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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you need a Foundation?

为什么要修读预科？



你将踏入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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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
汉语是日常生活和
学习中使用最多的
语言。

数学等学科基础知识是攻读
大学学位重要的先决条件。

文化差异不仅体现在生活中，更触及
学术交流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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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境
挑战例子



学术汉语的挑战

一种商品的市场需求量和市场供给量相等的时候，产生的

价格就是均衡价格。这时候的供求数量就是均衡数量。”

“在微观经济学中，商品的价格是指商品的均衡价格。

◆ 大多数情况下，汉语不但是日常生活最主要用语，

也是专业学习中所最常使用的语言。

◆ 专业课老师不对语言做专门讲解，学生必须具备使

用专业的学术汉语作为学习用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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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 Math in China Indonesia Malaysia Thailand Mexico

集合与不等式 N(部分) Y Y N

函数的基本性质 N(部分) Y Y Y

指数函数、幂函数与对数函数 Y Y Y N

三角函数的概念和性质 Y Y Y Y

三角恒等变换与三角函数应用 Y N N N

数列 Y Y Y Y

直线与方程 N(部分) Y N Y

圆锥曲线 Y N N Y

必不可少的数学

◆ 中国大学大多数本科专业要求修读高等数学；

◆ 来华留学生的数学水平参差不齐，多数在所学范围和深度上

均与中国高中要求存在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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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中国学习

Benjawan Viboonsang (泰国)

2016-2017学年上政CCN- IFP中心毕业生
目前就读于天津大学建筑设计专业

“ 我发现中国的同学很会准备考试。他们知道大
概会考什么、怎么在书上找到要点。我还没掌
握这种方法。"

Zaoui Aya (摩洛哥) 

2017-2018学年天大CCN-IFP中心毕业生
目前就读于天津大学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

“ 来中国以前，我完全无法想象怎么跟中国同学
在一个教室里学习。我花了整整一年才适应怎
么像中国人一样勤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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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进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

◆ 2010年9月，教育部出台《留学中国计划》，力争在2020年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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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进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

◆ 2018年中国发布《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中，特别提到“预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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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应当重视发挥预科教育在提高

本科生源质量、扩大生源规模上的作用，积极

开展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高等学校可开设预

科教育项目，招收符合适当标准的来华留学生，

进行汉语和学科基础知识教学，使来华留学生

达到本科入学标准、适应在华学习生活。高等

学校的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项目应当满足相应

教育教学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



中国推进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

来华留学政策法规日趋完善、门槛逐渐提高。

◆ 更加注重提高国际化水平

◆ 不再盲目追求来华留学生规模，在保持数量的基础
上也要关注质量

◆ 对国际学生身份的认定越来越严格

◆ 将逐步通过来华留学生考试、面试审核能力，维系
主体教育公平性

◆ 要求基本中文能力、学术能力、文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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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出台的政策法规：

⚫ 2017年《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

⚫ 2018年《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

⚫ 2020年修订版《关于规范我高等学校接受国际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



我们由综合实力高和具备国际知名

度的28所中国大学在2016年创立，截

至目前加入联盟的大学已增至37所。

* 被纳入上述教育计划中的院校在生源质量、教学水平、资
源优势等等诸多方面都遥遥领先其他院校

成员大学遍布中国主要大城市，外国学生通过 CCN 申请
入学将获得优先录取优势：

C9 League 5，14%

Project 985 14，38%

Project 211 24，65%
Double First-Class 

Initiative 24，65%

北京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北京交通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上海
• 复旦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
• 上海大学
• 上海师范大学
• 上海政法学院

华北
• 南开大学
• 天津大学

华中
•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华东
• 浙江大学
• 东南大学
• 山东大学
•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 南京农业大学
• 杭州师范大学

(阿里巴巴商学院)
• 江苏大学
• 浙江工商大学

华南
• 广西师范大学
• 华南理工大学
• 南方医科大学

西南
• 贵州大学
• 四川大学

西北
• 西安交通大学
• 西北工业大学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 西安石油大学
• 兰州理工大学

东北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东北师范大学
• 黑龙江大学
• 长春理工大学
• 北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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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中国预科教育联盟的诞生



Why CCN IFP?

读预科, 为何选CCN？



关于 CCN 预科

CCN 国际预科中文授课项目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Programme，IFP）是为有意向
到中国大学接受学位教育的国际
学生做好全方位准备的桥梁课程，
同时为成员大学输送优质生源。

从学位层次划分，IFP 分为：

• 本科预科课程
IFP for Undergraduate Study（IFP UG）

注重弥补高中学科知识的不足，并提前
进行部分大学先修课程。

• 硕研预科课程
IFP for Postgraduate Study（IFP PG）

注重培养学生了解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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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优势所在

多样选择

国内外预科中心

顶尖中国大学

多学科专业

不止于预科

教育+技术

IBP 预科毕业生支持

DCP 数字创业培训

其他优势

非一般录取流程

成员大学优先录取

独家奖学金机会

卓越质量

顶尖研发团队

优秀师资队伍

严格的质量保障体系

全球认可

多校合作共建模式

中国大学广泛认可

毕业生成绩优异



全球认可

中国大学广泛认可
IFP 是你通往中国名校及奖学金的最佳管道，它
已被 37 所中国知名大学认可，各校基于学生
IFP 成绩予以录取、评审奖学金。

北京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北京交通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上海
• 复旦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
• 上海大学
• 上海师范大学
• 上海政法学院

华北
• 南开大学
• 天津大学

华中
•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华东
• 浙江大学
• 东南大学
• 山东大学
•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 南京农业大学
• 杭州师范大学

(阿里巴巴商学院)
• 江苏大学
• 浙江工商大学

华南
• 广西师范大学
• 华南理工大学
• 南方医科大学

西南
• 贵州大学
• 四川大学

西北
• 西安交通大学
• 西北工业大学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 西安石油大学
• 兰州理工大学

东北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东北师范大学
• 黑龙江大学
• 长春理工大学
• 北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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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联盟 5, 14%

985工程 14, 38% 211工程 24, 65%

双一流建设 24, 65%



拉丁美洲
■ 墨西哥
■ 哥伦比亚

中亚
■ 哈萨克斯坦
■ 乌兹别克斯坦

东南亚
■ 泰国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
■ 老挝

欧洲
■ 俄罗斯
■ 匈牙利
■ 波兰

非洲
■ 摩洛哥

东亚
■ 蒙古

中东
■ 迪拜

南亚
■ 孟加拉

超过 3,000 名来华留学生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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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认可

毕业生成绩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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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学年，CCN IFP毕业生的大学录取
情况和奖学金获取结果如下：

• 60%以上的毕业生进入985和211大学；

• 约75%的毕业生获得了至少学费全免的奖
学金。

其中，马来西亚学生的表现更不俗！

• 100%以上的毕业生进入985和211大学；

• 100%的毕业生获得了不同等级的奖学金。

自费

9%

A3/A4

17%

A1/A2

35%

A0

39%

* 在CCN奖学金体系中，A0等级代表学费全免外加补贴，A1与A2等
级代表学费全免。



卓越质量

顶尖研发团队

1

3

2

首个IFP课程体系重在标准化，

反映来华留学生的一般特征

标准项目课程

国别化课程

针对不同生源国学生的

语言和基础知识面貌，

课程体系进行了国别化

区分
为满足具有更高学术目标

的学生需求，专门开发了

IFP+等新课程体系，其

学时更长，内容更加丰富

个性化定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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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P 的研发团队具备丰富的来华留学预科开
发和教学经验，团队不断优化预科课程体系、
提升教学效果：

• 天津大学：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预科项目
的首批成员高校，来华留学预科课程研发与实
施的先行者；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国内财经与贸易领
域的顶尖高校；国际商务汉语教学与资源开发
基地；

•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首批985院校（9所）之
一；2020年中国大学排名第6，QS世界排名
第47；

• 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首批985院校（9所）
之一，工程与计算机等专业全国领先；

• ……



IFP 老师专业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

• 30% 汉语老师具备10年以上留学生教学
经验；

• 50% 老师具备5年以上留学生教学经验；

• 80% 老师也在中国大学教授本科和硕研
阶段学位课程。

卓越质量

优秀师资队伍

P 20



卓越质量

所有的 IFP 中心均严格遵循统一质量标准：

• 课程、资源及教学过程必须达到共同要求；

• 教学与考试由 CCN 学术管理中心与外部
专家全程监督评审。

严格的质量保障体系

学术委员会
第一级质量监控

CCN 国际预科中心 (国内&海外)
第三级质量监控

学术管理中心
第二级质量监控

项目建设委员会 教学管理委员会 考试委员会

审核中心规划筹备
监督中心教学管理

开发建设新项目
改进优化旧项目

认定考试结果
评估试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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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质量 各成员高校借助丰富的留学生课程研发和教学
经验共同参与课程体系建设

完善的教学体系 培养方案 教材 教学大纲 学习指导 习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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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质量 各预科中心定期组织教学研讨活动，统一教学
实施标准，研究教学挑战与应对方案，追求教
学质量最大化追求高水平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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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选择

CCN 国际预科中心（CCN IFP Centre）是
预科教学主要场所，每年都为成员大学输送
高质量预科毕业生。

遍及全球的预科中心（截止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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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3 所

中国华东：4 所

俄罗斯：1 所

中国华北：1 所

泰国：1 所

墨西哥：1 所

中国东北：2 所

乌兹别克斯坦：1 所

蒙古：1 所



多样选择

预科中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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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形式包括讲座、研讨、小组学习等，课外
时间也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安排集体学习活动。
学生还需安排时间独立完成各类作业与任务。



多样选择

预科中心现场（线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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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形式包括讲座、研讨、小组学习等，课外
时间也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安排集体学习活动。
学生还需安排时间独立完成各类作业与任务。



多样选择

CCN 大学的海量专业可供选择：

• IFP 商科、工科与人文方向对应大学不同
专业门类；

• CCN 大学招录体系助你在众多选择中找
到理想的大学与专业。

多学科专业选择

管理学

经济学

教育学

法学

工学

理学

* 上述学科门类仅为部分示例；有更多门类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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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选择

热门专业

P 28

商科方向

国际经济与贸易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电子商务 E-commerce

市场营销 Marketing

工商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金融学 Finance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旅游管理 Tourism Management

物流管理 Logistic Management

经济学 Economics

行政管理 Public Administration

人文方向

汉语言文学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商务汉语 Business Chinese

汉语国际教育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汉语言 Chinese Language

新闻学 Journalism

数字媒体 Digital Media

网络与新媒体 Network and New Media

国际政治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法学 Law

视觉传达设计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理工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机械工程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Big Data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化学工程与工艺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软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物联网工程
Internet of Things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CCN 大学招录体系助你在众多选择中找到理想
的大学与专业



不止于预科

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 CCN 数字校园
（CCN Digital Campus）赋能师生，线上
与课堂教学相互配合，助力教学提质增效：

• 随时随地获取教学资源；

• 智能题库支撑个性化教学；

• 学生表现及时与老师和学生共享。

最先进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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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于预科

Post-IFP

P 30

大学一年级对外国学生至关重要，学生须付
出最大的努力以适应中国大学学习环境和节
奏，确保学业顺利进行。

• Post-IFP，亦称 International Boosters 
Programme (IBP)，是由 CCN 专门为了
促进学生在华学习而量身设计的学习模块，
它将通过线上对大一学生开放。

• IBP 在线课程会包括高等数学、管理学、
计算机导论（中国大学一年级普遍必修科
目）及各类专业课程对应的学科专业汉语。



不止于预科

Post-I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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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N IBP 将赋予学生学习优势：

• 量身定制与学位课程相匹配的学习计划

• 在 CCN Digital Campus 上使用精致的
在线模块进行自步学习（Self-paced 
Learning）

• IBP 课程导师提供 Q&A 答疑，帮助解决
您对在线模块的学习疑问



不止于预科

Digital China Programme 数字创业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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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校企合作，将行业企业需求的内容前置
到校园完成，让学生提前获得职业化转变，
实现人才、大学和企业协同发展：

• 数字经济专题培训，近距离深度探索行业
人才观与数字时代下的行业变革；

• 行业大咖面对面帮助你建立数字意识与思
维方式，启发你未来职业发展机会；

• 真实项目数字创业实践机会，感受浓厚的
创新创业氛围，动手为企业产品提供数字
化商业计划与进行路演，提高项目策划与
实践意识，甚至成为企业项目合伙人。



非一般招录流程

提前本科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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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上，学生需要先完成大学预科以后，
才能开始申请本科入学及奖学金。

• CCN 优化招录方式：

• 申请特定成员院校本科专业，有机会
直接取得预科录取＋本科预录取；

• 同时，在预科开学前获得该本科院校
的本科奖学金有条件录取。

* 学生需要按照CCN与相关大学共同确定的标准提交申请材料，并在需要的情
形下，在入读预科前完成本科面试考核。



奖学金机会

参与 IFP 的学生被承诺：

• 录取保证：当以合格的 IFP 毕业成绩（平
均分60%、学术汉语60%）完成 IFP，则
保证被至少一所 CCN 成员大学录取。

• 奖学金保证：当学生达到奖学金有条件通
知书 (Scholarship Conditional Offer) 
中规定的特定条件，将保证学生取得该通
知书上所列出的奖学金。

保证与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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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届马来西亚籍学生表现十分亮眼：

指标 2020 届 2021 届 2022 届

预科毕业率 100% 100% 100%

本 科
录取率

985／211 高校 92% 100% 100%

非 985／211 高校 8% 0% 0%

奖学金
情 况

100%本科学费以上 46% 68% 68%

100%本科学费 54% 5% 15%

50%本科学费 0% 27% 15%

自费 0% 0% 2%

* 以上数据不含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录取数据。

* 学生须提前提呈本科志愿，其奖学金资格按CCN与相关大学共同确定的录取
标准进行评估，以便在入读预科前获得奖学金有条件通知书。
* 上述保证不适用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杭
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申请者。



P 37

为来华留学生做好全方位准备，为成员大学培育优质生源

• 本科预科生基础学科知识水平至
少达到中国普通高中毕业要求

• 硕研预科生熟悉学位学习所需的
学术研究方法

• 理解出国学习的难度与强度

• 熟悉中国大学对国际学生的培养
和支持体系

• 养成高效的学习方法，提前做好
心理预期和学习准备

• 综合汉语水平达到指定要求

• 专业汉语实现对专业科目教学
语言的较高覆盖

• 具备职业规划意识

• 建立个人职业发展与来华留学
的命运共同体

培养目标

CCN IFP 培养目标



Teaching & Learning Arrangement 

for IFP Undergraduate

本科预科教学安排
只适用于马来西亚学生 B3 路径预科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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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时间安排以当年教学年历为准；
• 除期中考试与毕业考试外，IFP全程设置各类形成性评价考试。

四月份开学，开学后
进行开学礼与开始预科教学

预科开学&入学教育
01 02

03

07

0504

5月

7月

第一次月度学习成果统一评估

月考 1

第一阶段学习成果的评估

期中考试

第二次月度学习成果统一评估

月考 2

4月

预科学习完成后的总结评价

毕业考试 1

06 预科学习完成后的总结评价

毕业考试 2

8月

预科同年九月本科开学
大一阶段获得IBP学习资源
与参与学习活动
大三阶段进行DCP数字创业
者培训 (自费参与)

进入本科（Post-IFP）
08

取得预科毕业证书

预科毕业

6月

9月

8月

升学路线（B3路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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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就读:
数学、物理、化学

、生物学…等

毕业后就读: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国际经济与贸
易、金融学、经济学、市场营销…
等

毕业后就读:
网络与新媒体、新闻学、
汉语言、中国文学、教育

学、哲学、历史…等

毕业后就读:
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人工智能、通信工
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等

◆ 预科阶段，学生将被分流至其中一个学习方向的预科班级。

预科学习方向



工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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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课程 学习内容 学时 占比

学术汉语
数学专业汉语 与数学相关的特定词汇和语法 48 9%

物理专业汉语 与物理相关的特定词汇和语法 48 9%

基础知识
数学 II

函数、三角函数、直线与圆锥曲线方程等中国高中数学
相关知识

168 31%

物理 I 中国高中物理相关知识 54 10%

先修知识
高数 III

导数、极限、一元函数微积分等中国高中理科数学和大
学本科一年级高等数学相关知识

168 31%

物理 II 中国大学本科一年级大学物理相关知识 54 10%

备注：
1. 各专业单独成班人数要求12-15人。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CCN国际预科中心会适度调整课程设置，帮助学生得到最好的学习成果。
2. 若独中生源具备单独成班人数，则专门开设B4路径，免修但不免考学术汉语模块课程。
3. CCN-UEA 校企合作项目本科录取者，将额外获得60课时，学生将额外增加60课时强化课程。

IFP 课程设置（B3路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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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课程 学习内容 学时 占比

学术汉语
数学专业汉语 与数学相关的特定词汇和语法 48 9%

商科专业汉语 与经济学和商务学相关的特定词汇和语法 48 9%

基础知识 数学 II
函数、三角函数、直线与圆锥曲线方程等中国高中数学
相关知识

168 31%

先修知识

高数 III
导数、极限、一元函数微积分等中国高中理科数学和大
学本科一年级高等数学相关知识

168 31%

经济与商务学
中国大学低年级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国际商务的
部分入门知识

108 20%

商科方向

备注：
1. 各专业单独成班人数要求12-15人。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CCN国际预科中心会适度调整课程设置，帮助学生得到最好的学习成果。
2. 若独中生源具备单独成班人数，则专门开设B4路径，免修但不免考学术汉语模块课程。
3. CCN-UEA 校企合作项目本科录取者，将额外获得60课时，学生将额外增加60课时强化课程。

IFP 课程设置（B3路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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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课程 学习内容 学时 占比

学术汉语
高级汉语阅读与写作 汉语准确理解和表达以及写作技能训练 108 20%

人文专业汉语 与人文与社会学相关的特定词汇和语法 124 23%

基础知识 数学 II
函数、三角函数、直线与圆锥曲线方程等中国高中数学
相关知识

168 31%

先修知识
高数 III

导数、极限、一元函数微积分等中国高中理科数学和大
学本科一年级高等数学相关知识

70 13%

人文与社会学 中国大学低年级人文与社会学的部分入门知识 70 13%

人文方向

备注：
1. 各专业单独成班人数要求12-15人。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CCN国际预科中心会适度调整课程设置，帮助学生得到最好的学习成果。
2. 若独中生源具备单独成班人数，则专门开设B4路径，免修但不免考学术汉语模块课程。
3. CCN-UEA 校企合作项目本科录取者，将额外获得60课时，学生将额外增加60课时强化课程。

IFP 课程设置（B3路径为例）



IFP 教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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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P 学生平均每周至少需要进行 30 节课
（每节 45-50 分钟），组织形式包括讲座、
研讨、小组学习等；

• 课堂教学时间以外，学生将参与预科中心组
织的课外学习活动*；

• 学生还需安排充足时间，独立完成教师安排
的课后布置作业等任务。

备注：
1. 各预科中心的课外学习活动时间和方式不同，以当年中心安排为准。
2. 请注意，IFP 全日制课程要求学生有足够的学习时间投入，以确保其学习

成果。那些有全职或兼职工作的申请者，请提前规划好学习时间。
* 以上日历内容仅供参考

高强度学习



各课程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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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P 考试评估

• 每门课程的总分由几个部分构成：

• 每次课的出勤表现

• 统一组织的月考

• 统一组织的阶段考试

• 统一组织的毕业考试

• 所有考试均为机考，通过 CCN Digital 
Campus 的在线考试平台进行。

评估角度 阶段一 阶段二

课程出勤 10% 30%

月考 20% 20%

阶段考试 30% 20%

毕业考试 50% 30%

合计100% 合计100%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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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P 考试评估

• 毕业成绩是基于各课程得分计算的。

• 学生需同时满足3个要求以从 IFP 毕业：

• 阶段一学术汉语成绩 ≥ 60%；

• 阶段一所有课程总平均成绩 ≥ 60%；

• 阶段二所有课程总平均成绩 ≥ 60%；

* 以上证书内容和式样仅供参考



Admission Guide

IFP标准项目申请指南
（COS中国机会奖学金计划）



招生对象

高中学历

◼ SPM 或同等资格，成绩达到 5C 或以上；

◼ UEC 或同等资格，五门成绩 40 点以内。

高中必修科目（要求成绩合格）

◼ 理工方向：高等数学、理科类 (物理、化学、生物)

◼ 商科方向：数学、商科类 (商务学、经济学等)

◼ 人文方向：数学、文科类 (历史、地理等)

汉语能力

◼ 程度至少达到 HSK 六级或同等水平。
无 HSK 证书者应当在高中阶段和毕业统一考试中取得中文科成绩。

高中
学历

高中

必修科目

汉语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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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

◼ 将下述材料清晰彩色扫描为 PDF 文件后电邮至 apply@ccneducation.com.my 提交申请。

材 料 说 明

1 CCN入学申请表 表格下载链接

2 头像照片 白底、免冠、尺寸3.3㎝× 4.8㎝

3 护照 有效期应当至少一年，将第二页 (签名页) & 第三页 (个人信息页) 扫描在同一页面

4 毕业证书 尚未毕业者，须提供校方开具的预毕业证明信函(模板下载链接)

5 在校成绩单 从高中第一年开始收集

6 毕业文凭考试成绩单 SPM／UEC／其它，尚未获得正式成绩者须提交预考成绩单

* CCN Malaysia 有权根据成员学校要求向学生增加收取其它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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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会奖学金 China Opportunity Scholarship (COS)

◼ 这是一项由留学中国预科教育联盟

（CCN）秘书处联合成员大学发起

的奖学金计划，旨在资助即将进入

联盟成员大学就读学位课程的学习

成绩优异生！

◼ 所有奖学金名额将在申请人被预科

录取时，由 CCN 奖学金委员会根

据与各校共同制定的标准，以先申

请、先审批的原则配对，预先保留

给预科录取者。
•每年各成员大学投放出 COS 名额有限，各校保有配置全部或部分等级之权利；
•上述提及的SPM／UEC成绩要求仅供参考，以各校实际要求为准；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并不参与COS计划。

COS 奖学金
等级和待遇

SPM 

最低要求
UEC

最低要求

A1
100% 本科学费
(985／211 大学)

5B+ 30点

A2
100% 本科学费

(非 985／211 大学)

A3 50% 本科学费

5C+ 35点

A4 50% 本科学费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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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流程

阶 段 说 明

Before 

IFP

University & 

Programme Choices

申请人从 CCN 专业目录中，挑选两所不同的成员大学作为本科志愿，其中原则：
⁃ 第一志愿的本科录取要求须高于第二志愿；
⁃ 其中一个志愿须是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石油大学／天津大学／江苏大学。

Application 

Submission

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给 CCN Malaysia，材料检查无误后向上呈交至 CCN 秘书处和国际预科
中心以确认预科入学资格和中国机会奖学金(COS)资格。

CCN Offer Issued CCN Malaysia 向被录取者电邮发出 CCN Offer & COS Conditional Offer。申请人可从中知道自
己是否获得两个志愿大学 COS 本科奖学金保留名额和奖学金录取保证条件。

Acceptance of Offers 学生在取得 Offers 的两周内决定是否接受录取。
接受录取的学生，须国际电汇缴纳 IFP 项目费用 First Payment 至 CCN 秘书处。

Admission Notice 

Issued

CCN Malaysia 向接受录取者电邮发出预科录取通知书。
学生需要在两周内国际电汇缴纳 IFP 项目费用 Second Payment 至 CCN 秘书处。

During 

IFP

IFP Registration 学生在预科开学前两周内按指示完成预科中心报到注册手续，并在开学日获得课程表。

IFP Studies 学生按照课程表准时上下课，全力以赴参与学习活动以及通过各类预科考核。完成课程和考
核后，学生将取得 IFP 毕业成绩。符合资格者将得到毕业证书。

Pre-admissions for 

Undergraduate

预科学习期间，CCN 秘书处将协助成员大学提前进行本科入学资格预审。若有必要，学生须
参与本身志愿学校举办的本科面试和提交其它申请材料。

After IFP Final Admission for 

Undergraduate

CCN 秘书处将学生 IFP 毕业成绩发送给第一志愿与第二志愿学校，并确定最终本科录取院校。
学生取得最终录取院校的本科录取通知书，并开始以 COS 奖学金在该校学习本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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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綵蔚（马来西亚国中生）
复旦大学，汉语言 (对外商务汉语方向) 专业

CCN IFP：B3 路径 人文方向

中学：SMK Convent Bukit Nanas

“对我来说，IFP 是一条世界名校

的快速直通车，只用四个月就完成

预备课程。像复旦大学这样的院校

本身是不开设预科班的，如果没有

IFP，我就没法申请”

叶家成（马来西亚独中生）
上海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CCN IFP：B3 路径 商科方向

中学：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对我们没有学过中国高数的人来
说，在这么短短 4 个月的时间内，
IFP 老师相互协作，层层递进地让
我们们更容易理解高数的概念，我
们学习的效果很明显，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进步很大”

林宇丰（马来西亚国际学校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CCN IFP：B3 路径 工科方向

中学：Cornerstone Centre for Excellence

“IFP 的课程和中国高中体系很接

近，与中国大学课程衔接得很好，

让我这样一个马来西亚国际学校毕

业生进入中国大学后，与中国同学

一起学习没有什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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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N 马来西亚籍预科生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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