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平中学 2018 年度初一新生注册须知 
 

1.  填写新生入学报名表格 
 

2.  各项收费及缴交办法： 

      说明：（1）全年一次缴清 

         （2）全年分二次缴清：     第一次—注册费、第一期至第五期各项费用 

                                                        第二次—第六期至第十期各项费用 

         （3）缴注册费及分十次缴交各项费用（建议申请银行缴费 Direct Debit） 

        各项收费一览表（全年） 

项目 
学费 杂费 电脑费 

多媒体教学/

科学实验费 
发展基金 

独中及学联

体育基金 

保险费 

（含 GST） 总额 

年级 RM RM RM RM RM RM RM RM 

初中一 1650 440 385 220 275 5 22 2997 
  

         另：以下事项仅收取一次（至高中毕业），初一新生、各年级插班生均需缴纳。 

爱校献金 学生证 校徽及学号 新生辅导营 总额 

RM RM RM RM RM 

100 10 10 25 145 
  

   各项费用分期缴交办法（分十期） 
 

缴交                 

月份 
2017 年 01/18 02/18 03/18 04/18 05/18 06/18 07/18 08/18 09/18 10/18 

全年各项 

 注册费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第九期 第十期 费用总额 

年级 RM RM RM RM RM RM RM RM RM RM RM RM 

初中一 442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3142 

 

  3. 注册日期： (1)   2017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9 点至下午 3 点，于程亨斌讲堂接受注册缴费 

            （2）2017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至 11月 15 日（星期三），于办公室书记处注册缴费 

                       *新生录取 135 人，截至额满为止（为配合新学年编班及订购课本，请准时注册） 
 

4.  注册时务需携带之文件副本：    ○1  初一新生报生纸或身份证影印本 

                                                   ○2  父母亲身份证影印本或监护人身份证影印本 

  附加说明： 

  (1) 家境清寒学生可申请<成人成才助学金>或<借贷课本>。申请表格可於新生注册缴费当天向相关人员   

       索取，并于指定期限内交回学校。 

  (2) 假期中贩卖部售卖课本时间：   11-12-2017 ~22-12-2017（星期一 ~ 星期五）9:00am ~12:30pm  

                                           （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3) 服装仪容： 

      （一）头 发 ：男 生 （不染发、不烫发、不变形、不怪异、前不覆额、侧不盖耳、后发根向上斜推、 

                                       不留鬓角、不蓄胡须、不戴耳环） 

                         女 生 （不染发、不烫发、不变形、不怪异、头发长度不限制、超过肩膀时需以黑或白色    

                                       发饰系绑并梳理整齐、不戴耳环、不涂口红） 

      （二）服 装：初中部为白衬衫、男生白短裤及黑腰带、女生白裙、白袜、白鞋 （须系鞋带） 

      （三）眼 镜：不花俏、不怪异 

      （四）校徽及学号：缝于白衬衫左边，离口袋上方 1 公分      

(4)  初一新生务必参加  2017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至 12 月 28 日（星期四）为期两天的新生辅导生活营 

     （另附简章）。 

 (5)  新学年开学日： 2018 年 1 月 1 日 （星期一） 

                                                                                                                                                     永平中学教务处注册组 订     

                                                                                                                                                               2017 年 9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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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缴费简则 

1. 缴费办法： 

1.1 本校学生须于每学年结束前办理下一年学籍注册手续，即缴交注册费，否则不获保留学位。 

1.2 本校各年级收费以全学年各项费用总额为依据，可分摊若干期缴清。 

1.3 本校提供三项缴费方式： 

a. 全年一次缴交：在注册时缴交注册费及全学年费用。 

b. 分两次缴交：第一次在注册时缴交注册费、第一期至第五期费用； 

                        第二次在 6 月份交第六期至第十期费用。 

c. 分十次缴交：在注册时缴交注册费及分十期缴交各项费用。（请参阅缴费表）                       

 

 

1.4 本校设学生缴费处，开放时间为：上午第一及第二次下课休息时间（星期六不收费） 

1.5 每期费用须于每月 1 日至 15 日缴清。如遇星期日或学校假期，缴费日期则相应延后。 

1.6 各项费用缴交后一概不得退还或转让。 

2. 缴费手续： 

2.1 现款缴费（Cash）： 

2.1.1    学生到缴费处办理缴费手续。 

2.1.2    收银员查收款额后，发出正式收据（每张收据须有收银员盖章方为有效）。 

 注意：若遇上系统故障等问题，收银员将给予临时收据（同样需有盖章并收妥），  

       正式收据会安排补发。 

2.1.3   已缴费之单据须收妥，以便必要时核对，否则以出纳组记录为准。 

2.2 支票缴费（Cheque）： 

2.2.1    支票支付予“YONG PENG HIGH SCHOOL”。 

2.2.2    收银员检查无误后，发出正式收据（每张收据须有收银员盖章方为有效）。 

2.2.3    已缴费之单据须收妥，以便必要时核对，否则以出纳组记录为准。 

2.3 银行转账缴费（Direct Debit）： 

2.3.1   仅限分十期缴交的学杂费（不包括学籍注册费） 

2.3.2   凡申请成功的家长，每月 15 日至 20 日将从其银行户口中扣除学费款额。 

3. 申请延迟缴费、逾期未缴费： 

3.1 若未能在规定时间内缴费者，须预先向出纳组申请并办理【延迟缴费】手续。有关表格可向出

纳组领取。（注意：表格须经学生家长签名，以示正确无讹。） 

3.2 未预先申请而拖延缴付者，视为无故欠费，须另缴付行政费 RM5（逐期增加 RM5）。 

3.3 已申请获准延迟缴费者须在指定的日期缴清欠费。否则同样须另缴付行政费 RM5。 

3.4 凡无故积欠学杂费者，学校有权暂时取消其考试资格，待缴清后再行补考（补考成绩依补考标

准办理）。 

 

  永平中学出纳组 订 

2016 年 10 月 11 日 
 

 

 

 

http://www.yphs.edu.my/


永平中学 2018 年度新生辅导生活营须知 

 主办单位： 学务处 

 协办单位： 学长团 

 活动宗旨： 让新生了解永平中学的行政制度与校规，建立中学生正确的学习态度 

 活动日期： 2017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至 28 日（星期四） 

 报到时间： 12 月 27 日 7:30am 

结束时间： 12 月 28 日 6:00pm 

 报到服装： 整齐的永中校服、白鞋白袜 

 活动内容： 认识永中、学习永中规范、辅导讲座、社团招生等 

 携带物件： 寝具（睡袋亦可）、盥洗用具、拖鞋、永中体育服一套、深色长裤一件、 

                        足够的换洗衣服、记事本、原子笔、水瓶 

 禁止携带物件：手机、零食、漫画、小说、游戏机 

 活动费用： RM25 

 备注： 1. 报到当天，早餐请自行解决。 

   2. 若有特别病例，请在报名表格上清楚列明，并请自备药物。 

                                    3. 所有 2018 年度新生（包括插班生）务必参与此活动，若不能出席必须向 

学务处请准。 

4. 活动进行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校园；若有特别事故需离校者，家长必须向 

学务处申办后方可离营。 

 

          永平中学学务处订 

          18-8-2017 

 

 

永平中学 2018 年度新生辅导生活营---报名表 
 

学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男             女 

就读小学：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联络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饮食：   荤        素 

特别病例（如有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2017 年_____月_____日 

                                                                                                                                     XW-BG-2017-07.docx 

 



柔佛州永平中学 YONG PENG HIGH SCHOOL 

Jalan Sekolah Cina,83700 Yong Peng, Johor.   Tel:07-4671611  Fax:07-4678968 

Website: www.yphs.edu.myE-mail: info@yphs.edu.my 
 

_________年新生入学报名表格 
 

个人资料 

姓 名： （中）                        （英）                   性别：      男        女 

报生纸 / 身份证

号码 

 

出生日期  出生地  

祖籍  国籍  

宗教     佛教      基督教    道教    天主教    回教    无     其他 

就读小学     永平一校    永平二校    新港小学 

     南利小学    安宁小学    其他 ： 

地    址  

父亲资料 

姓 名：  （中）                            （英）                                  

身份证号码  

职业性质     商    工    农    教育    保险    自雇    退休    其他： 

教育程度     大专或以上      学院 / 专科     中学      小学 

住家电话  手提  办公室  

电子邮件地址  

母亲资料 

姓 名：  （中）                            （英）                                  

身份证号码  

职业性质     商    工    农    教育    保险    自雇    退休  

   家庭主妇     其他：  

教育程度     大专或以上      学院 / 专科     中学      小学 

住家电话  手提  办公室  

电子邮件地址  

监护人资料 

姓 名：  （中）                            （英）                                  

身份证号码  与学生关系： 

住家电话  手提  办公室  

其他资料 

家庭用语     华           英          国           方言                           

家庭成员  哥哥（    ）人    姐姐（    ）人    弟弟（    ）人     妹妹（    ）人   

就读永中人数 （    ）人 

永中校方填写 

编入班级 初中（      ）班 

收据号码  处理者签名                       日期： 

Tel:07-4671611
http://www.yphs.edu.my/
mailto:info@yphs.edu.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