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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華中小學校友會 

 2019 年度會員大會 
 
                                                                                    
 

日期：26-02-2019 

致  ：全体会员 

 
 

请出席会员大会及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颁发仪式 
 

兹订于2019年04月21日(星期日)于母校兴华中学科技大楼潘斯里陈开蓉大讲堂召开会员大会，

同时颁发第 24 届(2018 年度)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 
 

  第一阶段 : 自由餐会 

                 时间 : 12:00pm – 1:00pm (地点：食堂) 
 

第二阶段 : 会员大会、颁发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 

                 时间 : 1:00pm – 2:30pm 

 

2. 第 24 届(2018 年度)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由即日起至 04 月 07 日接受申请，凡本会会员

子女，均可照章申请。 

3. 会员若有提案；须于大会召开前七天交至秘书处，以便编入议程。 

 

届时请准时出席，谢谢。 

 
 
 
 

巴生兴华中小学校友会 

 
 
 

主席：余安 

总务：林奉隆  同启 
 
 
 
 

大会议程： 1. 主席致词 

           2. 颁发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 

           3. 复准及检讨前期大会记录 

           4. 接纳 2018 年度会务报告及财政报告 

           5. 其他： 

 5.1 修改章程 

 6. 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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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中小学校友会 2018 年度会员大会会议记录 
  

日    期：11-03-2018(日) 时间：1:00pm               地点：潘斯里陈开蓉大讲堂 

大会主席：余安 记录：杨淑红 
 

1. 校友会主席余安致词 

1） 大家好！今天大约有 200 多人出席。由于出席人数逐年增加，所以开会地点由往年的黄

景裕讲堂改到潘斯里陈开蓉讲堂举行。希望以后每年的出席者可以把这个讲堂坐满。 

2） 今天的会员大会除了两位理事请假，其他都全部都到齐。非常感谢理事们尽心尽力的执行

任务，把校友会的各项活动办得非常成功，就如今年校友会第一次举办的新春团拜，各个

环节都安排得很好，节目也多姿多彩，吸引了 800 余人参加，包括退休老师、毕业校友

和家长。希望各届校友能够藉由参加活动，常回来探望母校，并协助母校的发展。 

3） 兴华的校徽是由学生、老师和家长三个主要元素组成的，这也是一直以来支撑着兴华的主

要力量，来完成我们伟大的使命，那就是协助母校发展，捍卫母语教育。 

4） 2017 年 12 月，校友会荣获了“林连玉基金团体精神奖”。本会能获得此奖，是因为老前辈

们的不懈努力和卓越表现。基于以下两项成就而获得肯定：(一) 协助复兴母校与巴生中

华独中 (二) 创立醒狮团筹办母校经费。今后校友会还会秉持着为母校发展母语教育的理

念而继续奔驰。校友会举办的各个活动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有待改善，我们将继续努力并希

望各位谅解。 

5） 兴华的大家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不幸逝世，令三机构都感到非常痛心。由于杨

董事长在世时对兴华的贡献浩大，所以他的逝世也令三机构感到无比的压力。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一定会秉持着杨董事长的精神和原则继续努力下去。希望各位能与我们同行，一

起为母校付出，以慰杨董事长在天之灵。 
 

2. 顾问卢金峰致词 

1） 大家好！今天是校友会举办第 38 届会员大会的日子。基本上，本会跟其他华团相似，会

员大会的出席率不是非常之高，所以本会还需要努力，希望来届会员大会的出席率能大幅

提升，把整个礼堂坐满。 

2） 第 37 届理事会在主席余安的领导下表现卓越，是校友会成立 60 余年以来最出色的，并在

3 年里完成了几项大任务，包括成立两个跨国度的兴华分会(2016 年 9 月到北京成立了兴

华校友会北京分会；2017 年 6 月到台北成立了兴华校友会台湾分会)。这是非常值得赞扬。 

3） 2017 年 8 月 26 日的兴华 70 周年晚宴也是办的有声有色，非常成功。校友会在这场晚宴

里扮演着主要和重要的角色，筹获了 200 多万零吉，并拨 30 万零吉给兴华小学，和 120

万零吉充当中学部教师福利基金。兴小非常感恩收到这笔巨额捐款。 

4） 校友会在 2017 年把 826 的 70 周年晚宴办得非常成功，不负已故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

杨忠礼博士所望，尤其是在播放历史回顾片段时，他对兴华有如此辉煌成就感到欣慰。 

5） 办教育尤其是办独立中学从来就是一门亏本生意。兴华每年都要想方设法筹钱支付各种经

费。学校也因此希望董事长能成立一个基金会，来协助学校往后的运作和发展。很不幸的，

杨董事长还没来得及把这个基金会设立起来就离开我们了。潘斯里陈开蓉知道董事长的遗

愿，所以在今年拨款 3000 万零吉成立了 6 个单位的基金以协助母校的发展。 

6） 潘斯里陈开蓉希望大家能善用基金来协助、壮大母校的发展，并永续的推广母语教育。 

7） 最后我想提议，除了颁发学生奖励金之外，希望校友会可以考虑颁发清寒学生助学金，协

助一些家庭经济能力欠佳，或特殊情况的学生可以到兴华就读。 

8） 兴华人才济济，怎么改选都能选出非常优秀的人来组成校友会理事会。希望各届的校友能

时时站在母校的身边给与各类帮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希望兴华前程万里。 
 

3. 颁发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 

1） 第 23 届(2017 年度)会员子女奖励金共录取 175 名。颁发奖励金总额为 RM9, 810.00。 

2） 今年颁发的奖励金比往年少，原因是今年的会员大会因为校友会的改选必须提前举行，所

以没来得及等 SPM 成绩放榜。因此，今年的 SPM 奖励金挪到明年才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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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复准及检讨 2016 年度大会记录 

1） 由总务林奉隆宣读，陈宝来提议，林顺康附议，与会者无异议通过。 
 

5. 接纳 2017 年度会务报告 

1） 由总务林奉隆宣读（因为副总务郭清健在音响室内控制音响），陈宝来提议，张世勤附议，

与会者无异议通过。 

2） 陈宝来提议往后书面记录一律统一用“分会“，不用”属会“，以减少混淆状况。现在本会有：

蒲公英分会，台湾分会和北京分会。 

3） 蒲公英分会的会务报告不全面，有待改善。 

4） 陈宝来对蒲公英分会的会务报告有质疑，认为大会应该正视这件事。 

5） 陈锦祥认为不能向蒲公英分会提出不妥的负面提议，建议蒲公英分会脱离本会，让此分会

可以更自由的发展他们自己的理念。 

6） 大会认为蒲公英分会应该尊重母会，必须每年在预定的日期交上会务报告和财政报告，同

时派代表出席每年的常年大会，各种书面记录也要非常完整。分会不能我行我素，必须遵

守母会设下来的各种规则。 

7） 陈静翔认为大会在今天的会员大会马上处理蒲公英分会的事是不妥的。大会应该把今天大

会对蒲公英分会的质疑和提案严谨记录在案，让下一届理事认真处理此事，方在明年会员

大会再做个决断较为妥当。 

8） 余安主席授权给下一届的理事，认真处理蒲公英分会的事，而且还要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方

案和结果，以便在明年的会员大会可以向会员们有个明确的交代。 
 

6. 接纳 2017 年度财政报告 

1） 由财政苏新龙宣读，李荣兴提议，朱运铁附议。与会者无异议通过。 

2） 陈宝来提议因为通货膨胀关系，收入与支出表的第 19 项目（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2017））

的拨款从 RM100.00 应增加至 RM1000.00，因为这个款额已经持续多年应该可以调整。 

3） 林顺康认为应灵活性考虑捐款的目的，应该考虑各种要素，例如捐款的对象社团;当前自

身的经济能力状况; 原来捐款的目的等等。大会认为目前还不需要调整收入与支出表的第

19 项目(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的捐款款额, 所以捐款款额 RM100.00 保持不变。 

4） 李荣兴提议，兴华校友会的三个分会(兴华校友会台湾分会和北京分会和蒲公英分会)必须

提交他们的财务报告，让会员们知道分会的财务状况。 

5） 余安主席说两个分会都把财务报告提交上来了，只是赶不上在限期里提交，所以未能把他

们的财政报告印刷出来给大家查阅。以后会让分会准时提交报告。 

6） 林顺康提议三个分会也应该提交各自的财政报告，并提问兴华校友会台湾分会是个独立团

体，还是我们兴华校友会的附属会呢？ 

7） 陈静翔答，兴华校友会台湾分会本质上附属于兴华校友会，可是基于法律和财政上的需要，

兴华校友会台湾分会必须登记为一个在台湾的社团法人，所以在台湾的法律制度上兴华校

友会台湾分会是个独立法人。无论如何，兴华校友会台湾分会还是受马来西亚兴华校友会

的监控。 

8） 朱运铁提议本会刚成立的校友会基金还不是推行的很好，反应不佳。希望来届的理事们会

更加积极和努力的推动这个基金。历届的兴华毕业生人数是令人咂舌的。每一届的毕业生

都有各自的聚会活动。如果历届的毕业代表可以积极向同届同学推动这个基金，效果一定

会很好。希望来届的理事再加把劲推动这个基金。 
 

7. 修改章程 

由署理主席陈静翔宣读，与会者无异议通过。 

1） 去年 2017 年因为技术上的问题修改了的章程被社团注册局遗漏了。所以今年会以简单的

方式再复准。大会无异议通过。 
 

8. 2018 至 2020 年度第 38 届理事改选。 

1）2016-2018 年度理事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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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时主席为颜建义，提议人陈宝来，附议人朱运铁。 

推选候选人名单： 
 

姓名 提议人 附议人 

1. 林奉隆 洪健枝 叶国琛 

2. 李慧玲 叶进来 颜建义 

3. 叶国琛 林奉隆 颜志聪 

4. 潘诗慧 黄绥兼 李慧玲 

5. 林爱心 潘诗慧 沈专丽 

6. 林国士 候墨荣 郭清建 

7. 陈锦祥 叶国琛 林遒潾 

8. 林遒潾 苏新龙 叶国琛 

9. 吴文安 李慧玲 黄绥兼 

10. 余  安 吴文安 李慧玲 

11. 苏新龙 林奉隆 洪健枝 

12. 黄绥兼 李慧玲 吴文安 

13. 郭清健 郑蔡娣 林奉隆 

14. 叶进来 颜建义 候墨荣 

15. 杨淑红 苏新龙 洪健枝 

16. 苏进强 沈专丽 叶国琛 

17. 林福荣 林遒潾 苏新龙 

18. 颜志聪 洪健枝 叶国琛 

19. 刘俊良 林奉隆 郑蔡娣 

20. 谢伟峰 潘诗慧 黄绥兼 

21. 蔡福隆 苏爱云 沈专丽 

22. 廖华成 朱运铁 颜建义 

23. 洪皇贵 黄绥兼 潘诗慧 

24. 苏美玉 杨淑红 颜志聪 

25. 陈文相 林奉隆 杨淑红 
 

3）被推选的新一届 25 位理事全部不劳而获。 

3）查账 1：杨婉卿，提议人洪健枝，附议人李荣兴。 

4）查账 2：陈奕芳，提议人陈宝来，附议人刘俊良 

   陈奕芳后因故无法接任而另推选李荣兴。 

   查账 2：李荣兴，提议人洪健枝，附议人叶进来 

 

大会结束时间：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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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年会务报告 
1. 吴文安、林福荣、林国士、陈锦祥、颜志聪代表出任中学部董事。 

2. 余安、蔡福隆、林遒潾代表出任小学部董事。 

3. 余安、吴文安、颜志聪代表出任五机构联委会理事。 

4. 苏新龙代表本会出任雪隆华校校友会联合会(理事)一职。 

5. 余安代表本会出任中华大会堂代表一职。 

6. 每逢星期一，为本会合唱团活动日，指导老师为林清福老师。 

7. 每逢星期五，为本会蒲公英合唱团活动日，指导老师为林颖茜校友和林颖芷校友。 

8. 每逢星期一及星期三，开放篮球场(7.00pm 至 10.00pm)以及每逢星期三开放羽毛球场

(7.00pm 至 10.00pm)，供会员使用。 

9. 配合董事会参与每年一度之醒狮釆青工作，并积极推动已毕业的年轻校友担任领队工作，深

受各界的欢迎。校友会在 02 月 01 日於教学大楼仁爱广场及兴华园举行醒狮采青行动中心启

用餐会，款待三机构理事、教师、领队及狮队成员。03 月 16 日举办醒狮庆功宴，由工委会

主席杨婉卿校友宴请三机构理事、全体狮队队员、家长、教师、领队、司机及为狮队工作默

默付出的兴华人与各界人士。 

10. 02 月 03 日，全体理事出席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宴请兴华中学教职员慰劳晚宴，地点为巴生

CENTRO 好想吃餐厅。 

11. 02 月 13 日，新春醒狮采青贺岁队伍授旗礼及挥春比赛，开设茶档招待校友们享用茶点，并

与三机构理事和老师们交流。 

12. 02 月 22 日，余安、陈静翔、李慧玲、叶进来、黄淑缘、朱运铁和苏新龙代表出席兴华小学

教职员新春晚宴，地点为巴生 CENTRO 好想吃餐厅。 

13. 02 月 25 日，兴华校友会配合农历新年的气氛举办了新春大团拜，由 2017 年高三毕联会成

员筹备，当天出席人数约 850 人。当天有售卖周边产品摊位、其中包括剪纸、写春联、猜灯

谜、制作汤圆、手工体验、写贺卡、拍照、游戏等摊位，出席的有五机构成员、学校教职员、

多届的校友等等，他们一家大小都前来参与，场面热闹又温馨。 

14. 03 月 11 日，召开常年会员大会。同时颁发第 23 届(2017 年度)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共

有 175 人得奖，发出奖金 RM 9,810.00)。有关名单从略。 

15. 04 月 24 日，全体理事代表出席黄秀玉校长荣休的下午荣休仪式及晚宴，地点为母校朝阳堂

和喜粤酒家。  

16. 04 月 29 日，康乐股举办校友会理事联谊活动之爬山健行运动，地点在 Setia Alam 

Peakgarden，出席人数约 20 人。 

17. 05 月 11 日，余安、李慧玲、叶国琛代表出席中学部的教职员上半年庆生会，地点在兴华中

学忠礼堂。 

18. 05 月 25 日，校友会及中学家教协会联合举办联谊晚宴，地点为皇廷大酒家，出席人数约 40 人。  

19. 06 月 01 日，林遒潾、杨淑红代表出席兴华小学 2018 年度庆祝教师节庆典，地点为兴华小

学礼堂。 

20. 06 月 08 日，吴文安、林遒潾、杨淑红代表出席兴华小学 2018 年度运动会，地点为兴华小

学草场。 

21. 06 月 10 日，吴文安代表出席雪隆华校校友会联合会 2018 年度常年会员代表大会，地点为

雪隆校友联会所。 

22. 06 月 24 日，由佛光文化事业（马）有限公司、星洲日报、兴华中小学校友会联合举办《我

辈中人-写给中年男人的情书》马来西亚巡讲暨新书发表，主讲者由台湾张曼娟老师开讲，

地点为兴华中学科技大楼大讲堂，出席人数约 600 人。 

23. 06 月 28 日，沙巴崇正校友会拜访本会及参观母校人文走廊。 

24. 07 月 21 日，余安、叶进来、林奉隆、颜志聪、黄绥兼、潘诗慧、李慧玲、苏美玉等理事一

同参加中小学教师节晚宴。 

25. 07 月 28 日，蔡福隆理事代表参加兴华小学部的孝亲感恩日，地点为兴华小学。 

26. 08 月 05 日，由五机构联委会主办的适耕庄一日游，出席者包括朱运铁主席、陈伟后、余安、

林国士、李慧玲、蔡福隆、程晋强、颜志聪、杨淑红、呂怀毅等五机构理事以及中小学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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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一同参与。 

27. 08 月 31 日，陈伟后、余安、吴文安、陈锦祥、林福荣、李慧玲、苏进强、谢伟峰、郭清建、

颜建义、廖华成于南方镇的阿东海鲜一同参加北京同学会聚餐交流会。 

28. 9 月 22 日，以颜志聪担任筹委会主席，与本会在兴华园举办中秋晚会，出席人数约 1100 人。 

29. 10 月 05 日至 08 日，母校五机构同仁组团（拿督李平福、苏进存校长、陈伟后、余安、叶

进来、吴文安、苏美玉、陈锦祥、呂怀毅夫妇、洪皇贵夫妇、刘俊良夫妇）前往台北参加巴

生兴华中学台湾校友会社团法人成立大会。 

30. 10 月 11 日，吴文安、李慧玲、苏美玉、叶国琛代表出席中学部的教职员下半年庆生会，地

点在兴华中学忠礼堂。 

31. 10 月 14 日，吴文安、叶进来、颜志聪、黄绥兼、叶国琛、潘诗慧、廖华成与中学家教协会

理事举办羽球联谊赛，地点在兴华中学朝阳堂。 

32. 10 月 28 日，校友会与雪州政府一同举办雪州惠民活动，地点在兴华朝阳堂。 

33. 11 月 11 日，余安、吴文安、陈锦祥、林国士、李慧玲、苏进强、谢伟峰、郭清建、苏美玉、

林遒潾、杨淑红等理事一同协助小学义卖会，地点为兴华小学。 

34. 11 月 13 日，高三毕业生入会讲座会，由余安、吴文安、苏美玉、李慧玲、刘俊良、杨淑红

到现场帮忙推动讲解。 

35. 11 月 14 日，高三毕业典礼当天，设立高三毕业生入会档口，当天申请入会人数有 375 人，

其中 355 位学生，20 位老师。 

36. 11 月 21 日，吴文安理事代表出席 2018 年（第 31 届）林连玉精神奖新闻发布会，地点在

吉隆坡林连玉纪念馆 3 楼活动空间。 

37. 11 月 23 日，校友会举办兴华生活学堂讲座，主题为【医生告诉你血糖的秘密】, 主讲者：

潘昶伶博士，出席人数约 67 人，于校友楼 5 楼会议室。 

38. 12 月 16 日，余安主席代表出席林连玉墓园公祭仪式，地点于吉隆坡福建义山林连玉墓园。 

39. 12 月 16 日，苏进强理事代表出席 2018 年（第 31 届）林连玉精神奖颁奖典礼，地点在吉

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兴华中小学校友会合唱团 

2018 年活动报告 

1） 02 月 10 日，兴友合唱团在巴生皇廷餐馆团聚。 

2） 02 月 24 日，农历新年向万津中华校友会合唱团拜年。 

3） 07 月 21 日，参与第 44 届巴生歌乐节百人大合唱演出，地点在巴生福建会馆。 

4） 09 月 02 日，参与第十八届「让友谊的歌声展开翅膀」合唱观摩交流会。 此交流会由新山歌

乐协会主办，地点在柔佛士姑来。 

5） 09 月 23 日，出席由兴华中小学校友会主办的中秋晚会，并参与合唱演出。 

6） 09 月 30 日，出席团员陈金莲的画展，地点在 Eco Sanctuary 。 

7） 11 月 03 日，团员代表出席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逝世一周年纪念音乐会。 
  

北京兴华校友会 

2018 年活动报告 

1) 03 月 24 日，春季新学期开始，本会举办学期聚餐凝聚在京校友，欢迎春季班学加入本会活

动。共有 13 人参与本次活动。 

2) 06 月 02 日，学期末本会举办聚餐，为成员加油打气。其中还有从香港理工大学来北京实习

的兴华校友。共有 16 人参与本次活动。 

3) 07 月 29 日至 08 月 23 日，本会组织团队到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进行假期辅导陪读计划，成

员牺牲假期时间到吉兰丹陪伴与协助高三生准备统考，是本会首次举办此活动，获得当地董

家教的肯定与支持。共有 16 人参与本次活动。 

4) 08 月 04 日，本会在母校兴华中学举办行前说明会，这是本会第二次举办此活动，也是每年

的常规活动。本次活动也邀请了余安主席致词，恰好本会顾问赖贞煌先生以及北京大学李豪

老师也出席活动分享北京升学点滴。出席人数约有 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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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月 25 日，本会在清华大学建馆咖啡厅举办迎新暨中秋午会。本次北京兴华同学会迎来约 20

名新生的加入。出席人数有 30 人。 

6) 10 月 21 日是北京大学一年一度的国际文化节。北京兴华的兴华校友再次于国际文化节的舞  

台上为现场的观众带来精彩的醒狮表演。一共有两头狮参与本次盛会。 

7) 12 月 2 日，本会成立获得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批准后举办的第一次会员大会。地点在清华大  

学建馆咖啡厅，会长汇报了自同学会组织以来曾经举办的活动，也对各执委作了介绍，并预

告了接下来本会会举办的活动。会上也通过了 2017-2018 年的会务报告与财政报告。本次大

会出席人数约有 25 人。 

   

巴生興華中小學校友會 

會員子女學業優良獎勵金簡章 
 

1. 宗    旨： 培育英才，鼓励会员子女努力向学，造就社会。 

2. 资    格： 申请者须为会员子女。 

3. 手   续：    (一)填具申请表格。 

  (二)呈交成绩复印本，复印本须经有关学校监定。 

  (三)申请表格与证件须于截止日期前交到本会秘书处或文教组。 

组别 
条件 

(操行成绩列乙等以上，且符合以下规定) 

奖励 

金额 

小
学
组
别 

(一) 低年级组 (1~3 年级) 学年总成绩平均须 80 分以上。 RM 40.00 

(二) 高年级组 (4~5 年级) 学年总成绩平均须 75 分以上。 RM 40.00 

(三) UPSR 组 (6 年级) 检定考试成绩须考获四科 A，且其它科目须及格。 RM 60.00 

独
中
组
别 

(一) 初中组(初中一至初中三) 
学年成绩总平均须 75 分以上，四主科 (华、国、英、

数)均须及格。 
RM 50.00 

(二) 高中组(高中一至高中三) 
学年成绩总平均须 70 分以上，四主科 (华、国、英、

数)均须及格。 
RM 60.00 

(三) 统考组 (初中统考) 
初中统考成绩须考获四科 A，其中包括一科语文科和一

科数理科。 
RM 80.00 

(四) 统考组 (高中统考) 
高中统考成绩须考获四科 A，其中包括一科语文科和一

科数理或商科。 
RM100.00 

(五) 会考组（PT3) PT3 须考获五科 A。 RM 70.00 

(六) 会考组 (SPM) SPM须考获Ａ等文凭，且其中六科积分不得超过 20点。 RM 80.00 

国
中
组
别 

(一) 初 级 组 (Peralihan – 

Tkt3) 
学年成绩总平均须 75 分以上。 RM 50.00 

(二) 高级组(Tkt4, Tkt5, Tkt6) 
Tktn 4,Tktn5 学年成绩总平均须 70 分以上。 

Tktn 6 学年成绩总平均须 60 分以上。 
RM 60.00 

(三) 会考组 (PT3) PT3 须考获五科 A。 RM 70.00 

(四) 会考组 (SPM) SPM 须考获 A 等文凭，且其中六科积分不得超过 20 点。 RM 80.00 

(五) 会考组 (STPM) STPM 须考获二科 A，其彵科目须及格。 RM100.00 

其他 (一) 全州 代表学校参与全州学术/体育竞赛荣获前三名者。 RM60.00 

 (二) 全国 代表学校参与全国学术/体育竞赛荣获前三名者。 RM70.00 

4. 申请日期： 由 26/02/2019 至 07/04/2019 接受申请。 

5. 附    则： (一) 所有申请表格经本会文教组审查作出的决定，是为最后的决定。 

     (二) 本简章有未尽善处，可由文教组提出修正，经理事会通过后即可生效 。 

  (三) 所有得奖者，须亲自 (或由家长代表) 出席颁发仪式。除非事先书面申请，

否则有关资格将被取消。 

  (四) 为节省作业，所有得奖者，除了在报章公布外；将不另行通知。除非有关申

请不符合资格，本会才书面通知有关申请者。 

6. 颁发日期及地点： 2019 年 04 月 21 日下午 1 时正(母校科技大楼潘斯里陈开蓉大讲堂)  

(提前于中午 12 时正至 12 时 45 分，于母校食堂设午餐招待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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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興華中小學校友會 

第 24 届（2018 年度）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 
 

申請表格 
 

会员姓名：(中)                     (英)                                

会员号码：                        申请学生关系：                      

地    址：                                                            

                                                            

电    话： (H)                 (O)               (FAX)                

 (H/P)                     (E:MAIL)                         

 

 注：1. 每份表格只限一人。 

2. 成绩复印本必须由有关学校校长盖章签名方为有效。 

3. 如需多份表格，可自行复印。 

 申请日期：由 2019 年 02 月 26 日起至 04 月 07 日止。 

 

申请者姓名 性别 申请组别 学业等第 

(中) 
   

(英) 

 

 

   日    期：                   会员签名：                   
 

*************************************************************************** 

《供本会使用》 

 审查人：                          签名：                          

 批准者：                             签名：                          

 备  注：                                                             

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