520
14 机票（来回） - - 500 500 *1,500 *1,500
15 ICT 200 / 年 没列明 没列明 没列明 - -
16 图书馆费用 200 / 年 没列明 没列明 没列明 - -
17 学生活动费 400 / 年 没列明 没列明 没列明 - -
18 基本设施费用 200 / 年 没列明 没列明 - -

一年大概总数 RM 42K+ RM 37K+ RM 50K+ RM 41K+ RM 16K+ RM 15K+



• 开放给大马各族中学毕业生

（中国学校提供中/英文教学）

• 有信心与积极学习的态度

• 年龄- 大学：18–21 岁

- 其他：18–26 岁

• 主办单位保有最终决定权

• 中国大学/大专

• 3 - 4 年学费全免 *

• 自由选择科目

• 毕业后協助安排就业机会

• Open for Malaysian school leavers 

who are proficient in Chinese or 

English 

• With confidence and positive attitude 

• Age - University: 18-21 years old

- Other        : 18-26 years old

• The organiz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final decision

• China university / Vocational College

• Waiver of tuition fees for 3-4 years

• Free to choose subjects

• help to arrang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China 

Education 

System



• Online Application

• IC & Passport

• SPM/STPM/UEC Transcripts @ 

Certificate

• Graduated Certificate

•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 Letter of Commitment

• Apply University：

a) Body Check Report

b) University Application Form

c) Student Resume

d) Family Info

• 网上注册

• 身份证和护照副本

• SPM/STPM/UEC 成绩单与文凭副本

• 毕业证书副本

• 学校推荐信

• 承诺书

• 申请大学(西南科技大学)：

a) 体检报告

b) 大学申请表

c) 学生简历

d) 家庭资料表



申请流程 Application Process

网上报名 成功考取

申请费 RM80 联系 参加筛选考试 递交行政费 RM2800

身份证与护照副本 联络家长学生 呈交承诺书 与中国报名费 RM400

成绩单与文凭副本 下载承诺书 和 JW202 表格 呈交各校所需表格

学校推荐信 和 JW202 表格 （25/01/2018 前）

毕业证书副本 13/1/2018

16/01/2018 通知
www.ncbgroup.com

缴付中国方面费用

中国居留申办费， 到达中国 确定到中国日期 录取信，JW202

住宿费，医疗保险费， 接送到学校 购买机票 申办中国签证

体检费，教材教学资料 安排一起过去 呈交签证副本

http://www.ncbgroup.com/


学前工作实习
• 出国深造前，尽量安排学生到企业实习

（与学生申请的科系相关的企业）

• 懂得该领域和市场的需求去就读

• 该企业之员工可以成为这些学生的就业辅导师

• 企业老板可将面对的挑战交给这些学生，向老师请教

• 该学生将会是企业老板的中国协调员，例如考察和企业对接

• 学生表现良好，企业老板肯定高薪聘用



申请费用 Application Fees

• 申请费 Application Fees ……….….…… RM    80

• 行政费 Admin Fees ............................... RM 2800

• 中国报名费 China Registration Fees.… RM  400
（支付给中国学校 pay to china school）

• 中国签证费 China Visa ………….……… RM  104
（自付给中国领事馆 pay to visa centre）

• 马来西亚体检费 Body Check…..………RM130 - 250
（自付给体检中心 pay to body check centre）

免学费



One time payment 一次性支付 ：

Registration Fees 报名费

Yearly：

Body Check 中国体检

China Visa 留华居留

Hostel 住宿费

Insurance 医疗保险费

F & B 饮食费

Cost Material 教材教学资料

中国留学有关费用
The cost of studying in China

（以下的参考价格为 2017 的价格，实质费用将会根据每所学校最新的费用来做变动 ）
Base on year of 2017

城市职业学院

RMB 400

RMB 500

RMB 800

RMB 1,200

RMB 800

RMB 12,000

RMB 500

西南科技大学

RMB 600

RMB 500

RMB 800

RMB 3,600

RMB 800

RMB 12,000

RMB

云南机电学院

RMB 400

RMB 450

RMB 420

RMB 1,200

RMB 600

RMB 12,000

RMB 300



合作学校 Schools in China
zs.scuvc.com www.scyesz.comwww2.swust.edu.cn www.ynmec.co

m

云南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四川
城市职业学院

四川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四川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商务职业学院

www.scsw.net.cn

机械工程系
汽车技术工程
电气工程系
工业信息技术
管理工程系
基础教学部
…

经济信息管理
国际商务
电子商务
市场开发与营
销
旅游管理
建筑工程技术
艺术设计等
…

学前教育
音乐
舞蹈
美术专业
老人服务与管理
…

物流实训基地、
市场营销实训基
地，以及国际商
务、电子商务、
电子电工、现代
办公、服务外包
、酒店管理、艺
术…

西南科技大
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自
动化、环境
工程、农学
、光信息科
学与技术、
地质工程等
…

www.ncbgroup.com

www.myvct.edu.cn

四川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信息
工程、机电工程
、建筑工程、管
理工程、计算机
科学、人文科学
和艺术…

天津海运
职业学院

www.tjmvi.cn

航海技术
物流管理
港口与航运管理
集装箱运输管理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邮轮营销与管理
水路运输与海事管
理…

正陸续爭取更多其他学校免学费学额 More school s is coming soon

http://www.scyesz.com/


西南科技大学网站@科系选择
http://zs.swust.edu.cn:82/front/queryMajorList

http://zs.swust.edu.cn:82/front/queryMajorList


城市职业学院网站@科系选择
http://zs.scuvc.com/p/11/

http://zs.scuvc.com/p/11/


云南机电学院网站@科系选择
http://220.163.121.4/CourseCenter/KeySpeciality.aspx

http://www.ynmec.com/Category_26/Index.aspx

http://220.163.121.4/CourseCenter/KeySpeciality.aspx
http://www.ynmec.com/Category_26/Index.aspx


幼儿师范学院网站@科系选择
http://www.scyesz.com/05/

http://www.scyesz.com/05/


商务职业学院网站@科系选择
http://www.scsw.net.cn/menu.asp?Menu=5

http://www.scsw.net.cn/menu.asp?Menu=5


绵阳职业学院网站@科系选择
http://zsc.mypt.edu.cn/asp/module1.aspx?mod=2

http://zsc.mypt.edu.cn/asp/module1.aspx?mod=2


全马历史最悠久
电台：AiFM 直播

3rd May 2017

Live on AiFM Radio
3rd May 2017



各大报章的报导
Reported of major newspapers





筛选考试
Screening Exam



筛选考试 @ 家长交流
Screening Exam @ Parents Exchange



中国大学/大专 @ 录取信
Admission letter



机场欢送 Farewell at Airport



在中国学校的点滴
Life in China



各州推广讲解会

Kedah 十大独中会议 Sabah,KK

Kuantan Penang 董总 Perak



www.facebook.com/ncbmalaysia



FB/ncbmalaysia



不管成绩怎样，没有什么优生差生的区别。
家长们知道，每一个小孩都是种子，只是每个人花期不同，

有的花一开始，就绚丽绽放；
而有的花， 却需要漫长的等待。

不要紧盯别人的花，不要觉得别人家的永远都是好，
相信花有自己的花期，细心呵护，看着他一点点地成长，

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也许你的种子永远都不开花，因为他是一棵参天大树。

希望我们提供的选择能帮到你们



谢 谢 Thank You 

www.ncbgroup.com www.icccm.cn

www.ncb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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