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事项： 

1. 一般学校的成绩单和此范本排版一致，若你的成绩单和此范本排版有差异，

请以本身的成绩单原件为依据制作翻译件。 

2. 部分学校提供的成绩单是一张纸上显示该学年每次考试的成绩单，如果有此

类成绩单请优先使用它来进行翻译（否则成绩单数量加起来会很多）。 

3. 如果你的成绩单上各科目都有中文翻译，则可以提交原件，无需制作这份翻

译件。 

4. 请 确 保 所 填 写 的 资 料 正 确 无 误 。 课 程 的 名 称 可 以 参 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 

5. 翻译科目和成绩时，请按照自己成绩单上科目的顺序进行排序。 

6. 打印前，请将字体全部换成黑色。另外，请确保每张成绩单内容只是出现在

同一个页面，即在一页显示完整的成绩单，不要分页。 

7. 完成翻译后，学生需要复印一张马来文原件和打印一张这份翻译件，请学校

在这两份文件上盖章后提交给 CCN 升学辅导老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 中文翻译件 ] 

XXX 国民中学 

2018 年 年初考试成绩单 

 

姓名 ：YOUR NAME 年级 ：五年级 

身份证号码 ：IC NUMBER 性别 ：男/女性 

 

序 课程 分数 等级 

1.  中文   

2.  英文   

3.  生物   

4.  马来文   

5.  物理   

6.  化学   

7.  数学   

8.  高等数学   

9.  体育和健康教育   

10.  道德教育   

11.  历史   

12.  公民教育   

注册课程数量 :  总分数 :  

班级排名 :    

全级排名 :  百分比 :  

出勤 : /天 学校平均等级 :  

整体成就 : ? [A+] ? [A] ? 

[A-] ? [B+] ? [B] 

考核结果 : 通过 

班主任评语： 

学生 

 

班主任签名 

(NAME) 

校长签名 

(NAME) 

监护人签名 

(NAME) 

 

  



[ 中文翻译件 ] 

XXX 国民中学 

2018 年 年中考试成绩单 

 

姓名 ：YOUR NAME 年级 ：五年级 

身份证号码 ：IC NUMBER 性别 ：男/女性 

 

序 课程 分数 等级 

1.  中文   

2.  英文   

3.  生物   

4.  马来文   

5.  物理   

6.  化学   

7.  数学   

8.  高等数学   

9.  体育和健康教育   

10.  道德教育   

11.  历史   

12.  公民教育   

注册课程数量 :  总分数 :  

班级排名 :    

全级排名 :  百分比 :  

出勤 : /天 学校平均等级 :  

整体成就 : ? [A+] ? [A] ? 

[A-] ? [B+] ? [B] 

考核结果 : 通过 

班主任评语： 

学生 

 

班主任签名 

(NAME) 

校长签名 

(NAME) 

监护人签名 

(NAME) 

 

  



  [ 中文翻译件 ] 

XXX 国民中学 

2018 年 年末考试成绩单 

 

姓名 ：YOUR NAME 年级 ：五年级 

身份证号码 ：IC NUMBER 性别 ：男/女性 

 

序 课程 分数 等级 

1.  中文   

2.  英文   

3.  生物   

4.  马来文   

5.  物理   

6.  化学   

7.  数学   

8.  高等数学   

9.  体育和健康教育   

10.  道德教育   

11.  历史   

12.  公民教育   

注册课程数量 :  总分数 :  

班级排名 :    

全级排名 :  百分比 :  

出勤 : /天 学校平均等级 :  

整体成就 : ? [A+] ? [A] ? 

[A-] ? [B+] ? [B] 

考核结果 : 通过 

班主任评语： 

学生 

 

班主任签名 

(NAME) 

校长签名 

(NAME) 

监护人签名 

(NAME) 

 

  



  [ 中文翻译件 ] 

XXX 国民中学 

2019 年 年初考试成绩单 

 

姓名 ：YOUR NAME 年级 ：五年级 

身份证号码 ：IC NUMBER 性别 ：男/女性 

 

序 课程 分数 等级 

1.  中文   

2.  英文   

3.  生物   

4.  马来文   

5.  物理   

6.  化学   

7.  数学   

8.  高等数学   

9.  体育和健康教育   

10.  道德教育   

11.  历史   

12.  公民教育   

注册课程数量 :  总分数 :  

班级排名 :    

全级排名 :  百分比 :  

出勤 : /天 学校平均等级 :  

整体成就 : ? [A+] ? [A] ? 

[A-] ? [B+] ? [B] 

考核结果 : 通过 

班主任评语： 

学生 

 

班主任签名 

(NAME) 

校长签名 

(NAME) 

监护人签名 

(NAME) 

 

  



  [ 中文翻译件 ] 

XXX 国民中学 

2019 年 年中考试成绩单 

 

姓名 ：YOUR NAME 年级 ：五年级 

身份证号码 ：IC NUMBER 性别 ：男/女性 

 

序 课程 分数 等级 

1.  中文   

2.  英文   

3.  生物   

4.  马来文   

5.  物理   

6.  化学   

7.  数学   

8.  高等数学   

9.  体育和健康教育   

10.  道德教育   

11.  历史   

12.  公民教育   

注册课程数量 :  总分数 :  

班级排名 :    

全级排名 :  百分比 :  

出勤 : /天 学校平均等级 :  

整体成就 : ? [A+] ? [A] ? 

[A-] ? [B+] ? [B] 

考核结果 : 通过 

班主任评语： 

学生 

 

班主任签名 

(NAME) 

校长签名 

(NAME) 

监护人签名 

(NAME) 

 

  



 [ 中文翻译件 ] 

XXX 国民中学 

20XX 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预考成绩单 

 

姓名 ：YOUR NAME 年级 ：五年级 

身份证号码 ：IC NUMBER 性别 ：男/女性 

 

序 课程 分数 等级 

1.  中文   

2.  英文   

3.  生物   

4.  马来文   

5.  物理   

6.  化学   

7.  数学   

8.  高等数学   

9.  道德教育   

10.  历史   

注册课程数量 :  总分数 :  

班级排名 :    

全级排名 :  百分比 :  

出勤 : /天 学校平均等级 :  

整体成就 : ? [A+] ? [A] ? 

[A-] ? [B+] ? [B] 

考核结果 : 通过 

班主任评语： 

学生 

 

班主任签名 

(NAME) 

校长签名 

(NAME) 

监护人签名 

(NAME) 

 

 



注意事项： 

1. 这份范本适用于 SPM 临时成绩单，若你已经获得 SPM 文凭，请采用相应的范本。 

2. 请确保所填写的资料正确无误。常用的词汇有： 

a) 等级：A＋（最高等卓越）、A  （高等卓越）、A－（卓越）、B＋（最高等良好）、B  （高等良好）、C＋（上等良好）、C  （良

好）、D（上等及格）、E（及格） 

b) 课程：请参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3. 翻译科目和成绩时，请按照自己成绩单上科目的顺序进行排序。 

4. 打印前，请将字体全部换成黑色。另外，请确保内容只是出现在同一个页面，即在一页显示完整的成绩单，不要分页。 

5. 完成翻译后，学生需要复印一张马来文原件和打印一张这份翻译件，请学校在这两份文件上盖章后提交给 CCN 升学辅导老师。 

  



[ 中 文 翻 译 件  ] 

 

     

 (RPN：13340) 考试局（LEMBAGA PEPERIKSAAN） 

马来西亚教育部（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LP/KOM.6) Pin. 1/2013  

 2019 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ijil Pelajaran Malaysia 2019）  

 姓名 ：NAMA 考生编号 ：ANGKA GILIRAN  

 身份证号码 ：NO. K/P 注册 ：8 考生种类：0  

 学校 ：SEKOLAH（写跟成绩单上一样的马来文校名）   

 课程代码 课程 等级  

 1103 马来文 A  （高等卓越）  

 1119 英文 A  （高等卓越）  

 1225 道德教育 A  （高等卓越）  

 1249 历史 A＋（最高等卓越）  

 1449 数学 A＋（最高等卓越）  

 3472 高等数学 A－（卓越）  

 4531 物理 B  （高等良好）  

 4541 化学 B＋（最高等良好）  

 4551 生物 B－（良好）  

 6351 中文 A－（卓越）  

  

1119（GCE-O）— 1A 

3756（LCCI）— 优秀 

3756 会计原理 — A —可豁免参加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会计技术考卷一考试 

 

     

 有资格获得文凭  考试局总监  

     

 



注意事项： 

1. 这份范本适用于 SPM文凭，若你还没拿到文凭只有 SPM 临时成绩单，请采

用相应的范本。 

2. 请确保所填写的资料正确无误。常用的词汇有： 

a) 等级：A＋（最高等卓越）、A  （高等卓越）、A－（卓越）、B＋（最高

等良好）、B  （高等良好）、C＋（上等良好）、C  （良好）、D（上等及

格）、E（及格） 

b) 课程：请参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3. 翻译科目和成绩时，请按照自己成绩单上科目的顺序进行排序。 

4. 打印前，请将字体全部换成黑色。另外，请确保内容只是出现在同一个页面，

即在一页显示完整的成绩单，不要分页。 

5. 完成翻译后，学生需要复印一张马来文原件和打印一张这份翻译件，请学校

在这两份文件上盖章后提交给 CCN 升学辅导老师。 

  



 

[ 中文翻译件 ] 

马来西亚教育部 

考试局 

特此说明，下述考生已参加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Sijil Pelajaran Malaysia），并

有资格接受 

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考生通过的课程考试如下所示。 

 

 

NAMA 

NO. K/P 

PD02A066 

SEKOLAH（写跟成绩单上一样的马来文校名） 

 

 

课程  等级 

1. 马来文  A  （高等卓越） 

2. 英文  A  （高等卓越） 

3. 道德教育  A  （高等卓越） 

4. 历史  A＋（最高等卓越） 

5. 数学  A＋（最高等卓越） 

6. 高等数学  A－（卓越） 

7. 物理  B  （高等良好） 

8. 化学  B＋（最高等良好） 

9. 生物  B－（良好） 

10. 中文  A－（卓越） 

 

 

 

考试课程总数: 10 

2017 年考试成绩 考试局总监 

17134145 马来西亚教育部 

A  04243333 



特别说明： 

需要此文件的 CCN 项目申请学生请向你的升

学辅导老师获取 MS WORD 文档，以便可以直

接采用和编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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