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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期限：3 年 

编号：            
 （申请者请勿填） 

（                      大学） 

（      年度） 
（请用正楷书写） 

◙  个人资料 

2 寸正面半身照片 

姓名 （中）                  （英） 

性别 □ 男  □ 女 身份证号码  

年龄  毕业独中  

通讯地址 

 

联络电话 
住家： 

手机： 
电邮地址  

★ 所有申请结果，将以电邮或电话通知，请务必填写最常用的电邮信箱及联系方式。 

◙  家庭资料 

概况 
□ 双亲家庭  □ 父母双亡  □  其他：____________ 

□ 单亲家庭（父存母殁／母存父殁／父母离异） 
经济状况 

每月总收入：RM ______________ 

每月总支出：RM ______________ 

父亲 

姓名（中）  身份证号码  

（英）  职业  

联络电话 住家：                        公司：                      手机：                      

母亲 

姓名（中）  身份证号码  

（英）  职业  

联络电话 住家：                        公司：                      手机：                      

监护人 （若有父母亲资料，无须填写此栏） 

与学生的关系  

姓名（中）  身份证号码  

    （英）  职业  

联络电话 住家：                        公司：                      手机：                      

兄弟姐妹人数 总人数：__ 人（不包括自己） □ 兄：__ 人  □ 弟：__ 人  □ 姐：__ 人  □ 妹：__ 人 

关系 姓名 年龄 职业或职称 月入（RM） 就读学校 就读年级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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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期限：3 年 

◙  各项考试成绩 

□ 高中统考（UEC）  □ 技术科统考（UEC-V）    考试年度：        

1． 华文  7． 高级数学 II  13． 商业学  19． 电子学  25． 美工  
2． 马来西亚文  8． 历史  14． 簿记与会计  20． 电学原理  26． 美工(实习)  
3． 英文  9． 地理  15． 会计学  21． 数位逻辑  27． 汽车修护(实习)  
4． 数学  10． 生物  16． 经济学  22． 电机学    
5． 高级数学  11． 化学  17． 电脑与资讯工艺  23． 工业英文    
6． 高级数学 I  12． 物理  18． 美术  24． 汽车修护    

□ SPM 考试   考试年度：        □ STPM 考试   考试年度：        
1． 马来文  10． 化学  1． 普通试卷  10．  生物  

2． 华文  11． 物理  2． 马来文  11． 化学  
3． 英文  12． 商业  3． 华文  12． 物理  
4． 数学  13． 会计原理  4． 英文  13．  会计  
5． 高级数学  14． 经济  5． 马来文学  14．  经济  
6． 历史  15． 道德教育  6． 数学 M  15．  商业研究  
7． 地理  16． 美术  7． 数学 T  16．  美术  

8． 科学     8． 历史  17．  信息通讯技术 ICT  
9． 生物     9． 地理    

班级 

排名 

全班名次：第 ____ 名 

全班人数：共 ____ 人 

全级 

排名 

全级名次：第 ____ 名 

全级人数：共 ____ 人 
操行 ____ 等 

学年 

总平均 
_____ 分 

◙  课外活动记录（请填写在高中所参与的活动项目；若栏位不足，可按此格式另呈附件） 

序 年份 活动项目／参加团体 
主办单位 

职位／特殊表现／奖项 
校内 校外 

      

      

      

申请 
科系 第一志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      第二志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 

我 □ 愿意  □ 不愿意  公开本人的电邮地址及联络电话。 

□ 同意以下条文： 

1. 已阅读董总网站（https://www.dongzong.my/v3/index.php/about-us/pdpa）之“董总个人资料保护声明书”，

且了解董总如何处理和使用本人的个人资料，并同意提供个人资料供此表之特定目的和其相关事务。 

2. 谨此声明本表所填写的资料完全属实，且同意贵会对本人的申请所作的任何决定。不论是否被录取，申请材

料都不予退还，保存期限后给予销毁。 

申请者：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 
（正楷：             ） 

日期： 

家长／监护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 
（正楷：             ） 

日期： 

◙  资料检查表（请务必依照以下顺序整理，无需装订；用回心针即可） 以下（No.4‐9）的影本文件须经原校校长验证方属有效。 

1． 奖学金申请表（须贴上照片） 正本1份，影本4份 6． 学校最后三年成绩报告表 影本1份 
2． 推荐函 正本1份，影本4份 7． SPM 文凭 影本1份 
3． 自传 正本1份，影本4份 8． STPM 文凭 影本1份 
4．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证书 影本1份，再影本4份 9． 学校最后三年校内外证书或奖状 影本1份 
5． 学校毕业证书 影本1份 10. Application Summary（网报资料-若有） 1份 

◙  受理单位填写（申请者请勿填） 

1． 申请者资料：□ 完整  □ 欠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缴费方式  ：□ 现金  □ 支票／汇票：__________________  □ 缺交  □ 补交：_____________________ 

处理者：           日期： 

3． 遴选结果  ：□ 获选  □ 落选 4． 录取结果：□ 接受  □ 放弃 

处理者：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