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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学条件

2022年小六上半年成绩达70分或以上者，可免试入学。
2022年度小学六年级在籍或毕业学生，参与8月20日入学测
试且成绩符合录取标准者。
操行A等、家住外地者，方可申请住宿。

1.1
1.2

1.3

2. 免试入学

注册日期：6月15日起至8月10日
注册方式：※小六上半年成绩总平均达70分或以上者，

呈交文件：新生自律营时须缴交下列文件 

请登入https://forms.gle/wjLKoWifWDaH3ZPQA 
填写资料，附上2022年小六上半年成绩后提
交。
学校审核后，符合条件者校方将以电邮通知
录取；按电邮指示到校完成注册手续。
参加10月15日初一编班考试。

2.1
2.2

2.3

a.

b.

c.

由原小学校长认证之成绩副本
小学健康记录册正本
报生纸副本
身份证副本

a.
b.
c.
d.

新生注册简章



报考日期：6月15日起至8月10日
报考方式：请登入 https://forms.gle/Xm1SxmSvP8b4qouo9
填写资料，并按指示缴交报考费。

成绩公布：9月1日（以SMS通知）
完成注册：校方电邮通知注册日期，家长到校完成注册手
续。

★测试日期与时间：
2022年8月20日（六）， 8:00am-12:00pm  
科目：华文、国文、英文、数学
费用： RM 30

3.1
3.2

3.3
3.4

3. 入学测试

小六上半年总平均未达70%  
未能提供小六上半年成绩 
上半年成绩报表未显示学业总平均者（百分比）

I.   
II. 

III. 

凡：

#请穿着校服并携带书写文具

4. 注册费（不包括书籍费和制服费）

初一级

★（含1月份学费/建校基金/电脑费/新生自律营/*工本费）

 * 工本费（体育基金/滨讯/试卷费/学生保险/学生证/校徽）

★注册费 RM1820

家协年捐 RM 50

合计   RM 1870



5. 宿舍费（含1月份宿舍费，有申请住宿者须缴交）

 6.  每月收费

住宿费 + 膳食费 + 洗衣费 

 *保证金只缴一次，退宿时退还。

RM 430 RM 660（6人房） RM 760（4人房）

初一级学费 宿舍费

*保证金 RM100 RM30自律营膳食

（6人房）

RM1260
（4人房）

RM1360
合计

RM1390
（6人房）

合计

RM1490
（4人房）

四人房 六人房



7.  奖助学金申请

凡家境清寒品行良好者，可于注册时向校方索取“滨华中
学助学金申请表格”。
凡家境清寒且品学兼优者，可于注册时向校方索取“潘健
成清寒优秀生奖学金申请表格”。

（a）

（b）

8. 优惠

凡滨一及滨二的教职员子女可于注册时提出申请（请附上
在职证明书）。
具特殊专长（附上证明）并符合入学条件者，可于注册时
提出申请：

凡小学六年级全年学业总平均达80分或以上，操行A等
（*享有3年学费优惠）

（学费75%优惠）

*备注：
每年审核第③项受惠学生的表现，其操行和年度学业总平均须
同时符合要求，即操行为甲下或以上，年度学业总平均为80分
或以上。

①
      

②

③ 
      

体育：五、六年级为（篮球/排球/羽球/乒乓/田径）州
代表、操行B等或以上，经本校教练选拔符合资格者，
减免学费一年，每年评估。
学术：六年级代表学校参加校际比赛（数学/双语演讲）
获得前三名，操行B等或以上，减免学费一年，每年评估。

a. 
      
 

b. 



9. 付费方式（不收现金）

新生购书须知：

◆银行汇款 eBanking / ATM
◆银行：PUBLIC BANK BERHAD
◆银行户口 A/C：No. 3140069732 

购书日期

购书时间

19/12（一）至 23/12（五）   校方将安排新生按
时段回校购书。届时
请家长和孩子一同到
校购书/校服。8:30am～3:30pm

购书/
校服方式

课本采用线上预购方式进行交易；
校服须现场测量尺码后现金购买。

备注

①线上预购课本详情将在新生说明会（11/12/2022）
上公布。
②线上预购课本日期：
12/12/2022（一）至16/12/2022（五）

若您在2022年10月10日之前改变主意欲取消学额，

所缴付的注册费（学费RM1870/ 宿舍费RM1390或RM1490）

只可退回50%。

 2022年10月11日开始，所有费用一概不予退回！

温馨提醒



1. Admission Prerequisites

Applicants possess the Total Average Academic Score of 70 or 
above in 2022 Standard 6 first-half academic year will be admit-
ted directly with no admission exam required.
Applicant must be a Standard 6 primary school student or gradu-
ate in 2022, participate in the admission exam on 20th August 
2022 and meet the admission criteria.
Applicant for boarding (hostel) must possess Grade A in conduct 
and reside outside Klang.

1.1

1.2

1.3

2. No Admission Exam

Registration Date: 15 June - 10 August 2022
Registration:   ※students who possess Total Average Score of 
70 or above in the first half of Standard 6,

Documents required: Documents to be submitted during the New 
Student Orientation Camp

2.1
2.2

2.3

Please log in to https://forms.gle/wjLKoWifWDaH3ZPQA 
for pre-registration, and attach the scanned copy of 2022 
Standard 6 first-half Academic Report Card.
Applicants who meet the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will be 
notified for admission registration through email;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in the email to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Participate the Junior One Classes Arrangement Exam on 
15 October 2022.

a.

b.

c.

A copy of academic report card, which certified by the 
primary school’s headmaster
The original Primary School Health Report Card
A copy of Birth Certificate
 A copy of MyKad

a.

b.
c.
d.

INTAKE ADMISSION GUIDE



3. Admission Exam (for)

Students of Standard 6 whose Total Average Score is 69 or below 
in the first-half of 2022 academic year.
Students who are not able to provide the first-half academic 
result of Standard 6.
 Students whose Standard 6 first-half academic result did not 
show the Total Average Score (Percentage).

I.

II.

III.  

Enrollment date for Admission Exam: 15 June to 10 August 
2022
Admission exam application: Please click on 
https://forms.gle/Xm1SxmSvP8b4qouo9 to complete the appli-
cation form and pay the application fee according to the given 
instruction.

(Note: Candidates must wear school uniform and bring their own stationery)

20/08/2022 (Sat), 8:00am - 12:00pm
Chinese, Malay, English and Mathematics
RM30

3.1

3.2

Announcement of admission exam results: 1 September 2022 
(notified by SMS)
Completion of registration: The school will notify the registration 
date by email, and parents will need to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at the school.

3.3

3.4

Date and Time:  
Subjects : 

Fee : 

◆



4. Registration fee (Not inclusive of book and uniform fees)

Junior 1

★(inclusive of January tuition fee / building & development fund /
 computer fees / new student orientation camp fee / * miscellaneous fees)

*Miscellaneous fees (inclusive of sports fund / newsletter / exam fees / 

student insurance / student pass / school badge)

*Deposit is only payable once and will be refunded upon vacating hostel.

★Registration Fee RM1,820

6. Monthly fee

Junior 1 Tuition Fee Hostel Fee

RM430 RM660 (6 pax room) RM760 (4 pax room)

PTA Annual Subscription

Accommodation + Meals + Laundry

RM 50

TOTAL

6 Pax Room 4 Pax Room

RM1,260 RM1,360

*Deposit RM100 RM100

New Student Orientation Camp Fee RM30 RM30

TOTAL RM1,390 RM1,490

  RM 1,870

5. Hostel fees (inclusive of hostel fee for January, only applicable 
to students who apply for boarding)



7. Financial Aid & Scholarship

Applicants from underprivileged families with good conduct may 
request for "Pin Hwa High School Financial Aid” application form 
during registration to apply for the aid.
Applicants from underprivileged families with good conduct and 
outstand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may request for “Pua 
Khein-Seng (潘健成 ) Underprivileged Outstanding Student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form during registration to apply for the 
scholarship.

a.

b.

8. Discounts
(Tuition Fee 75% Discount)

Children of S.J.K.C Pin Hwa I and II sta� may apply during regis-
tration (please attach Certificate of Employment);
Applicants who possess special talent (please attach proof) and 
meet the Admission Prerequisites may apply during registration:

Applicants who achieve a Total Yearly Average Academic Score 
of 80 or above in the academic year 2022 (Standard 6) with 
Grade A conduct (*eligible for tuition fee discount for three 
years).

a.

b.

c.

Sports: Students who represented the state in various sports 
competitions (basketball, volleyball, badminton, ping pong, 
track and field athletics) during Standard 5 and 6 with conduct 
of Grade B or above are entitled to tuition fee discount for one 
year, which to be reviewed annually.
Academic: Students who won top three prizes in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Mathematics/ Bilingual Speech) during Stan-
dard 6 with conduct of Grade B or above are entitled to tuition 
fee discount for one year, which to be reviewed annually.

*Note: The eligibility for tuition fee discounts under category (c) shall be 
reviewed yearly. To maintain such eligibility, students must achieve a Total 
Yearly Average Academic Score of 80 or above, with conduct of Grade A- 
or above.

i. 

ii. 



9. Payment (No Cash Transaction)

Book/Uniform Purchase

Gentle Remind

eBanking / ATM: 
PUBLIC BANK BERHAD / Account No.: 3140069732

Date: 19/12 (Mon) to 23/12 (Fri)
Time: 8:30am - 3:30pm
Book/Uniform Purchase: Books are purchased through online pre-order;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try on the uniforms at the school and purchase in 
cash.
Remarks:  
1. Details of online pre-order books will be announced at the new student 
orientation session on 11/12/2022.
2. Date for book online pre-order: 12/12/2022 (Mon) to 16/12/2022 (Fri)

New students will be notified the specific 
date to return to school to purchase 
books/uniforms, parents are invited to 
come to the school together with their 
child.

Any cancellation on or before 10 October 2022 is entitled to a 50% refund of 
registration fees (tuition fee: RM1,870 / hostel fee: RM 1,390 or RM1,490).
All fees are NOT refundable for cancelations from 11 October 2022 onwards.
Pin Hwa High School



2023年新生免试入学报名流程

线上

报名

学校

审核

呈交

文件

·请扫描左侧QR CODE 填写资料。
·附上2022年小六上半年成绩报告
   表后提交。

·学校审核后，符合条件者校方将以电邮
    通知录取，按电邮指示到校完成注册手续。
·参加10月15日初一编班考试。

·新生自律营时需缴交下列文件：
    a. 成绩副本（由原小学校长认证）
    b. 小学健康记录册正本
    c. 报生纸副本
    d. 身份证副本



2023年新生入学测试报名流程

线上

报名

报考/

测试

日期

成绩

公布

与注册

·请扫描左侧QR CODE 填写资料，
   并按指示缴交报考费

·开放报考日期：6月15日～8月10日
·入学试日期/时间： 8月20日（六）
                                      8am-12pm

·成绩公布：9月1日（以SMS通知）
·注册：校方将电邮通知到校注册日期。



一、目的：

二、日期与时间：

三、报到时间：

引导新生认识与适应滨华大家庭。
促进新生和老师、同学间的关系。
培养新生合作、友爱的团体精神。

1.
2.
3.

宿 舍 生：2023年2月23日(四)下午2时至4时入宿。
非宿舍生：2023年2月24日(五)早上7时。

A. 
B. 

2023年新生自律营简章

11/12/2022（日）8:30am-4:00pm
滨中谢松坤董事长礼堂

新生家长七个习惯导读会
（仅限家长、务必出席）

11/12/2022（日）2:30pm-4:00pm
线上参与

新生线上说明会

24-26/2/2023   7:00am - 4:00pm
滨华中学

新生自律营

26/2/2023（日）1:00pm - 4:00pm
滨中谢松坤董事长礼堂

新生家长交流会



四、报到方式：

五、服装

六、携带物品：

七、宿舍生注意事项：

八、若对自律营有任何疑问，
       欢迎致电03-33426388分机413询问辅导处。

活动前在滨华网页查阅自己所属班级后，依据
指示到指定地点集合。

《七个习惯决定未来》书本、高效能学生手册、简
单文具、水壶。

*自律营第二天，25/2（六）学校将进行学会活动体验及选拔
活动，请有意愿参与校队或相关特定学会选拔的学生自备相关
器材及服装，如：球具、运动服装等。
 *请家长与孩子到滨华校网，点击联课处浏览学会种类，了解
学会上课时间，以作为孩子选择学会的参考依据。

报到日期/时间/地点：2月23日（星期四）2pm – 4pm，宿
舍办事处报到。
携带换洗衣物及梳洗用具。（当天校内将有商家贩售床褥）
宿舍新生一律于5:30pm在滨中享用晚餐。
返家日期/时间：2月26日（星期日）4:30pm后。

a.

b.
c.
d.

24/2（五）：整齐滨华中学校服和校鞋，同时校服需缝上学号。
                      （请参阅滨华网页训导处的“有气质的滨华人”条规和标准）

25/2（六）
26/2（日）

：轻便服装和包鞋，女生请穿着过膝盖的裤子。 

注：怕冷者可带外套。



滨华中学助学金只供本校学生的家长或合法监护人申请。家
长和监护人必须是马来西亚公民。

申请办法：
新生：可于注册时向接待处或辅导处索取申请表格，并
于截止日期（31/1/2023）前将填妥的申请表格和相关
文件呈交本校辅导处。
旧生：可于16/10/2022始到辅导处索取申请表格，并于
截止日期 （6/12/2022）前将填妥的申请表格和相关文
件呈交本校辅导处。

①

②

2022年操行必须达到乙上（B）或以上，没有不良记录。
2022年全年学业总平均至少60分。
无记大过者。

※若是初一新生，上述则以小六的操行、滨中入学试或全年
学业成绩记录为准。

①
②
③

1.

2.

助学金类别：学费减免75%或50%。

申请人的家境必须清寒，而在本校就读的子女符合下列资格，
才可提出申请：

3.

4.

2023年滨华中学助学金简章



让受惠子女接受校方的安排，成为工读生，定时为学校
服务。
若子女成为滨华中学助学金的受惠者，同时又获得校外
奖助学金，将悉数把校外奖助学金捐给学校，作为资助
其他清寒学生的费用。

①

②

在本校就读的兄弟姐妹，只允许一人申请。

若有需要，校方会安排董事或老师家访，申请人须给予配合。

本校助学金审核委员会由行政人员组成，审核后将结果呈予董
事会财务小组作最后定夺，财务小组的决定为最后决定，申请
人的一切咨询概不受理。

申请人提交资料如有不实，校方有权取消申请人子女的受惠资
格，同时将不接受该申请人日后的任何助学金申请。

申请人须同意：

5.

6.

7.

8.

9.

校方将定期检讨受惠学生的操行、学业成绩和工读表现。若发
现受惠学生工读态度散漫，或触犯校规记大过，以及犯规累积
至大过者，校方将立即停止此项优惠。
   
特殊情况的学生，经董事会财务小组批准后，可给予减免。

本简章若有不尽善处，本校董事会有权增删之。

10.

11.

12.



      潘健成是本校杰出校友。他于1992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过后赴台湾交通
大学以半工半读完成控制工程的大学
课程，继而在1999年取得电子与控制
工程硕士学位。他在求学时期钻研快
闪记忆体技术（Flash Memory），
2000年创办了台湾群联电子，成功研
发随身碟晶片（Pen Drive），成为全
球随身碟晶片之王，是台湾科技与资
讯业的佼佼者。2005年，他获颁台湾
企业奖之杰出青年企业家奖，2006年
，获颁台湾国家十大杰出经理奖之总
经理奖。
      2007年本校庆祝成立84周年，33岁
的潘健成校友返校参加校庆晚宴，宣
布捐献马币50万令吉，回馈母校，以
感念母校当年以“清寒子弟助学金”助
其完成中学六年的学业。

潘健成清寒优秀生助学金



申请简则
名        称：
基金来源：
宗        旨：

类        别：

对         象 ：
年         限 ：
申请资格：

申请手续：
          

本助学金定名为“潘健成清寒优秀生助学金”。
潘健成永久教育基金。
3.1 资助小学成绩优异，家境清寒者在本校求学。
3.2 培养品学兼优的人才，以造福社会。
4.1 学费免缴75%或半免（走读生）。
4.2 学费免缴75%或半免及住宿费全免或半免（寄宿生）。
小学六年级学生
6年
7.1 马来西亚公民；
7.2 品行良好；
7.3 上半年学业成绩85分或以上。
7.4 家境清寒，经济有需资助者；
8.1 申请简则及表格可径向本校接待处或辅导处领取。
8.2 所有申请者必须缴交下列文件：

a. 申请表格；
b. 上半年学业成绩复印本(需由原校校长签证方
     属有效）；
c. 原校校长推荐函；
d. 经雇主盖章签名证实的父母或监护人之薪水
    单或报税单；
e. 水电费收据复印本（以近三个月为准）

1.
2.
3.

4.

5.
6.
7.

8.



申请日期：
评核方式：

回馈服务：

校方将定期检讨受惠学生的操行、学业成绩和工读表现。若
发现受惠学生工读态度散漫，或触犯校规记大过，以及犯规
累积至大过者，校方将立即停止此项优惠。
本简则若有不尽善处，本部有权增删之。

即日起至额满为止。
① 校方将负责审核遴选（若需要，将另定日期函
     约面试）。
② 受惠者须每年提出申请，其学业成绩须符合下
     列标准：

为培养同学感恩、服务及回馈的精神，助学金受
惠者须依校方规定为校作工读服务。

a. 初中：全年总平均须达85分，品行良好。
b. 高中：全年总平均须达80分，品行良好。

9.
10.

11.

12.

13.

滨华中学董事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