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 励 金 申 请 细 则
[甲] 小学组：
1. 一、二、三年级：学年成绩总平均达 85 分或以上，操行列乙（B 等）或以上，且各科及格者。
2. 四、五年级：学年成绩总平均达 80 分或以上，操行列乙（B 等）或以上，且各科及格者。
3. 六年级检试(U.P.S.R.)：必须全科及格，且有四科 A 者。
[乙] 中学组：
(A) 国民型中学
1. 预备班 (Remove)、中一、中二：学年成绩总平均达 80 分或以上，操行列乙（B 等）或以上，且
各科及格者。
2. 中三、中四：学年成绩总平均达 75 分或以上，操行列乙（B 等）或以上，且各科及格者。
3. 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必须全科及格，任何一科语文科优等（B 等）或以上，且有三科
特优（A-等/A 等/A+等）者。
(B) 华文独立中学
1. 初中一、初中二：学年成绩总平均达 75 分或以上，操行列乙（B 等）或以上，且各科及格者。
2. 初中三统一考试：必须全科及格，华文优等（B 等）或以上，且有三科特优（A 等）者。
3. 高中一、高中二：学年成绩总平均达 70 分或以上，操行列乙（B 等）或以上，且各科及格者。
4. 高中三统一考试：必须全科及格，华文优等（B 等）或以上，且有三科特优（A 等）者。
(C) 校外考试
1. 大马高等教育文凭（S.T.P.M.）/A LEVEL：必须全科及格，且有三科优等（B 等）或以上。
2. Matriculation：全年成绩（两个学期）必须全科及格，且有三科优等（ B 等）或以上，或
C.G.P.A.达 3.0 或以上。
3. Foundation：C.G.P.A.达 3.0 或以上。
[丙] 学院组：毕业 DIPLOMA 证书。
[丁] 大学组：毕业 DEGREE 证书。
附注 ：
1. 以上各项，每位会员可为多位子女提出申请，惟每位会员子女只能申请一份奖励金。
2. 不接受 Lower6 申请。
3. 奖励金申请只接受至学士文凭为止，取得硕士（Master）及博士（Ph.D.）学位之会员或会员子
女，本会将另行在会庆宴会上颁发纪念盾牌，以示奖励。
4. 成绩单之正反面及一切有关资料必须复印清楚，并经校方签盖或携带复印本与正本成绩或证书
到本会秘书处审核签盖方为有效。
5. 会员子女报生纸必须复印清楚，并经校方签盖或携带复印本与正本报生纸到本会秘书处审核签
盖方为有效，以兹证明其关系。
6. 本组之最后裁决，任何人不得异议。
7. 本细则如有未尽善处，本组得随时加以增删之。
雪隆广西会馆
奖励金组
（2015 年 1 月 18 日修订）

雪兰莪暨吉隆坡广西会馆奖励金申请表格
APPLICATION FOR SCHOLARSHIP OF PERSATUAN KWANGSI SELANGOR DAN KUALA LUMPUR

会员资料 Particulars
姓名

of

Member

会员种类

Chinese ( 中 )

Type Of
Membership
会员号码
No.Member

Full
Name
English ( 英 )

身份证号码：
I/C No:
地址：

职业：
Occupation:

永久 / 普通/
Whole life /
Ordinary

会龄：
Period：

与申请人关系：
Relationship to Applicant:

电话：

Address:

Tel:

申请人 ( 会员子女 ) 详情 Details of Applicant ( Child )
姓名

Chinese (中)

身份证号码 / I.C. No.：

Full
Name

English (英)

报生纸号码 B.C. No:

□ 男 Male □女 Female
□Secondary 中学(Form : ) □UPSR □SPM
□初中统考 □高中统考 □Diploma 证书 □Degree 证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Primary 小学(年级 Std.:
□

申请类别
Application
type

性别

)

Gender：

STPM/A Level/Matriculation/Foundation

书

就读校名
Name of The School

成绩
中 小 学 校 成 绩
( 以最后一学期为
准 ) / UPSR /
初三统考 /SPM /
高三统考 /STPM /
A Level /
Matriculation /
Foundation

科目
Subject

积分/等级

科目
Subject

Marks / Grads

积分/等级

科目
Subject

Marks / Grads

1.

4.

7.

2.

5.

8.

3.

6.

9.

总平均 / 总积分

缴交文件：

Total Average / Total marks

1.会员子女报生纸影印
2.学校成绩表 / 校外考试成绩

操行 Conduct grads

/

积分/等级
Marks /
Grads

DIPLOMA 或 DEGREE 证书

申请日期：
Date of application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会员子女)签名

会员签名
Signature of Applicant ( Child )

Signature of

Member
。。。。。。。。。。。。。。。。。。。。。。。。。。。。。。。。。。。。。。。。。。。。。。。。。。。。。。。。。。。。。。

奖励金委员会用 For Official Use Only
批准
Approve
不批准
Not Approve

评语
Comment:

奖金数额
Amount of Reward:

R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员签名 Signature of committee Member

批准日期
Date of Approv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任签名 signature of Chairman (committee )

注意：此申请书必须在 5 月 15 日前交回本会秘书处（以收悉日期为准，逾期恕不受理）。凡具有一年以上会员资格
的会员或其子女，才能申请奖励金。
st

Notes: This form should be completed and returned to the Association office before 15 of MAY （ late application
will not be entertained）. Only
members who have completed one year membership are eligible to apply for
the scholarship.
备注：以最新申请细则所规定事项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