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新生及家长线上说明会 
Q & A 

 

上课 
1. 实体课时，一班有多少名学生，是否能确保 1M 距离？ 

2021 年班级的平均⼈数一班是 42 人。实体课的班级座位安排是以单排方式排

列，依据教育部的 SOP，保持至少 1 米之人身距离，教室空间是足够的。 
 
 

用餐 
1. 走读生自带的饭盒，早上到学校后要把饭盒留在食堂还是可以直接带上课室？ 

实体课第⼀天，班上的膳食股长会收集所有饭盒，最迟在早休时间放到有关食

堂楼层的桌上。 
 
 

服装 
1. 请问每天上网课都穿滨华服吗？ 

20/1 线上班会 - 穿着滨华服  

21/1-26/1 在线课程 -穿着校服 
 
 

教務處 
1. 英文测试会如何进行？学生还没买课本，英文课如何进行？ 

英文测试涵盖听力、理解、写作三部分，会在回校上课时进行。第一阶段网课

英文课按现有班级分班上课，科任老师会准备教材与学习资料。 
 

2. 上网课的时候需要打开 Video 吗？ 

当一开始上课，老师点名时/老师特殊要求时需要打开。 
 

3. 学校有 IGCSE 课程吗？如何参加？ 

2021 年没有开 IGCSE 班，所有班级重要课程为统考课程，同学可选择参加

PT3/PBS 补习班。 
 

4. 如何报名就读 PT3 课程？ 

PBS 课程将于 2 月发下报名表格，同学申请加入课程后方安排上课，上课时间

为星期一、二，正课之后。 
 

5. 初一生的时间表是在哪里看？ 

将于 19/1 前 Email 到学生的 gmail（学校提供之账号）。 
 
 



训导处 
1. 学生几时会拿到她们的学生证？ 

开学（实体课）第⼀周会请班导师派发，学生签收。 

 

2. 还没拍照的学生怎么办？ 

开学（实体课）第⼀天安排拍摄。 

 

3. 手机可以申请带吗？ 

手机是校园违禁品。若有特殊原因，请学生带家长亲笔签名的公函到训导处申

请。 
 

4. what about fit bit, can wear fit bit? can bring mi band to school？ 

请佩戴一般手表。 No，only normal watch is allowed. 
 

5. if lunch provide by parents can send to them during lunch hour? 

以目前疫情状况来看，请家长让孩⼦订购学校午餐。 Students may bring their 

own food but parents are not allowed to send food to student during lunch or school 
hours. Student can also order their food from the school canteen using their own 
food container.  

 
6. if children using grab app as transportation. can phone bring over?  

需要呈家长函申请，得到准证。每天 7.30am 前要把手机放在训导处，放学回家

前到训导处使用呼叫服务才可以下楼。 请勿在校园内使用。Yes, parents must 
first write a letter of request to the school’s Disciplinary Department. When the 
letter is approved, student may bring their phone to school and deposit phone at 
Disciplinary Department before 7.30am. They are only allowed to use the phone to 
call Grab from Disciplinary Department office after school and must not use the 
phone at school vicinity other than Disciplinary office.  
 

7. 放学后可以在 5：30 之前离开学校吗？ 

静校时间为 5pm。若需过了 5 点才回家，务必到训导处报备。 
 

8. 学号不见了能定制吗？如果能定制的话要如何定制呢？ 

可以到训导处订购。 
 
 

联课 
1. for society name. I choose badminton but somehow in the list I am in mandarin？ 

因为没有中选羽球校队，所以才排他其他的志愿。If student is not selected on 
their first choice, i.e badminton club, they will be assigned to one of their other choices.  
 

2. 如果要申请转换学会，应该要要怎么做？ 

由于各学会空间及人数的限制，联课活动都是按照学生的志愿去安排的。现阶

段没有办法安排转换学会，需等待年末才能办理。 



3. 老师那课外活动的 list 要在哪里看的？ 

联课活动介绍：
https://smpinhwa.edu.my/administrative/curriculargroupintro.html 

联课活动正课及每周固定额外活动时间，请在“学校网页-联课处-联课公告”中查

阅。：https://smpinhwa.edu.my/administrative/curricularannouncement.html 
 

4. 如何知道学生的学会?在那里看?  
https://smpinhwa.edu.my/upload/news/20210115035634.pdf 
 

5. 还可以参加校队选拔吗？ 

由于疫情的关系，今年（2021）无法安排校队选拔，联课处与体育处经与参考

学生报读时提呈的文件及选学会时提呈的资料，安排学生的学会。 
 

6. 可以转换或参加多一个活动？ 

年底约 11 月，有一段转换学会时间，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到时再转换。在滨华中

学，每个学生限参加一个学会。若孩子有特殊专长，可以申请当外援；请到联

课处报备。 
 

7. 我是女生，身高 163-164。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篮球女校队，所以我

希望我可以在滨华继续参加篮球校队吗？ 

请附上比赛证书至体育处。 
 

8. 老师，我选了 7 个志愿，但是真正能选到学会的数量是多少？ 

一人限一个学会 
 

9. 童军团初一加入后是否一定要参与至高三? 

没有一定要参与至高三。 
 

10. 2021228 我已上交了许多比赛证书为什么不能进入校队？ 

体育处将安排转入篮球校队，若有类似情况同学，可接洽体育处。 
 

11. 要是没有接触过学会里的东西 那进学会之后可以学？ 

没有接触过学会里的东西，可以进学会之后学。 
 
 

宿舍 
1. 请问宿舍生可以带小型电器去学校吗？比如说小型饭煲，谢谢 

宿舍生不能带任何电器到宿舍. 
 

2. 请问宿舍生可以带闹钟吗？ 

可以 
 

3. 每逢星期五，家长如何接与送宿舍生？  

到舍务处底楼柜台签领回家卡 

https://smpinhwa.edu.my/administrative/curricularannouncement.html


4. 需要做任何申请吗？在哪里接/送回？  

楼层老师会在星期四晚向宿舍生登记周末是否回家还是留宿.学生需要和家长沟

通好接学生的时间.星期日晚上 9.30 前回到宿舍 
 

5. 上课日，如果家长到校要找孩子（宿舍生），需要事先通知吗？ 

上课时间是要找训导处，放学后才到宿舍舍务处找学生，家长不能擅自到宿舍

生的寝室找孩子。也可以电话先联系。 
 

6. 请问宿舍生能带吹风筒的吗？ 

不能 
 

7. all hostel students will use gate B?  

疫情期间是。Yes, during this pandemic period. 
 

8. hostel room has air-cond? 

 有的。 Yes. 
 

9. 想确定宿舍说明会大概在什么时候？要安排时间 

基本上是实体开课前的一个星期。 
 

10. 宿舍生也需要自备餐具吗？ 

宿舍生需要准备两个饭盒和餐具 
 

11. 1 月份宿舍費 

待董事部商定后，2 月份将会告知班导师及家长。 
 
 

资讯处 

1. 我的孩子还没收到她的 google account ，我该怎么办？FPX username 及

password 怎么设置? 

若有任何有关 google classroom、FPX、pinhwa email、1cube 的问题请家长 填写

以下 google form：https://forms.gle/6sYQis1zb1fe8o3B8 
 
 

辅导 
1. 请问申请助学金的资料可以开学才交吗？ 

新生请于 1 月 31 日之前填写申请表格，详情请参阅：
https://smpinhwa.edu.my/upload/news/20201120075312.pdf 
 

2. 新生奖学金的条件： 

3.1 学术类：小五、小六总平均 80%以上。 

3.2 体育类：田径、篮球、羽球、排球、乒乓州队代表 

符合以上资格的新生可将证明文件缴交到辅导处。 

 

https://smpinhwa.edu.my/upload/news/2020112007531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