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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奖学金

黄斯琛
林泽泓
巴生兴华中学 马六甲培风中学
会展及活动策划 会计与金融
管理 (荣誉) 学士 （荣誉) 学士

梁智雯
陈纬峰
赖伟强
黄诗雯
芙蓉中华中学 怡保深斋中学 波德申中华中学 巴生光华 (独立) 中学
国际企业
澳洲维多利亚 国际礼待管理 澳洲维多利亚
(荣誉) 学士
大学商学
(荣誉) 学士
大学商学

奖学金高达 RM 45,000*
奖学金每年豁免*:

RM15,000, RM12,000, RM10,000, RM8000

年高三统考成绩符合入学资格
申 请参考入学条件）
请 学校社团优秀领导人
资 活跃于学校社团及校内外线上或线下活
格 动，包括学术，运动，表演艺术，美术及
计，才艺、或参与回馈社会相关活动与创
业 (2019 - 2021)
Apply by 截⽌⽇期 1 March 2022; 5.30pm
2021
(

*Terms & Conditions apply

须符合条规

课程

会计与金融 | 精算学 | 统计学 | 创业与经营 |
商业分析 | 金融分析 | 金融经济 | 金融 | 商业学 |
商业管理 | 国际供应链管理 | 国际企业 | 行销学 |
澳洲维多利亚大学商学（3+0/2+1/1+2) | 烹饪管理 |
国际礼待管理 | 会展与活动策划管理 | 室内建筑 |
传播学 | 音乐表演 | 现代音乐音频科技 | 表演艺术学|
广告媒体设计 | 广告与品牌策略 | 数码电影制作 |
心理学 | 生物与心理学 | 医药生物科技 | 生物医学 |
化学工程 | 电机及电⼦⼯程 | 电脑网络与安全信息 |
电脑科学 | 资讯科技 | 软件工程 | 资讯系统 (数据分析) |
特许合格会计师协会 | 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 |
美国学分转移课程 |

All information in this poster is correct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September 2021).

Note: Selection of scholars, eligibility for the scholarship, and scholarship amount awarded, are at the sole discretion of the Sunway Scholarship Committee.
In the event of a dispute,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Sunway Scholarship Committee is final.

欲知详情请联络:
SUNWAY UNIVERSITY

DUO25(B)

Eileen Kor

No. 5, Jalan Universiti, Bandar Sunway, 47500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Tel: +6 (03) 7491 8622 Email: info@sunway.edu.my
university.sunway.edu.my

019-265 1394

bit.ly/SunwayEi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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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奖学金
Apply now

Ensure you meet the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criteria

年高三统考成绩符合入学资格（请参考入学条件）
学校社团优秀领导人
活跃于学校社团及校内外线上或线下活动，包括学术，运动，表演艺术，美术及计，
才艺、或参与回馈社会相关活动与创业 (2019 - 2021)
2021

Prepare the required documents
I/C copy (front & back)

请准备以下文件：

身份证副本（前后）

Copy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certificates

学校社团及校内外联课活动文凭副本
Copy of UEC actual results 统考成绩副本
School recommendation letter 校方推荐函

(Pro tip: Getting a personalised school recommendation
letter might take some time, so start early!)

Completed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form

填妥的奖学金申请表格

3

确认你符合奖学金申请资格

Application methods

自荐函
字数上限为500个华或英文字
自荐函需包括以下内容：
- 为什么对这个课程感兴趣?
- 未来的志向
- 身为奖学金受惠者，你可以
给于怎么样的贡献？
- 学术成绩及联课活动表现
Personal Statement

申请方式

Email your documents and
application form to:

把资料连同奖学金申请表格
电邮到

uecscholarship@sunway.edu.my
(If your documents are too large to be
attached in email, please send through
Google link / WeTransfer)

Deadline

截止日期

or

或

Submit hardcopy to the address below
:

把文件寄到

Sunway University
Attn: Admissions Office
(2022 Sunway CIS-ECA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No. 5, Jalan Universiti, Bandar Sunway, 47500
Selangor Darul Ehsan

1 March 2022; 5.30pm
All information is correct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September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