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华四校 100 周年庆暨校友会 80 周年纪念庆典
筹募百年校庆经费暨槟华发展基金
缘起

2020

年是槟华四校迎接百年校庆来临的重大庆典！回顾 100 年来，槟华所经历的

风雨飘摇时代，从创校初期的“福建女校”到今日的“槟华四校”，除了展现出其
在维护华教的坚定不移立场外，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更不遗余力地向华社推广，
其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当初校舍历经几番搬迁，从二战瓦砾中艰辛复兴，直至现址的槟华，可说是一脉相
承的；从幼儿园到大学先修班，槟华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增添更臻完善的教学
设备。 扎根槟城一世纪的槟华，肩负百年树人使命的知名学府，它已成为槟城华社
的共同成长体，并受到众人的扶持与爱护，尤其是在历届董事会、家教协会及校友
会各成员和社会人士的同心协作下，一步一脚印地陆续成长与提升。明年槟华四校
即-- 国中、独中、小学及幼儿园，将联合庆祝 100 周年。董事会与校友会联合主导
的槟华百年校庆庆委会，策划了一系列的庆典活动，以迎接“槟华迈向百年”的来
临。庆委会也借此机会筹募槟华百年校庆经费及槟华发展基金，以欢庆建校百年，
并持续追求卓越，再创高峰。 我们恳切的呼吁爱护槟华的各界人士，大家共同来支
持与参与槟华百年系列活动，慷慨解囊，成就槟华百年宏愿，期盼槟华有个灿烂的
未来。您的捐助是我们能量的泉源！

谨此向诸位支持民族事业热爱槟华的广大民众致谢。

槟华四校董事会主席

槟华百年校庆庆委会联合主席

拿督蔡铨忠

骆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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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华百年校庆捐款奖励表 -- 商家
A） 凡商家捐献 50 万令吉或以上













成为主要赞助商
商家徽标 (Logo) 置放于校庆活动看板
广告登于槟华百年校庆特刊 （全版）
敦请为百年校庆名誉主席
敦请为百年校庆 306 开幕典礼大会特别嘉宾
敦请为百年校庆 308 晚宴大会鸣锣人
赠送晚宴贵宾餐券 VVIP 1 张
赠送晚宴嘉宾餐券 VIP 1 桌（10 张）
赠送校史一套
赠送周边纪念产品一份
名列百年校庆征信录
捐款可获豁免所得税

B） 凡商家捐献 10 万令吉或以上












商家徽标 (Logo) 置放于校庆活动看板
广告登于槟华百年校庆特刊 （全版）
敦请为百年校庆名誉主席
敦请为百年校庆 306 开幕典礼大会特别嘉宾
敦请为百年校庆 308 晚宴大会击鼓人
赠送晚宴贵宾餐券 VVIP 1 张
赠送晚宴嘉宾餐券 VIP 1 桌（10 张）
赠送校史一套
赠送周边纪念产品一份
名列百年校庆征信录
捐款可获豁免所得税

C） 凡商家捐献 5 万令吉或以上











广告登于槟华百年校庆特刊 （1/2 版）
敦请为百年校庆名誉主席
敦请为百年校庆 306 开幕典礼大会特别嘉宾
敦请为百年校庆 308 晚宴大会击鼓人
赠送晚宴贵宾餐券 VVIP 1 张
赠送赠晚宴嘉宾餐券 VIP 4 张
赠送校史一套
赠送周边纪念产品一份
名列百年校庆征信录
捐款可获豁免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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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华百年校庆捐款奖励表 – 个人
1） 凡个人捐献 10 万令吉或以上










2 )

凡个人捐献 5 万令吉或以上










3 )

敦请为百年校庆名誉主席
敦请为百年校庆 306 开幕典礼大会特别嘉宾
敦请为百年校庆 308 晚宴大会击鼓人
赠送晚宴贵宾餐券 VVIP 1 张
赠送晚宴嘉宾餐券 VIP 1 桌（10 张）
赠送校史一套
赠送周边纪念产品一份
名列百年校庆征信录
捐款可获豁免所得税

凡个人捐献 2 万令吉或以上









4 )

敦请为百年校庆名誉主席
敦请为百年校庆 306 开幕典礼大会特别嘉宾
敦请为百年校庆 308 晚宴大会鸣锣人
赠送晚宴贵宾餐券 VVIP 1 张
赠送晚宴嘉宾餐券 VIP 1 桌（10 张）
赠送校史一套
赠送周边纪念产品一份
名列百年校庆征信录
捐款可获豁免所得税

敦请为百年校庆名誉主席
敦请为百年校庆 306 开幕典礼大会特别嘉宾
敦请为百年校庆 308 晚宴大会击鼓人
赠送晚宴嘉宾餐券 VIP 4 张
赠送校史一套
赠送周边纪念产品一份
名列百年校庆征信录
捐款可获豁免所得税

凡个人捐献 1 万令吉或以上









敦请为百年校庆名誉主席
敦请为百年校庆 306 开幕典礼大会特别嘉宾
敦请为百年校庆 308 晚宴大会赞助人
赠送晚宴嘉宾餐券 VIP 2 张
赠送校史一套
赠送周边纪念产品一份
名列百年校庆征信录
捐款可获豁免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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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凡个人捐献 5 千令吉或以上

Ver. 2

敦请为百年校庆 306 开幕典礼大会特别嘉宾
 敦请为百年校庆 308 晚宴大会赞助人
 赠送晚宴嘉宾餐券 VIP 2 张
 赠送校史一套
 名列百年校庆征信录
 捐款可获豁免所得税

6 )

凡个人捐献 2 千令吉或以上
 名列百年校庆征信录
 捐款可获豁免所得税

备注：
1. 本奖励方式如有未尽善处，本庆委会有权增删之。
2. 上述奖励全部捐款，以庆委会限期内缴清为准绳。
3. 凡个人/公司捐款两千令吉或以上，欲申请豁免所得税收据者，支票抬头请填写：
“ Penang Chinese Town Hall ”，并交给本校董事会秘书处，收据将于较后发给
捐款人。
以个人名义捐款者，请在支票背面注明捐款人的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
及地址。
以公司名义捐款者，请在支票背面注明公司商号及中英文宝号、注册号码、联络
电话及地址。
4. 若无需申请豁免所得税者可通过银行转账 (IBG) 将捐款汇入槟华百年校庆来往户头
，请输入
“ PCGS 100TH ANNIVERSARY ”,
户头列号 Public Bank Berhad 3-2095150-22,
办完后，请将银行存单拍照，发送至董事会秘书处手机 011-35352100，
请在信息内注明以下资料：中英文姓名、电话号码、联络处或电邮地址。
乐捐者也可将支票交到槟华董事会秘书处，联络电话：04-2280214。
5. 在 2019 年 12 月 15 日或之前缴清捐款，且捐款超过一千令吉者芳名将列入百年校庆
征信录。

修订日期：10 / 8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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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华百年校庆捐款表格
Penang Chinese Girls’ Schools Centennial Celebrations
Donation Form
姓名 :

身份证 :
NRIC

Name ：

住家地址
：
Resident Address

商号 ：

公司注册：
Company Registration No.

Company Name：

公司地址
：
Company Address

电邮:
Email Address

联络电话 ：
Contact Number

捐款数额 :
Amount

现金/ Cash
支票# Cheque No.:

办公室专用 For official use only
经手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ceived by

Contact No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捐款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Donor’s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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