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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 2021 年度初中一新生简章 
（一）入学资格：  
华文小学应届毕业生，品行良好、成绩合格者均可报名注册成为本校新生。 

（惟有出席本校入学试且有四科成绩，并在指定日期内注册者将优先录取） 
 

（二）录取方式： 
招收初中一新生 320 名，如额满，余者列入候补名单；待有名额时，以登记顺

序、学生的兄姐在籍情形、学生成绩等综合考量录取。 
 

（三）注册费用： 

缴费项目 公民 父母皆非公民 
父母其中一人为 

本国公民 
全年学杂费(分十期缴交)  RM 3500  RM 7000  RM 5250 
第一期学费及电脑费  RM 350  RM 700  RM 525 
爱校献金  RM 100 -- -- 
入学基金 --  RM 1000  RM 1000 
学号布  RM 12  RM 12  RM 12 
新生成长生活营  RM 60  RM 60  RM 60 

缴交费用  RM  522  RM 1772  RM 1597 
 

（四）注册手续： 
i. 线上注册： 

（学生为马来西亚公民，无需依据 A 组/B 组报名时间） 

1. 汇款：将 RM522 转至 UOB 大华银行 

 Account No ：21800000XXXX（考生编号 ExamID） 

 Account Name ：MUAR CHUNG HWA HIGH SCHOOL 

 Recipient Refrence ：CHHS ENROL 2021 

2. 登入：中化入学考试【成绩查询系统】 

 考生编号 ExamID ：XXXX 

 身份证号 NIRC ：XXXXXX-XX-XXXX 

3. 点选【我要报读】 

4. 上传【汇款证明】 

5. 填妥【线上表格】，即完成手续 

6. 收到【电子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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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会计部注册： 

（达标小五生/外籍学生，必须依据 A 组/B 组报名时间） 

1. 指定时间缴费注册 

组别 注册日期 注册时间 地点 备注 

A 组 

(总成绩甲等)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31 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 

9:00am~4:00pm 
会计部 

逾期者列入 

B 组 

B 组 

(总成绩乙等)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 

9:00am~4:00pm 
会计部 

逾期者列入 

候补名单 

2. 提供【考生编号】 

3. 收到【纸本收据】 
 

（五）开学日期： 
2021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依教育部公布时间为准。 

 

（六）备注： 
1. 若尚有名额，于 12 月 1 日之后报名者，需另缴手续费 RM30。 

2. 注册缴费后，若自行申请取消注册者，注册费用不予退还。 

3. 无报考或无入学试四科成绩者，唯需附上小五及小六成绩单方能登记列入

候补，待有名额时，将给予注册通知，注册时需另缴报名费 RM30。 

 

附注： 
1. 本校入学考试各科成绩以 A、B、C、D、E 等第显示（A 特优，B 优，C

佳，D 尚可，E 不理想，T 缺席）；总成绩则以“甲、乙”表示。 

2. 开学后 3 天内未到校报到者，其学额将被取消，所缴费用一概不予退还。 

3. 外国或外县市学生如在本坡无监护人，均强制住校，且一旦退宿即须退

学。 

4. 如有特殊身心状况，注册之前需呈交相关资料予本校，方便编班等事务的

安排；唯状况严重者需经本校同意方可注册。 

5. 初一新生的色队练习将被纳入为 2 节正课（开学至常年运动会前，初一新

生皆须每星期留校一天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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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一新生入学考试奖励 
奖励 条件 

全免奖励 • 入学考试考获前 15 名者 

半免奖励 • 入学考试考获前 16-30 名者 

需知： 

• 若条件符合可获初中三年之奖学金，唯全免学生初一及初二总平均分数须

达 80 分（半免学生总平均须达 75 分），全部科目及格且品行乙上。 

• 获奖学金者于办理注册手续时需先缴清第一期学杂费，待开学后方予退费 
 

助学金 
本校设有助学金，协助需经济支援者在本校就读。有意申请者，请于 10 月 30

日前（第一梯次）交至训育处。 
 

初一新生运动奖学金 
凡初一新生有体育运动特长（曾参加学联赛事州级或以上者），且操行 B 等或

以上者，均可申请。经审核，最高可获得学杂费全免奖学金。唯得奖者须成为

校队队员及体育处的服务生，并接受每年重新评估。有意申请者，请于注册时

向会计部索取申请表格，并于 12 月 31 日前交至体育处。（须遵守条例） 
 

招收住宿生 
本校设有宿舍，有意申请者可向会计部索取简章及申请表。（详情见《招收住

宿生》函件） 
 

新生成长生活营 
为协助初一新生适应新环境，本校暂订于 2021 年 1 月 23 日及 24 日（星期六

及星期日）举行新生成长生活营，所有初一新生必须参加。（详情见《成长生

活营》函件，将于注册时发予学生） 

 
入学办法若有未尽善处，本校得随时修订之。  



4 

初一新生运动奖学金简章 
 

名  称 ：中化中学初一新生运动奖学金  

宗  旨 ：鼓励具运动方面潜质的华小学生就读本校，以储备运动人

才，提高运动技术水准。  

申请资格 ：凡本校初一新生，并具备以下全部条件者得申请： 

1. 小学具体育运动特长，为体育竞赛项目州代表或以上 

（以学联赛事为准）  

2. 操行 B 等或以上。 

资格审核 ：经本校体育处初步审核后，交由行政主任会议裁定。 

奖学金额 ：为期一年(1)学杂费全免  或  (2)学杂费半免  

取消资格 ： 1.  经审核录取者均为体育处必然校队，需绝对配合校队

训练并遵守校队守则，无故缺席校队练习或退出校队

者将被取消资格。 

2. 行为不当，被记 2 小过者将被取消资格。 

申请日期 ：新生注册日至该年 12 月 31 日 

办法修订 ：本办法经行政主任会议核可后实施，修正亦同。  

 

扫码下载申请表格

 
或中化体育处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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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住宿生简章 
  本校拥有一座五层楼之冷气化学生宿舍，环境清幽，设备齐全。校方聘请

专任生活导师负责住宿生之寄宿管理及住宿生活教育，作息时间定时，欢迎贵

子女申请住宿。本校宿舍寝室供应单人床、个人衣柜、书桌、个人保险箱。请

自备床褥、枕头、被单、床单及枕头套。 
 

住宿简则： 
一、 收费：本校住宿生应缴付之费用如下： 

住宿报名时缴清 宿舍费全年（分十期缴交） 
项目 收费（RM） 项目 收费（RM） 

注册费 100.00 住宿费** 2000.00 
保证金* 200.00 膳食费** 900.00 
  洗衣费** 400.00 

*住宿生至学年结束拟退宿者，保证金可退还，签准领回后一个月内索

取，逾期无效。但若中途退宿或被勒令退宿者，一律不得退还。 

**住宿费、膳食费及杂费可分 10 期和学费一起缴清。 

二、 报名手续 

A． 初一新生  

填妥住宿申请表格到本校会计部缴付注册费、保证金及第一期住宿

费、膳食费、洗衣费及杂费。 

B． 插班生/在籍生   

具良好品学成绩，经校方与学生舍务处核准录取后，3 天内到会计

部缴付注册费、保证金及第一期住宿费、膳食费及杂费。 

三、 注意事项 

A． 住宿期间，住宿生必须遵守住宿条规不得违反，若违规，得接受处

分或勒令  退宿，保证金将被没收。 

B．住宿期间表现欠佳者，生活导师有权拒绝下一学年之住宿申请。 

C． 学年未结束时办理退宿，保证金不得退回。 

四、 膳食 

早餐及午餐，住宿生必须自行到食堂自费用餐。晚餐由本校承包。 

五、 招收住宿生日期 

新生注册日至该年 12 月 31 日，逾期者若要报名则需缴付手续费 RM30.00，

方准予注册。若旧住宿生逾期注册，必须缴交手续费 RM100.00。  

任何疑问，请联络舍务处(06-9527405)或总舍监姚春雪女士(012-724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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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简章 
1. 名  称：麻坡中化中学助学金。 

2. 宗  旨： a. 协助家境清寒学生完成中学母语教育。 

b. 激发学生爱校精神。 

3. 申请资格： a.凡本校在籍学生，学年成绩总平均及格且操行乙等或 

 以上者，皆可申请。 

b.初一新生，申请者必须报考入学试。 

4. 申请手续： a. 在籍学生：填妥申请表格并附上相关文件。 

b. 初一新生：填妥申请表格并附上入学考试成绩及相关文

件（为让家境清寒的初一新生提早确定受惠资格，校方

将于初一新生入学考试时，同时发出助学金申请表格，

申请者可于即日起将表格交至训育处，以便本校及时处

理）。 

c. 附上家长（父亲优先）及学生照片各一张。 

5. 所填资料必须属实。若发现有资料不确实者，校方将取消其资格．资料

不齐全者，一概不接受申请。 

6. 本校将安排教职员或区理事进行家访，以了解申请者的家庭及经济状况，

后再由校方及董事会助学金组进行内部审核。凡拒绝家访之申请者将被取

消资格。 

7. 若有须要，申请者之父／母／监护人需在接到通知后，到校与负责老师

面谈，否则不处理该申请。 

8. 申请获准者可免交全年学杂费或７个月的学杂费，惟受惠的初一新生还

是需要缴交爱校献金。 

9. 训育处将安排受惠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到各处室服务；凡不愿工读或服务

表现欠佳者，将被取消其全部或部份助学金。 

10. 触犯校规被记两次小过或以上者，将立即被取消其助学金受惠资格．因

被记过而取消受惠资格者，必须暂停一年才能再次提出申请。 

11. 所有受惠同学及其家长的姓名，将公布于本校网站及布告栏或报章。  

12. 申请截止日期：填妥之申请表最迟须于 10月 30日 (第一梯次)交至训育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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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程序： 

1. 向训育处索取“中化中学助学金”申请表格。 

2. 表格填写完整后连同相关文件影印本，于截止日期前交到训育处。 

 

申请者须注意事项： 

(A) 须以正楷填写表格，伪造资料者将被取消申请／受惠资格。 

(B) 资料或附件不完整者，行政单位有权不接受申请。 

(C) 所有受惠者，必须遵从留校服务事宜，服务形式依客观需要而定。 

(D) 凡被记两个小过者，将被取消受惠资格。 

(E) 家长或监护人必须附上下列文件： 

(1) 薪水单（近两个月） 

(2) EA FORM或 BE FORM  

(3) 近两个月的水费单、电费单、电话单影印本 

(4) 产业税／门牌税（Cukai Harta Tanah）影印本或房租合同及房租收

据影印本 

（租房者必须提供） 

(5) 上学年成绩单 

(6) 服务公司／雇主名称及电话 

(F) 如有须要，申请者之父母需在接到通知后到校出席审核面试，否则恕不予

处理。 

 

据实呈报即珍惜华教资源、感恩热心华教者。 

若资料不属实，将被立即取消申请／受惠资格。 
 

扫码下载申请表格

 
或中化训育处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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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联系我们 
06-952 2632 
处室 分机号 

校长室 15 

教务处 18 

训育处 14 

辅导处 16 

 



线上报名注册流程 
学生为马来西亚公民，无需依据 A 组/B 组报名时间 

1. 汇款：将 RM522 转至 UOB 大华银行 
 Account No ：21800000XXXX（考生编号 ExamID） 

 Account Name ：MUAR CHUNG HWA HIGH SCHOOL 

 Recipient Refrence ：CHHS ENROL 2021 

 
2. 登入【成绩系统】 

 

3. 点选【我要报读】 

 

4. 上传【汇款证明】 

 

5. 填妥【线上表格】，即完成手续 

  

6. 收到【电子收据】 

 

我要报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