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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风中学是马六甲唯一的一所

华文独立中学，创立于1913年，迄

今已有百年的历史。

本校办学宗旨乃维护母语教育，

发扬中华文化，培育学生健全的人

格，促进学生德、智、体、群、美、

劳六育的均衡发展，以期学生成人

也成才。

与时并进的教育模式

本校主要教学媒介语是华语，

同时加强国文和英文教学以期三语

并重。在课本方面，除了语文科，

初中均为中文课本，以减少学生在

学习上可能面对的语文障碍；高中

则根据需要灵活采用英文课本。为

了提升学生的英文水平，本校积极

进行英文教学改革，引进新课程，

致力为本校学生营造学习外语的

良好环境。除了校内考试，学

生亦会参加全国独中统考(UEC)

及政府考试(SPM)，学生亦可参加雅

思英语测试(IELTS)等。 

统考文凭普遍被国内外大专院校

接受为入学资格，被企业界接受为学

术标准。由于升学管道宽广，本校毕

业生遍及海内外各地。

开发e校园文化

本校师资阵容强大，共设有十四

科科主任领导各科教学，教师超过90％

为大专毕业生，其中拥有硕士资格者

近30%。为打造e校园文化，本校应用

现代科技，积极落实多媒体教学和数

位教学，努力与世界接轨追求教育国

际化。为让学生全面发展才能，本校

共设有近40个联课活动团体，经由团

体活动的训练发展同学的群体性与培

养健康的爱好。

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为了让社经背景条件不足的学子

也有机会进入本校就读，国内各

社团、校友会、商号每年均热心赞

助助学金予有需要的学子申请，马

六甲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更提供免费

借用课本之福利予清寒子弟。因此，

家庭经济条件不足的孩子，仍可选

读本校。 

本校设有男女生宿舍，供居住

于郊区及外州的学子住宿。

独中生三语兼修，毕业后不仅

能适应华社环境，更能符合马来西

亚多元社会的需求。学生秉承了先

辈勇敢拓荒的精神，有守有为，不

论升学或就业，皆有作为。

-     -------------------------------------------------------------------------------------------------------------

（中）

（英）

性别（打    ） 男 女 身份证号码：

培中教职员子女（打    ）

马六甲培风中学
2023年初一新生入学考试报名表格

考生编号： 注意：姓名须依报生纸填写

马来西亚 / 其他（                             ）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省           县 籍贯 种族 华 / 巫 / 印 / 其他：

佛教 / 伊斯兰教 / 基督教 / 天主教 / 兴都教 / 无 / 其他：

20          年度毕业 / 肄业于                  州                                     小学 / 中学

姓名 身份证号码 I/C 职业 联络方式

（中）

（英）

（中）

（英）

H/P: Email:

H/P: Email:

H/P: Email:

承办人 日期

姓名

国籍

籍贯

宗教

学历

通讯
地址

家长

父亲

母亲

监护人
关
系（       ）

报名手续费

收据号码

备注 小学毕业 / 小学肄业 / 国中生

认识培风中学

扫描浏览培中官网
www.payfong.edu.my

申请学生宿舍（打    ）



入学考报名二维码

培风中学2023年度初一新生招生简章

一、入学资格 1. 华小六年级在籍或毕业的学生

二、入学考报名 1. 报名日期：2022年6月1日（星期三）至2022年10月10日（星期一）
2. 报名手续：

A）线上报名：
步骤一：上网填妥表格（线上报名链接：https://bit.ly/3sFhjKW）

【须附上报生纸及身份证（MyKid）副本】

步骤二：i）网上银行转账缴付考试费RM50
【收款单位：Pay Fong Middle School Malacca 

银行账号：UOB 账号：2133006526 】 
ii）上传转账证明，方完成报名手续。
iii）成功报名后即可下载历届考题（2届），供考生参考练习。

B）实体报名：
步骤一：可于各华小或本校教务处领取报名表格，填妥后亲临本校教务处报名。 

【请携带报生纸及身份证（MyKid）副本】

步骤二：缴付考试费RM50【附历届考题（2届），供考生参考练习】

四、家长座谈会 1. 宗旨：
a）让家长充分了解本校办学方针、学制、课程及校园纪律与文化。
b）建立共识，希望家长与校方共同携手为孩子的素质教育努力。

2. 日期：2022年10月15日（星期六）【入学考当天】

3. 时间：9:00am
4. 地点：怀萱堂

五、录取名单公布 1. 日期：2022年10月17日（星期一）
2. 方式：培风中学官方网站（www.payfong.edu.my）及各大中文报章 

七、注册费 1. 初一新生注册费共需缴RM600（不含2023年学费）。
2. 一经注册，恕不退还任何款项。

八、学费 1. 初中一每月收RM390，一年收11期。
2. 第一期学费，开学后缴交。

六、注册 1. 注册日期：2022年10月17日(星期一)至10月31日(星期一 )
2. 请于办公时间内到本校缴费注册。逾期未注册者，视同放弃学额。
3. 注册流程：到教务处领取入学考成绩单     携带成绩单到董秘处出纳组缴费                                   
                  （请保留缴交注册费的收据，以便网上订购课本时使用。）

三、入学考试 1. 考试日期：2022年10月15日（星期六）9:00am 至 1:10pm
2. 地点：本校
3. 考试时间表：

时间   9:00-9:50am   10:00-10:50am   10:50-11:20am   11:20-12:10pm   12:20-1:10pm
科目       华文            英文              休息              数学             国文

4. 考场规则：
a)请考生穿着整齐的小学校服并自备文具应考。
b)考场内严禁使用手机，违规者将被取消与考资格。

5. 本校将于休息时间提供小点心予考生享用。

九、购买课本及
校服    

1. 订购日期：2022年11月17日 (星期四) 至 2022年11月23日 (星期三）                            
2. 登入https://e-admin.payfong.edu.my网上订购课本及校服。                                        
3. 订购流程及领取日期将于日后发布。请保留缴交注册费的收据，以便网上订购课本时使用。



十三、宿舍 

十四、新生生活营 

十一、特殊才能 
   奖学金 

1. 奖学金类别：
a）才艺奖学金
b）运动奖学金

2. 申请资格：
a) 马来西亚公民。
b) 来年入读培风中学之新生。
c) 品行良好。
d) 在才艺与运动方面能够为校争光。
e) 必须有良好的学术成绩。

3. 申请简章与申请表格可至教务处领取。
4. 申请截止日期：2022年9月30日，并将相关文件交至教务处，逾期恕不受理。

十二、助学金 1. 培风中学特为初一新生设第一梯次的助学金申请，让家长可提早掌握助学金受惠情况。
2. 申请对象：已完成报名2023年度初一新生手续者。
3. 申请条件：

a) 凡家境清寒（家庭收入低或不稳定）；
b) 亟需经济援助（需长期治疗疾病）；
c) 单亲或家境小康，惟兄弟姐妹众多就读本校，家长经济负担过重者。

4. 申请地点：至本校辅导处或教务处索取申请表格。
5. 助学金的申请日期及受惠名单公布日期如下：

项目           对 象    梯 次              申 请 日 期           受惠名单公布日期
        仅供初一新生申请    第一梯次   2022年6月1日至9月9日    2022年10月17日
        开放全校学生申请    第二梯次            2023年1月     2023年4月                          

6. 甲州华小教师子女助学金
a. 凡在马六甲州华小服务的在籍教师，其子女就读培风中学，可提出申请减免2期学费。
b. 申请日期：2023年1月
c. 申请地点：至本校辅导处索取申请表格。

助
学
金

1. 申请资格：凡住外州，及本州郊区并已获得入学资格者。
2. 请于报名表格勾选申请学生宿舍，以保留床位。

1. 活动简章将于新生领取入学考成绩时发出。
2. 至于活动日期和时间，则有待学校视开学情况而定，将于日后发布。

十五、咨询处 1. 联系电话: 06-2824217 / 传真: 06-2815536
2. 办公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
                     7.30am - 12.30pm           7.30am-1.00pm

   1.30pm - 4.30pm     

       8.30am - 12.30pm     8.30am-12.30pm

   2.00pm - 4.30pm 

上课日

学校假期

联课处网页 辅导处网页 培中影音 2020云课堂体育处网页 图书馆网页

十、成绩优秀新生 
奖学金 

1. 凡于入学考试，总成绩名列前30名者，将获得成绩优秀新生奖学金。

   培风中学成绩优秀新生奖学金
   名次               受惠类别       持续6年受惠条件
    1-10   一等奖学金（11期学费减免）         品学兼优
    11-20   二等奖学金（7期学费减免）          品学兼优
    21-30   三等奖学金（4期学费减免）          品学兼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