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称中传，位于中国北京，原名北京广播学院。

中传是中国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列入国家 211 工程、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等重点建设的综

合性研究型大学。建校 60 余年来，培养了大批信息传播领域高层次人才，被誉为“中国广播电视及

传媒人才摇篮”。

入学条件

本科生

(4 年制）

华文独中高中毕业学历

国中 SPM 生需在别校修预科*

年龄 18-35 岁

持有效的外国护照

报名时间

（通过校友会）

艺术类专业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4月 25 日

普通类专业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5月 15 日

入学时间 9月

*预科班详情，请咨询“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03-91711196）

（以下费用以人民币计）

学费：本科 ¥ 24,000/年

报名费：艺术类专业 ¥ 800，普通类专业 ¥ 600

（获校友会推荐，免缴报名费）

保险费：¥ 800/年

住宿费：¥ 40 至 ¥ 50/天（双人间）（校内住宿床位有限，校方不保

证校内住宿，不提供宿舍预定，每学期宿舍开始办理新生入住日起，可办

理入住，住满为止。）

食堂用膳及生活费：大约 ¥ 1,500/月

奖学金：（每年奖学金力度情况不一，2018 年发放情况：少）

新生可申请的奖学金

类别 报名时间 申请人资格 奖学金内容

北京市外国留学生

奖学金
新生奖学金 1-6 月 学历生新生

第一学年的学费减免，

分为全免、半免

备注：学生无须填写奖学金申请表格，学校将根据学生申请资料进行评审

在校生可申请的奖学金：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中国政府奖学金

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2019 年招生简章/入学申请表格



报名办法：电脑填写《中国传媒大学来华留学生（本科）入学申请

表》，提交以下电子版（jpg）材料——

a. 《担保人保证书》

b. 白色背景证件照（jpg）
c. 高中成绩单（三年）

d. 高中毕业证书

e. 高中统考成绩单（c,d,e 项入学时必须出示原件）

f. 汉语或英语水平证明（如有）

g. 一封推荐信（须所在学校确认签字盖章）

h. 护照（照片页及签名页）

i. 其他展示本身才华之奖状及证书（最多 5张）

j. 申请艺术类专业所需视频材料

k. 国中 SPM 学生，须修读预科及考汉语水平考试 HSK 5 级（新闻学院专业要求 HSK6 级以上）（可在修读

预科期间报考）

l. 预科生，需要呈交就读预科学校在校证明、老师推荐信

·报考播音相关专业的考生，需同时提交视频资料（mp4），要求如下：

▲内容要求（共 9 分钟）：

①新闻播报（限 3 分钟，内容不限）

②节目主持（限 3 分钟，内容不限，节目形态不限）

③文学作品朗诵（限 3 分钟，内容不限）

·报考其他艺术专业考生（如表演、戏剧影视专业），同样需提交三个才艺作品视频/剧本/画作等等。

报考本科艺术类专业考生视频材料面试时间：

马来西亚考生：须于 2019 年 4月 25 日之前提交视频材料或作品给校友会

录取结果公布时间：

2019 年 4月 30 日 第一批（普通类）

2019 年 5月 30 日 第二批（艺术类和普通类）

2019 年 6月 20 日 第三批（普通类）

联系：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电话：刘为义 018-2266388（wechat：ayimalaysia），

许国荣 016-4110729、邓昌雄 010-2212383

面子书：fb.com/cucaam

电邮：cucmalaysia@gmail.com





中国传媒大学来华留学生（本科）入学申请表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PPLICATION FOR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注意：请使用电脑填写。每项都必须填写，不得遗漏。填妥后以WORDDoc档提交给校友会。

姓名
Name

护照用名
Name on
passport

姓
Family Name

名
Given Name

中 文
In Chinese

国 籍
Nationality

男 /Male □

女/Female □

未婚/ Single □

已婚/Married □

宗教信仰
Religion

护照号码
Passport No.

护照有效期
Valid until 年/ 月/ 日/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 月/ 日/ 出生地点

Place of Birth

国家/Country:

城市/City:

永久通讯地址及电话号码
Permanent Address

& Tel. No.

地址/Add :

电话/Tel :

目前通讯地址及电话号码

（若同上则免填）

地址/Add :

电话/Tel :

您希望我们将邮件寄到:
□永久地址 □目前联系地址

手机号码
H/P Number

电子邮件
E-mail

微信账号
Wechat ID

职业
Occupation

特长
Talents

现工作/学习单位
Employer/Institution

最后学历
Highest
Education

健康状况：

教育经历（三项必填：小学、初中、高中、大专等等）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就读学校 专业或所获证书

推荐单位：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编号：
（PPM-001-14-25022016）



语言能力（ 很好 / 好 / 一般 / 弱 ）

汉语水平： 英语水平： 其他语言及水平：

学习计划

志愿 1——院系： 学习专业： 授课语言：

志愿 2——院系： 学习专业： 授课语言：

是否服从调剂？

（如果志愿 1/2皆没被录取，接受调派到其他专业）
是 □ 否 □

经费来源 □ 奖学金 □ 自费 □其他

家庭主要成员

姓名 关系 工作单位 / 公司名称 职务 电话 email

紧急联系人（可以是父母或亲戚朋友，国籍不限）

姓名: ， 与申请人关系:

电话: ， 手机:

Email: ， 联络地址:

经济担保人（可以是父母或亲戚朋友，国籍不限）

姓名: ， 与申请人关系:

电话: ， 手机:

Email: ，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了解学校的途径

□ 在中传学习的朋友/ Friends study at CUC □ 中传宣传册/ Brochure
□ 中介机构/ Agencies □ 杂志广告/ Magazine Ads
□ 网络/ Internet □ 其他/ Others

校内住宿床位有限，校方不保证校内住宿，不提供宿舍预定。每学期宿舍开始办理新生入住日起，可办理入住，住满为止。

申请人保证：

1：上述各项中所提供的情况是真实无误的；

2：在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期间将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

I hereby affirm that:
1. All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form is true and correct;
2. I shall abide by the law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egulations of CUC.

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签名：



注意事项：

1. 其他所需申请材料——

a. 《担保人保证书》

b. 白色背景证件照

c. 高中成绩单（三年）

d. 高中毕业证书

e. 高中统考成绩单（c,d,e 项入学时须出示正本）

f. 汉语或英语水平证书（如有）

g. 一封推荐信（须所在学校确认签字盖章）

h. 护照（照片页及签名页）

i. 其他展示本身才华之奖状及证书（最多 5张）

j. 申请艺术类专业所需视频材料（详情查阅招生简章）

k. 国中 SPM 学生，必须修读预科及考汉语水平考试 HSK 5 级（新闻学院专业要求 HSK6 级以上）（可

在修读预科期间报考）

l. 预科生，需要呈交就读预科学校在校证明、老师推荐信

2. 请将电脑填好的申请表和上述所需申请材料扫描成【JPG】，存进一个 folder。申请艺术类专业的录取

审 核 三 个 视 频 / 作 品 则 存 在 另 一 个 folder 。 将 folder 各 别 上 载 云 端 【 微 信 云 端 】

（https://www.weiyun.com/disk）后，或【google drive】，将 share link 发给本会（刘为义（wechat：
ayimalaysia））。本会将为协助申请学生报名及邮寄材料至北京。

3. 通过校友会报名截止日期：2019 年 4 月 25 日（艺术类专业），5 月 15 日（普通类专业）。

4. 申请人在办理申请同时，请汇款行政费马币 150 令吉至 MAYBANK：5147 6731 7965（Persatuan Alumni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Malaysia）。汇款成功后，请将汇款单的图片一起存进 folder。核实后本

会方办理下一步申请手续。

5. 无论录取与否，所寄申请材料及行政费不退。

6. 任何询问，请联系中国传媒大学校友会 018-2266388 / 012-3028190，或微信联系（wechat：ayimalaysia），
或到校友会面子书（fb.com/cucaam）PM 留言。

感谢您的申请

THANK YOU FOR YOUR APPLICATION

备注 （由校友会填写）

Remarks ( filled by CUCAAM )

提交日期：

补充材料：

报名费 ： （汇款日期）

mailto:将】及扫描成【JPG】，电邮至cucmalaysia@gmail.com
mailto:将】及扫描成【JPG】，电邮至cucmalaysia@gmail.com
mailto:将】及扫描成【JPG】，电邮至cucmalaysia@gmail.com


《担保人保证书》须打印成一页，在里头填写及签字后，再扫描成 jpg 档提交给校友会。

担保人保证书

（担保人可以是父母或亲戚朋友，国籍不限，但是学生不能做担保人）

Emergency contact (Can be a parent or relative of the applicant, out of China, or in China.
Student cannot be the contact)

我愿做 （国家）留学生（姓名） 在

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期间的担保人，并保证下列各项：

1：监督该生不做来华学习目的以外的活动，并督促该生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督促该生努力学习并遵守中国传媒大学的各项规章制度。

3：督促该生按时交纳各项费用。如果该生不能支付有关费用时，由我负责支付。

4：负责该生在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期间发生意外事故的处理工作。

I like to be guarantor of (name), Citizen of (Country),
during his/her study a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guarantee the following items:
1：Supervise the above-mentioned student to observe the law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Urge the above-mentioned student to study hard and observe rules and regulation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3：Urge the above-mentioned student to pay the relevant fee. When the above-mentioned student can't pay, I will pay
for him/her.
4： Be responsible to handle emergency and accident on the above-mentioned student during his/her study a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姓名/Name:

国籍/Nationality: ，与本人关系/Relationship to the applicant:

永久通讯地址/Permanent Mailing Address:

单位/Name of employer:

电话/Tel (住宅/home) : (办公室/office) :

电子信箱/E-mail:

签名/Signature of Guarantor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