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新生招生 Q&A
报名手续
学校官方网站：http://chhsban.edu.my/main
新生报名专区：http://chhsban.edu.my/main/%e6%96%b0%e7%94%9f%e8%b5%84%e8%ae%af/
问1.

报读芙中要有什么条件？需要什么手续？

答1.

亲临本校或登入网站填写报名资料，附上五年级全年成绩，及六年级上半年成绩(若有) 。
在五年级全年成绩，及六年级上半年成绩 (若有)中，华文、英文、国文三科语文科的作文和
理解、数学及科学的成绩总平均达 70 分或以上，直接录取成为保送生，惟须参加编班考试。
凡未达保送生标准者，请先提呈资料报名参加入学考试，顺利通过入学考试者将被录取成为
2023 年初一新生。

问2.

我已填写网上报名资料，要怎样知道已成功为新生报名？

答2.

表格成功缴交后，教务处学务组负责老师将会通过电邮回复家长。

问3.

网上填写表格呈交后发现有些文件还没呈上，请问要如何补交相关的文件？

答3.

家长可以把补交的文件，传送到chhssta@chhsban.edu.my，来函请注明新生的名字以方便更
新资料。

问4.

请问如何知道入学考试/编班考试的日期与方式？

答4.

入学考试及编班考试日期将在2022年10月9日(星期日)进行。经校方安排后，校方将会通过
电邮方式通知学生入学考及编班考资讯、考试编号和准考证。

问5.

请问入学考试/编班考试需考什么科目？

答5.

入学考试/编班考试考4 个科目：华文、国文、英文及数学，考试范围以小六程度命题。

问6.

完成入学考试后，请问我如何知道被学校录取？

答6.

录取名单于入学试结束七个工作天后，公布在本校网站http://chhsban.edu.my，请家长查询。
同时本校将通过电邮寄发《录取通知书》。

教务与学术
问1.
答1.

请问一个年级有多少班？
一个年级大概有10 班。

问2.

请问芙蓉中华中学采用什么课程？目前是双轨制吗？

答2.

本校实施双轨制及单轨制教学。
双轨制: 董总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课程（UEC）以及马来西亚国民中学课程(KSSM)
单轨制:董总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课程（U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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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3.
答3.

学生除了统考，他们必须考 SPM 吗？
单轨班学生只考统考，双轨班学生参与统考也考SPM。

问4.

请问所有的高二的学生必须考SPM 吗？

答4.

双轨班学生在高二时一定要报考 SPM。

问5.

请问报考 SPM 需要额外付费吗？

答5.

是的，独中生报考SPM 是需要付费的。

问6.

请问如果是双轨课程，同一个科目，如数学，会同时用华语与国语教导吗？

答6.

双轨课程的同一个科目是同时会用两种媒介语教导，数学及理科科目是用华语与英语教学，
RBT、Sejarah、P. Moral 使用国语为主教学。

问7.

请问学生可以只考SPM 吗？不报考统考。

答7.

一些学生在高二考完SPM 后离校，没有续读高三。校方还是鼓励学生继续完成高三课程，报
考高中统考，顺利毕业。高二离校仅能领取离校证书，高三毕业方可领取毕业证书及离校证
书。

问8.

请问周六有上课吗？

答8.

周六有联课活动及部分课程上课，每个月首个星期六是月休。

问9.

请问新生入学就直接进入初一吗？芙中是否有预备班？

答9.

我校没有预备班，入学就是初一新生（Form 1）。

问10. 请问平时上课时间是如何？还有自修课吗？
答10. 实体课上课天：学生每天早上 0745am 前到校拍卡。0750am 到0800am 是班导师时间。
0800am 开始上课，每级上课时间表不同，每日放学时间约在 0230pm 至0400pm 之间。
问11. 请问芙中有 1119 ENGLISH 的课程吗？
答 11. 教育部将 1119 English 与 SPM 的英文科成绩同步评估，并在 SPM 文凭中标注 1119 English 成 绩。
但随着教育部 KSSM 新课程与考纲的落实，将有所调整，新的评估模式尚待教育部公告。
问12. 请问芙中有补习班吗？
答12. 学校有开设实体课补习班，由学校的老师开课教导。
问13. 芙中有留级制度吗？
答13. 学校目前保留执行留级制度。以全年成绩总平均 55%为升班基本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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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课处 (课外活动)
问1.

请问芙中有多少个社团？请问芙中的社团性质如何？

答1.

45 个。2 个制服团体、10 个表演团体、6 个服务团体、11 个学术团体、5 个兴趣团体、11 个
体育团体。

问2.
答2.

什么时候可以开放选学会？
初一新生开学期间请依据公布的时间进行选学会。

问3.

请问联课上课时间？

答3.

每逢星期六，0830-1030，表演团体有时候会有增练。

问4.

可以不参加任何社团吗？

答4.

不能。因为联课活动是一门正课。

问5.

若缺席联课活动，会如何？

答5.

凡缺席务必依据请假程序申请，否则将视为旷课。

问6.

每人可参加多少社团？

答6.

1 个。

问7.

请问是否可以中途转换社团？

答7.

不行，转换社团只开放在籍初一和初三学生，时间为第二学期末，依据所发布的通告申请。

问8.
答8.

请问联课有分数吗？
有。同时以个人联课评鉴报告发还。

问9.
答9.

小学是体育校队的学生是否一定要加入该体育社团？
不一定。校队与体育社团是分开的。小学体育校队同学，可以依据意愿加入体育社团以外的
社团。

问10. 想要了解社团，到哪里查询？
答 10. 请浏览 http://chhsban.edu.my/main/%e9%83%a8%e9%97%a8%e7%89%b9%e5%8c%ba-%e8%81%94%e8%af%be%e5%a4%84/
请点击联课处 Google Site 了解更多详情。https://sites.google.com/view/chhscocu

训辅处
问1. 请问校方有提供助学金或奖励金吗？
答1. 有，但必须审核及评估。家长可浏览2023 成人成才助学计划简章，了解新生申请的资格及手
续。任何疑问，可透过电邮联系训辅处，fuzhongfudaoch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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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处
问1.

请问学费一年多少？除了学费以外还有其他杂费吗？

答1.

初中全年学费是RM3400。宿舍生全年宿舍费RM5460。
宿舍生
RM

费用名称

1

新生注册费

2

新生入宿金

180.00 恕不退款

3

宿舍保证金

200.00 需住满一学年，方可在退宿时退还。

4

宿舍费

5

1,050.00

备注

1,050.00 不包含书籍费和校服费，缴费后恕不退款

1,560.00 (含第1期 至第3期 膳宿费，恕不退款)
合计

问2.
答2.

走读生
RM

序

每月学费

1,050.00

340.00

2,990.00

340.00 全年缴交 10 期学费

请问我要为新生如何缴交学杂费？
家长可以透过银行汇款、现金或UOB 银行转账卡/信用卡(只限本校财务处柜台)，缴交学杂
费。
网上银行付费（INSTANT TRANSFER）
Beneficiary Bank

: United Oversea Bank (M) Bhd

Beneficiary Account

: 1763018135

Beneficiary Name

: Chung Hua High School Seremban

Recipient Reference

: 学生姓名 + 学号

缴费证明

: 请以图片档案格式上传付费便条（Payment Slip）或荧幕截取图片档
上传到whatapps: 016-2242782 以便核对.

贩卖部
问1. 请问新生买书的费用需多少钱？
答1.

大约RM 550。

问2.

请问新生的校服需多少钱？

答2.

大约RM110 （一套计算：包括校服，体育衣裤，芙中LOGO 袜子）

问3.

请问什么时候可到校买校服？

答3.

日期待定，将另行通知。

问4：请问学生要如何购买书本？
答4：学生购书是透过网上购书系统进行，校方会通知学生家长上网订书日期及相关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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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
问1. 请问申请宿舍资格是什么？
答 1. 芙中宿舍主要提供让远地的学子能到芙中安心念书而准备的，但如有身体状况须特别照顾，
不太适合申请宿舍，目前暂不开放让本地学生申请。
问2.

如何申请宿舍？一定会有床位吗？

答 2. 在您申请报名本校时，一并填写《新生/插班生申请住宿表格》进行宿舍申请。不管宿舍申请
成功与否，本校学务组都会联系您。由于宿舍床位有限，因此本校采取先到先得方式进行床
位获得资格，并非报名就一定会有宿舍床位。

问3. 请问宿舍费用包括什么内容，宿舍设备有哪些？
答 3. 宿舍费用除了宿舍管理基本费用外，还包括了：早午晚三餐、洗衣费及水电杂费等。设备方
面包括：床架、书桌、衣橱、风扇、吹风筒、熨斗、饮水机、热水器等生活机能设施。
问4.

请问宿舍只能住一年吗？或可以更久直至毕业？

答 4. 宿舍每年的空床位仅保留让初一新生优先申请。当然，申请成功者每年可以申请续住，如没
有特殊状况（如：违规退宿/自行退宿），是可以继续申请住宿至毕业的。
问 5. 宿舍生周末不上课时可以回家/留宿吗？是否提供三餐？
答5. 学校周末不上课时，宿舍生可以选择回家或留宿，宿舍在非上课日时仅提午餐及晚餐。但需
要注意的是，凡是三天连续假期或以上非上课日，宿舍须清空，宿舍生需要回家，不得留宿。注
意：依据防疫 SOP 与学校配合，目前初中至高一学生采轮流回校上课制度，须以一周住宿
一周回家居家上课作安排，因此目前周末不能留宿。
问6. 家长是否可以探访孩子？宿舍生可以外出吗？（例如：补习）
答 6. 如有重要事务须在平日探访孩子（可事先通知楼层生活导师），家长可在放学后至舍务处办公室
通知并等候，请避开晚间自修时段（0700pm 至 0900pm）探访。如要带孩子外出须按照宿舍
生外出流程填写申请表，父母/监护人须亲自到场接孩子。关于外出补习，目前因疫情关系暂
不允许孩子外出补习，可考虑线上补习。
问 7. 请问房间格局与室友安排是如何？孩子可以申请住在一起吗？
答 7. 男生是六至七人一房，而女生则是大通铺或五人一房，上为床下为书桌衣橱套组。宿舍可算
是一个简易版的小型社会，除了能让孩子锻炼自我适应能力外，更是培养人际关系与交友的
好场合，基本不建议孩子同住。
问 8. 宿舍生是否可以携带电脑/电话到宿舍？是否有特别管制？
答8. 手提电脑：如果因社团/活动需要携带手提电脑处理事务，须呈交公函向舍务处申请，并依据
舍务处规定时间使用。
手机方面：须付费申请手机寄存箱后才能携带手机返宿。手机管制须遵守宿舍生手机使用守
则，每日开放使用时间为 3 至4 小时，晚上 0930pm 回楼层前须缴放回寄存箱（使用时间将按
状况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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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9.
答9.

请问宿舍基本作息与活动安排。
时间

0640am 前离开宿舍大楼

0600am ~ 0700am

事项
播放早乐、起床、梳洗、更换校服、
整理个人内务
宿舍餐厅用餐

1130am ~ 1200pm

午餐

依照教务处课表

放学后
0515 pm ~ 0615 pm

放学后自由活动

依照教务处课表

0520 pm ~ 0620 pm

晚餐

0630 pm ~ 0650 pm

步操/集会

0700 pm ~ 0900 pm

自修

0900 pm ~ 0920 pm

自由活动、洗刷

0920 pm ~ 0945 pm

值日（房内/房外）

0945 pm ~ 1000pm

整理个人内务、收拾书包、梳洗

0930pm 晚点名，
楼房长及老师做检查
准备就寝

1000 pm ~ 1015pm

关大灯总电

就寝

0600am ~ 0640am

备注

0710am 前离开餐厅

送洗衣服

问10. 孩子住宿时，如何联系对方？
答 10. 如果没有申请手机，宿舍区有很多公共电话供孩子使用，家长可事先请孩子准备零钱。另外，
如家长急须联系孩子，可拨打学校总机：06-7612782 转分机 139。或者直拨宿舍办公室专线：
06-76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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