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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

本校        永平中学 （大／中 ／小／微 型华文独中）√同意 □ 不同意 

申请“2021年抗疫纾困独中生助学金”。 

 

（如同意）本校将委任       张虹金 （职称： 校长室秘

书）作为此项目的负责人／联系人，并将以电邮  teohongjin@yphs.edu.my 

作为主要管理申请资料的登录ID。 
 
 
                                                                                                                                                                                              

校长：    

签字与盖章： 谭 细 湄   

日期：             15092021  
 

 

 

 

*以上回执可接受直接由校长发出给执行董事的信息为准（排列如下）： 

学校编号、学校名、规模、同意／不同意、委任（姓名、职称）为联系人、电邮登录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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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社企基金 2021 年抗疫纾困独中生助学金

申请说明 

——守望相助·风雨同担—— 
Berat Sama Dipikul, Ringan Sama Dijinjing 

 

1. 口号：守望相助·风雨同担 ／ 公益力量·薪火相传 
 

2. 缘起：由本基金发起号召，获得企业 Eco-Shop Malaysia 有限公司与私募基金公司
Creador 的响应，三方联捐 600 万令吉成立“2021 年抗疫纾困独中生助学金”。这
项计划是在社企基金“抗疫公益资助”之下设立的特别项目，鼓励并肯定来自低收
入或弱势家庭却拥有优良学业与品德的孩子，帮助他们渡过家庭经济困难或是家
庭遭受疫情、灾祸、变故等不幸，引导他们走上求学的正确道路。 

 

3. 联捐单位：马来西亚社会企业家基金号召，Eco-Shop Malaysia 有限公司、私募基
金公司 Creador 

 

4. 宗旨： 

（1） 帮助在疫情之下，经济与生计受影响的家庭渡过难关； 

（2） 鼓励并肯定来自低收入或经济受影响的家庭的孩子继续求学； 

（3） 在公益与教育领域引起抛砖引玉的效应，让更多企业家投入此行列。 
 

5. 推行方式： 

（1） 社企基金将与全国 60+3 所华文独中联系并配合，请各校负责学生的申请程
序、审核资料，并提呈申请资料总表、推荐总表给社企基金； 

（2） 校方应根据本基金提供的名额进行申请； 

（3） 社企基金与独中之间需要签署合作协议（MOU）； 

（4） 有关助学金只能资助学生拖欠、未付的学费，或是 2022 年新生入学的学杂
费，学校如有其他需要资助的项目，请另行与社企基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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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助学金将直接汇款给学校，而不是发放给学生，学校须开具学费的正
式收据给基金以便财务税务审查； 

（6） 如学校无法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资助助学金的名额，该名额将转移给需要 

的学校与学生； 

（7） 社企基金将不会在报刊媒体或社交平台上公开受惠学生或家长的中英文姓
名，以保护学生的隐私；但是中文名单（附上班级）将会在学校及基金网
站公布，以昭公信。受惠学生与家长的证件姓名将会作为资料，受到审计
师、所得税局查核，以确保善款并没有被滥用； 

（8） 本基金将赠送一件T 恤给受惠学生，请校方须在复课之后协调受惠学生拍大 

合照或进行移交仪式，细节再拟。 
 

6. 推行日期：2021 年 9 月 15 日开始申请，于 11 月 10 日截止提交。在 11 月 30 日之 

前，有关助学金将全部发放给相关独中；移交仪式将另行安排。 
 

7. 名额分配：有关学校的类型与规模（人数范围），是根据社企基金自行的评估为 

准，请各校按照此标准进行申请与分配： 
 

类型 间数 人数范围 总人数 名额 

大型 15 2,000 人以上 48,550 2,250 

中型 24 500 至 1,999 人 26,374 2,400 

小型 18 150 至 499 人 5,446 1,080 

微型 6 150 人以下 678 270 

小计 63  81,048 6,000 
 

8. 申请办法与步骤： 

（1） 请校方在2021年10月1日之前签署合作协议（MOU），在协议中需要同意以 

上颁发办法以及填写银行户口信息； 

（2） 请校方根据校内的评估标准，选出相应名额的学生，并将Google Form链接 

发送给相关学生进行填写（注意：请勿拷贝错误）； 

（3） 请校方提供一个电邮作为登录与管理Google Form资料的ID； 

（4） 请校方在收集所有学生资料之后，  生成一个总表，  电邮给社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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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efscholarship@gmail.com），并说明已经完成提交； 

（5） 社企基金将会在校方完成提交之后，进行内部的审核（需时7个工作日）； 

（6） 审核完成之后，社企基金将会根据协议中的银行户口信息进行汇款； 

（7） 校方收到款项之后，须在7个工作日之内开具学费收据给社企基金，请志明
各别学生的姓名、学号、班级。 

mailto:msefscholarship@gmail.com


 

 

 

附件（2） 
 
社企基金 2021 年抗疫纾困独中生助学金

各校助学金名额 ／提交申请链接 
 

编号 学校 规模 助学金名额 提交申请 

柔佛 

JHR-001 宽柔中学新ft总校 大型 150 https://forms.gle/vnUAkiWba3GNAcHQA 

JHR-002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大型 150 https://forms.gle/P55GFt8is1wfxrwT9 

JHR-003 居銮中华中学 大型 150 https://forms.gle/zYux41EigCDm9V977 

JHR-004 峇株华仁中学 大型 150 https://forms.gle/frgdjTYKvX6isMce8 

JHR-005 麻坡中化中学 大型 150 https://forms.gle/Yzh5NFNVxi4FgU4r5 

JHR-006 笨珍培群独立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xAWy36Mww1qi3TRR9 

JHR-007 宽柔中学至达城分校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veZ2MEoPdrQakrTK6 

JHR-008 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j5y6qwf7RTedDYGB7 

JHR-009 永平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fFdL8E78bzEgvjgd6 

JHR-010 新文龙中华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ikjGEvvqsdzJf7gHA 

马六甲 

MLK-001 马六甲培风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FCKfVisNSpWQXoYu6 

森美兰 

NSN-001 芙蓉中华中学 大型 150 https://forms.gle/yG9FoCok7L7i9DfR6 

NSN-002 波德申中华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eDS46hgvqBoeZRHD8 

吉隆坡 

KUL-001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大型 150 https://forms.gle/19T8QtvXZKco2Tvo7 

KUL-002 吉隆坡坤成中学 大型 150 https://forms.gle/WKk8KJ5NUjxi2uHJ6 

KUL-003 吉隆坡循人中学 大型 150 https://forms.gle/JZPy7irL8f43pxj68 

KUL-004 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大型 150 https://forms.gle/RG2MPFjVWVLZwYQX7 



 

 

 

雪兰莪 

SGR-001 巴生兴华中学 大型 150 https://forms.gle/MHbRxJXVFo2e6nwL7 

SGR-002 巴生滨华中学 大型 150 https://forms.gle/cFjoNynQVyiC8tFA8 

SGR-003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大型 150 https://forms.gle/LAifV2DR4PpjZTk67 

SGR-004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FezdsYXviysy1ZWj7 

霹雳 

PRK-001 怡保培南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KDNbbngcPDYchYvSA 

PRK-002 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jx5LTEjfo7aRbSzc8 

PRK-003 怡保深斋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FfMAB82ksJY3coB4A 

PRK-004 安顺三民独立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R5rXDxBqQ2EXhuTaA 

PRK-005 太平华联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Vsgp6qbq2edUcwEQ9 

PRK-006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LPc95hdTjdm5z4mH7 

PRK-007 班台育青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J3qE2VPcBG96y4Le9 

PRK-008 曼绒南华独立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NKZFgP5Q6x9fCFNu8 

PRK-009 江沙崇华独立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ruiDdQwnnevQDeUdA 

吉兰丹 

KTN-001 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R5XJ4EEd5Btwz7H19 

吉打 

KDH-001 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r9cQ1nobwfrdspYS8 

KDH-002 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JGkJxUunx4eajDQR9 

KDH-003 亚罗士打新民独立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nFehMcz5sNHXHbBe6 

槟城 

PNG-001 大ft脚日新独立中学 大型 150 https://forms.gle/cgVvssUgJMxTVj4v6 

PNG-002 槟城韩江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v8ieA8jJjrq2mRBKA 

PNG-003 槟城鍾灵独立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S9csZaTTxrY1CtAv7 

PNG-004 槟华女子独立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xpXW88oE9oQAnRQ16 

PNG-005 槟城菩提独立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VZ5YrdW7h9Aeq73b9 



 

 

 

砂拉越 

SWK-001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MaVECUKDtqLoJJSm8 

SWK-002 美里廉律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uGJ6jvjQKxkC8SHU7 

SWK-003 诗巫公教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UmwkntYF8VmTEWJz7 

SWK-004 诗巫黄乃裳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smA9aK7KxsosSkm2A 

SWK-005 美里培民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NnBu8YLY4xBMLLEH7 

SWK-006 古晋中华第三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gdtxTZmNZTseMPhb9 

SWK-007 古晋中华第四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Z9TiifqHoXWdn5yv7 

SWK-008 民都鲁开智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mDLuZFWTuKwwRxJB8 

SWK-009 石角民立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yyHsF9gPMiHbCroQA 

SWK-010 诗巫建兴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mjs7HK45LxMFNA78A 

SWK-011 西连民众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4s5bE9ZmjVcwrDH86 

SWK-012 诗巫公民中学 微型 45 https://forms.gle/H85jy4eBXAXpAYgZ7 

SWK-013 诗巫光民中学 微型 45 https://forms.gle/wHZHb1C2gwAurwmB7 

SWK-014 泗里街民立中学 微型 45 https://forms.gle/3rbNqoBpbvGoDZSX6 

沙巴 

SBH-001 沙巴崇正中学 大型 150 https://forms.gle/EC6gKwt222DJb1G2A 

SBH-002 亚庇建国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aB4xU3nBVbg8M84b7 

SBH-003 ft打根育源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B77WffQK7iXpVMva6 

SBH-004 斗湖巴华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UDQVAxBQXr6SfsVs5 

SBH-005 沙巴拿笃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2kyJPR6mRPzsDYHZ8 

SBH-006 沙巴吧巴中学 小型 60 https://forms.gle/ADJNfDNhipdLGUuMA 

SBH-007 丹南崇正中学 微型 45 https://forms.gle/QQjwzjJBws62Z7VK6 

SBH-008 沙巴保佛中学 微型 45 https://forms.gle/y9ihysfqLySyLx4k8 

SBH-009 古达培正中学 微型 45 https://forms.gle/oaBhqYU3exFon5ta7 

彭亨 

PHG-001 关丹中华中学 中型 100 https://forms.gle/TMyDAcvxGop9bpgH6 

总数  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