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麻坡中化中學 

__________年助學金申請表 

I. 申請者個人資料

姓名: 學號: I/C: 

班級: 性別:男/女 種族:華/巫/印/其他 家長 學生 

手機號: 電話(家): 照片 照片 

地址: 
(以父親照片 

优先) 

目前申請狀況(若填寫不實,將被取消資格) 2017年工讀狀況 

   今年第一次申請 去年申請獲批,今     

年再次申請 
工讀處室________________ 

工讀表現評估 

* 處室負責老師核實

    理想    一般    不理想 

簽名: 

職稱: 

   去年曾申請,但不獲批准 

以往獲得資助狀況 

( ) 年 全免 7期 

無 

( ) 年 全免 7期 

( ) 年 全免 7期 

( ) 年 全免 7期 

( ) 年 全免 7期    無工讀記錄 

II. 申請者學業狀況(須附上上學年成績單影印本)請勾選 √

1. 上學年就讀: 1. 華小  2.    國中  3.    其他獨中  4.    本校 班 

2. * 升級情況: 1. 升班  * 初一生無需填寫此欗

3. *上學年成績: 總平均 %  操行 
*初一生請填寫 UPSR成績:

(  )A(  )B(  )C(  )D(  )E

III. 家庭概況

父親 

姓名 

(中) I/C 手機號 

(英) 職業 家用電話 

母親 

姓名 

(中) I/C 手機號 

(英) 職業 家用電話 

監護人 

姓名 

(中) I/C 手機號 

(英) 職業 家用電話 

* 申請者与監護人關系(必須填寫):親戚關系 其他: 

收 

入 

稱謂 姓名 公司/機構 職位 薪金 備註 

父 RM 

母 RM 

RM 

RM 

其他 

收入 

政府補助 (款項: ) 親友濟助 (款項: ) 

   社團補助 (款項: ) 其他     (款項: ) 



IV. 尚在求學者資料:稱謂、姓名、學校、班級/院系(其他基金) 

 

 

支 

 

 

 

出 

 

 

 

每 

月 

教 

育 

開 

銷 

 

稱謂 姓名 學校 班級/院系 
每月費用 

RM 

如享有本校或其

他獎助學金者,請

註明其名稱 

      

      

      

      

總額 : RM 

其他 

 

支出 

補習開銷 RM 生活費 RM 

醫藥費 RM 其他 RM 

V. 住家狀況 

(1)居住情況 自購     (每月供 RM         )        已供完 

租屋     (每月供 RM         )     祖屋(不需付費) 

(2)房屋狀況     單層花園屋       雙層花園屋       公寓        組屋         新村屋  

 

    木屋       獨立式        半獨式            其他:______________ 

VI. 聯課活動，校內外活動／比賽近一年的表現。自述 

 

VII. 才藝班(樂器、電腦、舞蹈、美術、游泳、球類) 

無 有 每月學費 

RM__________   

VIII. 申請原因(申請者須親自填寫) 

 

 

*  我僅此簽名証實以上所填寫之資料屬實，若有虛造，愿接受被取消申請或受惠資格。若成為受

惠者，本人愿意接受課后、校外特殊項目的服務，以行動感謝各界人士對本人的資助。 

 

申請者姓名：＿＿＿＿＿＿＿＿＿ 簽名：＿＿＿＿＿＿＿＿＿  日期：＿＿＿＿＿＿＿ 

 

 

家長姓名：＿＿＿＿＿＿＿＿＿＿   簽名：＿＿＿＿＿＿＿＿＿  日期：＿＿＿＿＿＿＿ 



麻麻坡中化中學 

__________年助學金申請表 

I. 申請者個人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    ) 性別:男/女 

班級:______________ 種族:華/巫/印/其他 

II. 申請者須注意事項

(A) 須以正楷填寫表格，偽造資料者將被取消申請／受惠資格。

(B) 資料或附件不完整者，行政單位有權不接受申請。

(C) 所有受惠者，必須遵從留校服務事宜，服務形式依客觀需要而定。

(D) 凡被記兩個小過者，將被取消受惠資格。

(E) 家長或監護人必須附上下列文件：

(1) 薪水單（近兩個月）

(2) EA FORM或 BE FORM

(3) 近兩個月的水費單、電費單、電話單影印本

(4) 產業稅／門牌稅（Cukai Harta Tanah）影印本或房租合同及房租收据影印本

（租房者必須提供）

(5) 上學年成績單

(6) 服務公司／僱主名稱及電話

(F) 如有須要，申請者之父母需在接到通知后到校出席審核面試，否則恕不予處理。

＝＝＝＝＝＝＝＝＝＝＝＝** 下欄由訓育處填寫 **＝＝＝＝＝＝＝＝＝＝＝＝＝ 

序 文件名稱   請勾選 √ 備注說明 

有 無 

1 薪水單影印本(近兩個月) 

2 EA FORM 

3 BE FORM 

4 水費單影印本(近兩個月) 

5 電費單影印本(近兩個月) 

6 電話單影印本(近兩個月) 

7 產業稅/門牌稅影印本 

8 房租合同 

9 房租收据 

10 上學年成績單影印本 

11 服務公司/僱主名稱及電話 

1 

据實呈報即珍惜華教資源、感恩熱心華教者。若資料不屬實，將被立即取消申請

／受惠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