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山宽柔中学、宽柔中学古来分校、宽柔中学至达城分校
联合招收 2020 年度初一新生入学考试简章 25-2-2019
(一) 目
的： 招收符合入学本校初一年段资格的学生，入学考试亦是就读本校初一之唯一途径。
(二) 录取方式： 三校联合考试，各校按小学分区招收新生。
(三) 录取人数： 新山校本部招收 800 名，古来分校招收 750 名，至达城分校招收 600 名。
(四) 报考入学考试须注意事项
报考资格： 1. 2019 年在籍小学六年级学生，或
2. 修毕小学六年级且在 2006 年 1 月 1 日之后出生者。
报考分区： 依据考生就读小学划分，如下表：
报考学校

小学

报名地点

新山
宽柔中学
（A 区）

宽柔一小、宽柔二小、宽柔三小、宽柔四小、
国光二校、丹柏、柏岭培华、若瑟、坚柏、
班兰

宽柔中学
古来分校
（B 区）

国光一校、明德、平民、辅士、道文、
培智(实达生态园)、泰丰、明智、柏图、
万邦、辅莱、四维、古来一校、古来二校、
敬业、泗隆、新港、士年纳、沙令、士乃、
文化、大古来、培正、育民一校、育民二校

宽柔中学
至达城分校
（C 区）

万孚、建集、启东、马塞、智南、南兴、
培智(烈光镇)、柔佛再也、百万镇培华二校、
宽柔五小、哥打县各华小

新山宽柔中学教务处
Sekolah Menengah Foon Yew
59-C, Jalan Ibrahim Sultan, 80300 J.B.
Tel: 07-2224446 Fax: 07-2221591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教务处
Sekolah Menengah Foon Yew - Kulai
Lot 1591, (Zon 24),
Jalan Persiaran Indahpura 6,
Taman Indahpura, 81000 Kulai.
Tel: 07-6636479 Fax: 07-6637733
新山宽柔中学教务处
Sekolah Menengah Foon Yew
59-C, Jalan Ibrahim Sultan, 80300 J.B.
Tel: 07-2224446 Fax: 07-2221591

★凡不在上述小学划分者可自由选择校园报考，唯录取后不得更换校园就读。
报考日期： 24-6-2019（星期一）至 29-6-2019（星期六），除了公共假日
报考时间： 星期一至五：8:00am-3:00pm 、星期六：8:00am-12:00pm
报考程序： 1. 填妥《新生报名表》
2. 携带以下证件供验证：
(a) 身份证或报生纸， (b) 小学毕业证书或六年级上半年成绩单。
3. 提供 5cm 人头照片二张，其中一张请贴妥在《新生报名表》上。
4. 报考费 RM30；可用支票，抬头“Johore Bahru Foon Yew Associated Chinese Schools” 。
5. 报考后，不论任何理由，所缴费用及文件一概不退回。
6. 以学校为单位报名者，免交 2(a) 及 2(b)之证件，唯报名表上须盖有学校印章。
7. 相关资料提交不完整者，恕不处理。
考试地点：
报考学校
考试地点
新山宽柔中学

新山校园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古来校园

宽柔中学至达城分校

新山校园

考试日期： 10-8-2019（星期六）
时间表：
7.55 am 前

进入考场

8:00 - 8:05 am

宣读考生须知

8:05 - 9:05 am

英文

9:10 - 10:10 am

国文

10:10 - 10:55 am

休

息

10:55 - 11:55 am

数学

12:00 - 1:00 pm

华文

成绩公布： 1.
2.
3.
4.
(五) 录
取

公布日期：22-8-2019（星期四）
考生成绩将通过电邮寄送给各小学校长代为公布。
录取名单通过报章、新山宽柔中学校本部及古来分校教务处布告栏公布。
网上查询：www.foonyew.edu.my 及 www.fyk.edu.my

录取资格： 入学考试 4 科成绩总积分必须达三校的统一录取标准。
录取分配： 1. 符合录取标准的考生必须到报考学校就读。
2. 报读至达城分校的学生，2020 年在新山校园就读，2021 年才到至达城校园上课。
3. 各校园依据所定名额录取考生；若某一校园尚有名额，该校园会进行第二阶段录
取，惟第二阶段及之后的录取生，不可要求转换校园。
(六) 缴费注册：
注册日期： 4-9-2019（星期三） 至 11-9-2019（星期三），公共假日与星期日不办公。
星期一至五：8:00am-3:00pm 、星期六 8:00am-11:30am
注册费用：
RM 400
入学基金
学生意外保险

RM 20

新生训练营费

RM 15

2020 年度第一学期学杂费

另行通知

★外国籍新生之学杂费需另行向校方查询了解。
注册地点： 被新山校本部及至达城分校录取的考生必须于上述时间到新山校本部事务处缴费注
册，被古来分校录取的考生则到古来分校事务处缴费注册，逾期一概不处理。
注： 1. 倘若某一校园尚有名额，该校园将于 17-9-2019(二)公布第二阶段录取名单与缴费注册详情。
2. 第二阶段录取生缴费后，不论任何理由，均不可要求转换校园，所缴费用亦一概不退回。
(七) 本简章有未尽善处，本委员会有权增删之。
附录：
(一) 考试须知：
(a) 考生必须携带“准考证”出席考试，并置放在桌上供监考员检查，以验证身份。
(b) 考生必须在 7:55 am 之前，进入考场，并依规定之座位就坐。
(c) 考生必须自备 2B 铅笔及胶擦等文具，不得互相借用。
(d) 考生在作答选择题时，必须将对应答案的圈完全涂黑；倘若扫描器无法读取，视为考生自误。
(e) 若考生被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答卷将以零分计算。
(二) 入学考试成绩重审须知：
(a) 考生可于 26-8-2019（星期一）3:00pm 之前，到教务处申请成绩重审，逾期恕不受理。
(b) 重审行政费为每科 RM5.00，不论成绩有无调整，概不得退回行政费。
(c) 本校将于 30-8-2019（星期五）致电通知考生重审结果。
(三) 入学考试成绩优异奖励办法：
(a) 第 1 名至第 20 名：初中三年学杂费全免
(b) 第 21 名至第 50 名：初中一学杂费全免
(c) 第 51 名至第 100 名：初中一学杂费半免
注：以上奖励只限本国公民
(四) 在职华小教师（不包括职员）、国中全职华文教师及南方大学学院全职教师的子女可申请学杂费
半免。
(五) 家境清寒者可向校方申请助学金。
(六) 新生若在开学日后连续缺席三天，其学籍将被取消，所缴费用一概不退回。
宽柔中学招收初一新生委员会 订

2019 年 2 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