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加 坡

中 山 會 館
CHUNG SHAN ASSOCIATION (SINGAPORE)
20B KEONG SAIK ROAD SINGAPORE 089127 TEL: 6223 0600 FAX: 6223 1823
WEBSITE: www.chungshan.sg
EMAIL: csa_sg@yahoo.com.sg

中山会馆 2021 年度奖学金
敬启者:
本会为鼓励会员子女努力求学, 学业成绩优越而䏻力求上进者, 继续举办 2021 年度奖学金。
（1） 申请资格
a. 凡会馆基本会员子女，品学兼优者，可提出申请。
b. 申请者与会员之关系若属祖孙或其他关系者，则不接受申请，除非申请者之父母均
不在世。
c. 移居或身在国外者的申请，均不被接受。
（2） 申请方法及注意事项
a. 须依照需申请表格清楚的填写。
b. 学年成绩
i. 所有成绩以去年（2020 年）学年成绩为根据，
ii. 大专/工专则为 2020/2021 学年为根据。
c. 大专组：仅接受新加坡教育委员会承认大专学生申请。
d. 毕业班申请者，以会考成绩为根据。
e. 申请者需连同申请表格要提交的文件（副本各一份）
i. 考试成绩报告 - 副本须经原校校方签名盖印证实
ii. 出生证。
f. 逾期或不完整的申请将不予考虑。
g. 本会奖学金审评小组之决定为最终决定，一切争执概不受理。
h. 其他详情
i. 得奖者必须亲自出席颁奖礼领奖。
ii. 本会不接受家长或任何代领者上台领奖。
iii. 如不能出席者，须呈有效事假或病假证书。并于颁奖礼后一个月内亲自来会
馆领取。
（3） 奖学金金额
a. 小学组
b. 中学组
c. 高中/工专组
d. 大专组

- 每名 120 元
- 每名 180 元
- 每名 240 元
- 每名 300 元

（4） 申请截止日期
a. 2021 年 7 月 26 日。逾期不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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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奖学金颁发日期 - 2021 年 8 月 8 日 184 周年纪念宴会 (有待再次确认)。
兹随函附上申请表格（如不够，可复印）。请尽快提交申请，逾期不予接受。
此致
新加坡中山会馆

会长

谨启
黄敬志

2021 年 6 月 25 日

新加坡中山会馆会员子女奖学金
Chung Shan Association (Singapore) Scholarship for Members’ Children
申请表格 Application Form (2021)
注意:

NOTE:

详细填写此表格，并连同申请人的出生证明书及学年成绩副本（须经由原校校方
签名盖章）复印件一起提交给会馆。

Photo
相片

Complete this form clearly in detail and submit together with a photocopy of
applicant’s Birth Certificate, and certified true copy of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slip to
the Association.

申请人 Applicant
英文姓名
Name (English)

中文姓名
Name (Chinese)

16 岁及以上的申请人,您是
会馆会员吗？
For 16 years old & above applicant
– are you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地址
Address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龄
Age

电邮
Email

联系号码
Contact No

申请年度学校
Name of School for this application

班别 Class

现在就读学校
Name of Current Attending School

班别 Class

肆业学校
School Attended

出生证明号
Birth Cert No

Yes 是
No 不是

性别
Sex

申请人家长 Applicant’s Parent
英文姓名
Name (English)

中文姓名
Name (Chinese)

会员编号 Membership No

地址
Address
联系号码
Contact No

电邮
Email

与申请人的关系
Relationship with Applicant

职业
Occupation

身份证号码
NRIC No (last 4 char)

申请人签名 Applicant’s Signature

申请人家长签名 Applicant’s Parent Signature

日期 Date :

日期 Date :

此栏由奖学金审评小组填写 For Official Use Only
申请书编号
Application No

审定结果：

负责评定人的姓名
Name of Official-in-Charge

签名
Signature

Result：

推荐 / 不推荐
Approved / Not Appro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