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请者注意事项：

  1. 凡申请者须家境清寒，家庭总收入不得超过 RM5000。

  2. 申请者必须是报读本校的初一新生。 其五年级(全年)及六年级(上半年)的 姓名： 班级2021年：

      华文理解、国文理解、英文理解、数学及科学五科成绩总分达到350分或 学号： 高中/初中

      以上 ， 操行乙等或以上 。 旧申请 新申请

  3. 若有兄弟姐妹 同时申请，务必诚实呈报资料，并同时一起呈交 申请表格。 2020曾获得____________________助学金

  4. 交表格时需自备一个A4信封，并请注明“清寒子弟助学金”。将表格及 考虑 不考虑   

      一切所需证件一并放入该信封内并请密封。

  5. 若申请获准，申请人将从新学年的二月份开始获得学费减免至学年结束 。  请附上以下证件，并按序排列

  6. 本清寒子弟助学金需逐年提出申请 。由助学金委员会审核决定，再交由校  ☐学业成绩单副本(须由校长/副校长盖章核实)

      长签署。  ☐ 家长/监护人身份证副本

  7. 申请者必须接受家访或电访。  ☐ 申请者（学生）身份证副本

  8. 若被发现呈报不实资料或有欺诈的行为，其清寒子弟助学金将立刻被终止，  ☐ 家长/监护人EA Form / 最新EPF 文件

    并需归还之前所得之款项，且需受纪律处分。校方并保有法律追诉权。      (**父母都须呈上)

 9. 已获得其他团体之助学金者不得申请此项清寒子弟助学金 。凡获得本校清  ☐ 近三个月的父母薪水单(须由雇主盖章证实)

     寒子弟助学金后，又欲领取其他校内及校外助学金者，一旦被发现有违规

     定，校方有权马上终止所获得的清寒子弟助学金，以转助他人。        及盖章证件证明

  10. 已获得助学金者，若没有履行为校服务，触犯或不遵守校规 ，学校有权

      即刻终止 其资格。

  11.表格及所有证件须于截止日期前交到学生福利处。 如有填缺、填写不清楚

       或所需交上的证件不齐者，其申请表格恕不处理。

  12. 助学金的申请细则，校方有权增删之。

王明威律师

清寒子弟助学金申请表格（新生）2020年修订

只供办公室用途

审批代号：

截止日期：2020年10月30日

                   董事部清寒子弟奖助贷学金小组主任

**无薪水单者须写公函由代仪士亲笔签名

 ☐ 近三个月水电费单和电话单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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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姓名

  性别

  年龄

  单亲家庭 ☐  是       

☐  否

残障家人                          

☐  有        ☐  无

与残障家人的关系        

（若有）

  家庭成员人数   就读小学人数 就读国中人数 就读独中/私立学校人数   就读学院／大专人数

  英文姓名 关系

父亲/监护人

  联络号码 职业

  公司单位名称、地址 公司联络号码

  英文姓名 关系

母亲/监护人

  联络号码 职业

公司联络号码

年龄 关系
2020年是否获得

奖/助学金
寄宿

 1.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母亲／监护人资料

  中文姓名

  身份证号码   年龄

  中文姓名

3.

 2.

  原因（若是单亲家庭）                                                                

☐  逝世     ☐  离婚     ☐  其他（             ）

  就业人数

 父亲／监护人资料

住址

 个人资料

中文姓名

 学号   班级   身份证号码

 联络号码   祖籍   出生日期

全年学业总平均   操行

请在此贴上一张近照

 家庭资料

  身份证号码   年龄

 公司单位名称、地址

 兄弟姐妹资料  *若有申请/享有任何奖/助学金请列明

中文姓名 职业/就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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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收入    RM  ………………….   学费 （例）…….洪晓…….…    RM  ……590…….

  母亲收入 （i）………………….…    RM  ………………….

  监护人收入 （ii）………………….…    RM  ………………….

  其他家庭成员    RM  …………………. （iii）………………….…    RM  ………………….

  其他福利援助（校内申请助学金除外） 总额    RM  ………………

   RM  ………………
  补习费/ 才艺学费 

（例）……钢琴班……    RM  ……150……….

   RM  ……………… （i）………………….…    RM  ………………….

   RM  ……………… （ii）………………….…    RM  ………………….

   RM  ……………… （iii）………………….…    RM  ………………….

   RM  ……………… 总额    RM  ………………

总额    RM  ………………   交通费（车油费用）    RM  ………………….

  水电费    RM  ………………….

  电话+网络费    RM  ………………….

  医疗费（长期）/慢性疾病治疗费用    RM  ………………….

  ASTRO 月费    RM  ………………….

  食品+厨房用品    RM  ………………….

  其他    RM  ………………….

总额    RM  ………………

  汽车/摩托
汽车款式+年份 月供RM

(i)

(ii)

房屋总类
☐ 排屋       ☐ 公寓 月供（RM）

☐ 已供完    ☐租贷
☐ 组屋       ☐ 板屋

总额    RM  ………………

  家庭总收入  总支出    RM  ………………….

 净余额    RM  ………………….

       （ii）………………….…………             

       （ i）………………….…………             

       （ iii）………………….…………             

       （ iv）………………….…………             

       （v）………………….…………             

   RM  ………………….

 ☐ 其他：………………….

支出（以月计算）

   RM  ………………….

   RM  ………………….

 家庭总收入/开销

收入（以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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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学校自动转账服务 ：                        ☐ 有 ☐ 无

 自述【内容包括家庭成员、职业、经济状况（收入是否稳定）、突发事件等】                      *必须填写

 申请人签名 家长/监护人签名 日期

 ………………………… ………………………… …………………….

我真诚宣誓以上所填资料均属事实。                                                                                                         

若所提呈资料有误或不符事实。本人之申请将不获处理，贵校有法律追诉权。

 其他 

冷气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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