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姓名 職別 性

別 
年齡 履歷 在本校 

任教年數 
薪金 戰後 

註冊號數 
備註 

正薪 津貼 
1 陳人浩 校長 男 四十六歲 法國巴黎美術研究院研究員，入選法淢巴黎

秋季沙龍。歷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授。 
十年 $350 $25 1/48  

2 羅微光 中學部 
教導主任 

 

男 卅六歲 國立武漢大學理學士，武漢大學研究所碩

士。曾任廣東省立文理學院院師，四川凌雲

中學數理化教員。 

四年半 $250 $25 
兼課四節 
$37.50 

T.C. 
342/49 

 

3 張 荃 中學部 
國文教員 

 

女 卅九歲 杭州之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杭州之江大

學講師，國立廈門大學副教授，台灣省立師

範學院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年 $200 $25   

4 高亞思 中學部 
數理化教員 

 

女 廿八歲 國立廈門大學理學士。曾任國立第一僑民師

範學校數理化專任教員。 
五年 $200 $25 

兼課一節 
$9.40 

92/48  

5 陳 愷 中學部 
數理化教員 

 

男 四十五歲 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畢業。台灣大學教

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福建地質調查所技

正，中央地質調查技士，資源委員會雲南錫

礦公司工程師。 

一年 $200 $25   

6 潘金順 中學部 
文史地教員 

男 三十歲 國立廈門大學文學士。一九四七年起任本校

教員。 
四年半 $200 $25 91/48  

7 劉雲村 中學部 
數理化教員 

男 卅九歲 江蘇南通大學農學院畢業。曾任新加坡南洋

女中生物數學教員。 
五年半 $200 $25 

兼課一節 
$9.40 

21/48  

8 李玉華 中學部 
文史地教員 

 

女 廿九歲 上海大夏大學文學士。曾任上海吳淞中學，

峇株巴轄華僑中學，居鑾中華中小學教員。 
二年 $200 $25 50/50  

9 謝士寧 中學部 

國文地教員 
男 卅七歲 上海國立暨南大學文學院教育系畢業。曾任

廣西桂林德智中學立達中學，新加坡華僑中

學教員。 

一年 $200 $25   

10 徐國華 中學部 
英文教員 

 

男 卅二歲 香港大學肄業。曾任上海大夏大學秘書，居

鑾中華中小學教員。 
二年 $200 $25 298/49  

11 劉桑楚 中學部 
體育主任 

 

男 四十一 上海江灣立達學園高中畢業。歷任蔴坡中華

學校體育主任。柔佛華校師訓班體育講師。 
十五年半 $200 $25 3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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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薪 津貼 
12 林梅英 中學部 

英文教員 
 

女 卅三歲 劍橋九號畢業。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一年任

蔴坡化南女校英文主任，一九四五年任蔴坡

政府英文女校級任教員。（政府英文師範班

畢業） 

十二年半 $200 $25 332/49  

13 鄭清植 中小學部 
音樂教員 

 

男 廿七歲 國立福建音樂專科學校畢業。曾任閩永春臥

龍小學，馬六甲淡冰培智學校研究主任，台

灣省立屏東中學教員。 

二年半 $200 $25 
 

62/51  

14 張接華 中小學部 
圖工教員 

 

男 卅七歲 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歷任吡叻實兆遠民

德學校訓育兼教員，蔴坡中華學校輔導兼教

員，彭亨啟文學校圖工教員。 

四年半 $230 $25 
兼課 14 節 
初中 3 節 
高小 5 節 
$124.40 

新加坡 
P.39 
一九四七年
十一月廿九

日柔佛註冊 

九月份起

兼小學部

訓導主任 

15 易 傑 中小學部 
刺繡教員 

女 五十六歲 湖南省衡粹美術專門學校畢業。曾任吉隆坡

坤成女校，新加坡南洋女中，馬六甲培德女

校，蔴坡化南女校教員。 

十八年半 $180 $25 
 

399/49  

16 許天水 中小學部 
英文教員 
兼英文秘

書 

男 廿三歲 蔴坡政府英文學校劍橋九號畢業。一九四九

年起任本校教員。 
二年半 $186 $25 369/49 九月起兼

代林纘泰

師課月薪
$170 

17 王昌益 小學部 
教導主任 

男 四十歲 南京三民中學高中畢業，中央大學肄業。歷

任樂會縣立中學教員，新加坡育英學校教務

主任，本校小學部主任。 

九年半 $230 $25 69/48  

18 黃 河 高小部教

員兼統計

股 
主任 

男 四十二歲 中國福建南安海都公立南星中學畢業。福建

南安官橋覺民學校校長，歷本校教員。 
十六年半 $185 $25 

 
3/48  

19 劉鴻逵 事務主任 男 卅七歲 上海復旦大學高中畢業，英文學校八號肄

業。一九三九至一九四０年任東甲啟明學校

第一分校主任。 

六年半 $155 $25 4/48  

20 劉 漕 事務主任 男 廿六歲 新加坡華僑中學高中畢業。一九四八年起任

本校教員。 
四年 $155 $25 2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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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陳潤昌 高小部教

員兼圖書

館主任 

男 卅七歲 蔴坡中華學校中學畢業。一九三二年起任本

校教員。 
十五年半 $170 $25 74/48  

22 方子珊 高小部教

員兼總校

下午班主

任(中年級) 

男 卅八歲 蔴坡中華學校初中畢業。曾任武吉巴西育人

學校教務主任，居鑾中華學校事務主任。 
五年 $170 $25 

 
15/48  

23 林金川 高小部 
教員 

男 卅四歲 吉隆坡中華中學高中畢業，上海大夏大學肄

業。曾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區國民教育師訓文

書股長兼教員，華北水利工程總局科員。 

四年 $155 $25 
 

278/49  

24 劉培仁 高小部 
教員 

女 四十八歲 福州華南女子高級中學畢業。曾任永春崇德

女中，蔴坡化南女校訓育主任，培英學校教

導主任，峇屬永平平群小學校長。 

十三年半 $155 $25 
 

93/48  

25 周祖慶 高小部 
教員 

男 卅二歲 福建省師範學校畢業。曾任閩永春縣立桃溪

中心小學校長，馬六甲育民學校教員。 
一年十一 
個月 

$155 $25 166/51  

26 劉正編 高小部 
教員 

男 卅二歲 福建省立廈門中學高中肄業。任本校教員。 八年 $155 $25 267/49  

27 關啟鴻 高小部 
教員 

男 廿四歲 新加華僑中學高中畢業。一九四九年起任本

校教員。 
三年 $155 $25 

 
341/49  

28 陳清秀 高小部 
教員 

女 卅九歲 上海美術專科音樂系畢業。曾任新加坡民眾

學校，紅毛丹立達學校，檳菩提學校教員。 
二年 $160 $25 檳城 C.533 

柔佛 35/50 
 

29 黃益中 高小部 
教員 

男 卅五歲 香港華南高級中學畢業。曾任蔴坡巴冬培人

學校，蔴坡中華學校教員。 
六年半 $155 $25 328/49  

30 黃秀麗 高小部 
教員 

女 廿八歲 新加坡華文女校高中師範畢業。曾任本坡基

督學校教員。 
五年半 $155 $25 17/48  

30 丁錦明 高小部 
教員 

男 卅七歲 福建省立音樂專科朵校音樂師訓班(社會組)
畢業。曾任福建集美高級商業學校體音教

員，蔴屬益華勤德等校校長。 

二年 $155 $25 93/50  

31 劉堅固 高小部 
教員 

男 廿四 新加坡中正中學高中畢業。 一年 $15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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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劉堅泳 高小部 

教員 
男 廿一歲 新加坡中正中學高中畢業。 一年 $155 $25   

34 陳秀英 高小部 
教員 

女 四十一歲 江西葆靈書院畢業。曾任馬六甲士南道育智

學校，馬六甲流連洞葛啟蒙學校教員。 
六年半 $150 $25 

 
237/49  

35 陳潔芳 高小部 
教員 

女 廿八歲 霹靂怡保英華女校畢業。曾任英華學校（金

寶）教員。 
六年 $150 $25 

 
  

36 朱真珠 初小部教

員兼分校

上午班主

任(低年級) 

女 卅七歲 上海江灣立達學園高中肄業。曾任吉礁亞羅

士打中華學校及本校教員。 
十二年半 $155 $25 

 
71/48  

37 劉 輝 初小部教

員兼分校

下午班主

任(低年級) 

男 卅七歲 蔴坡中華學校初中畢業。 一九三四年起任

蔴屬芭莪訓蒙學校、新民、培英等校教員。 
六年 $155 $25 13/48  

38 鄭天發 初小部 
教員 

男 四十二歲 上海江灣立達學園高中畢業。歷任本校教

員。 
十六年半 $145 $25 327/49  

39 吳憲尹 
(以台) 

英文教員 男 五十四歲 吉隆坡維多利亞書院劍橋八號畢業。曾任本

校基督學校及本校，馬六甲宋加南眉中華小

學教員。 

六年 $104 $25 
 

330/49  

40 林修仁 初小部 
教員 

女 四十一歲 湖南長沙衡粹女子藝術學校刺繡專科畢業。

曾任馬六甲培德女校，新加坡崇德女校，芙

蓉中華學校，檳城輔友女校，柔佛寬柔學校

教員。 

三年 $150 $25 123/48  

41 黃志雲 初小部 
教員 

女 卅七歲 廣州執信女子中學高中畢業。歷任本校教

員。 
八年半 $145 $25 265/49  

42 陳錦新 初小部 
教員 

男 廿九歲 蔴坡中華學校高中畢業。曾任利豐港培華學

校教員。本校販賣部主任。 
六年半 $140 $25 236/49  

43 劉 集 初小部 
教員 

男 三十歲 蔴坡中華學校高中肄業。曾任蔴坡巴西路新

民學校教員，中化中學小學部訓育員。 
六年半 $140 $25 154/49  

44 林奇堆 初小部 
教員 

男 卅一歲 蔴坡中華學校高中肄業。曾任蔴屬玉射坤蘭

公儒學校教員。 
五年 $140 $25 4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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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薪 津貼 
45 歐陽彩 初小部 

教員 
女 四十歲 上海東南醫科肄業。曾任粵瓊東縣縣立師範

學校附屬小學，蔴坡化南女校教員。 
十一年半 $145 $25 266/49  

46 吳黎明 初小部 
教員 

女 卅九歲 中國廈門集美幼稚師範六組畢業。曾任福建

漳浦鰲魁學校教導主任，蔴坡化南女校高小

教員、幼稚園主任。 

十二年半 $140 $25 95/48  

47 鄭秀梅 初小部 
教員 

女 廿八 蔴坡化南女校初中畢業。曾任馬六甲津津培

英學校，古來中華公學敎員。 
五年 $140 $25 152/49  

48 鄭文津 初小部 
教員 

男 廿一歲 蔴坡政府英文學校劍橋九號畢業。 一年 $145 $25 
兼課 12 節 
$85 

  

49 倪玉桐 初小部 
教員 

男 廿六歲 實吊遠英華學校八號畢業，南華中學初中三

肄業。曾任柔佛新山寬柔學校教員。 
二年 $140 $25   

50 林友蓮 初小部 
教員 

女 卅三歲 蔴坡化南女校初中畢業、上海愛國女子中學

高中肄業。 
四年 $140 $25 130/50  

51 沈佩英 初小部 
教員 

女 卅五歲 汕頭聿懷中學畢業。歷任本校教員。 十一年半 $140 $25 12/48  

52 楊德林 初小部 
教員 

男 廿八歲 蔴坡中華學高中肄業，柔佛華校第一屆師訓

班畢業。曾任蔴坡巴西路新民學校教員。 
六年 $140 $25 76/50  

53 黃應祥 初小部 
教員 

男 卅四 蔴坡中華學校初中畢業。歷任本校教員。 十一年半 $140 $25 343/49  

54 柯桑平 初小部 
教員 

男 三十歲 蔴坡中華學校高中二年肄業.曾任蔴屬利豐

港培華學校,甲屬萬里望崇正學校教員。 
二年四個

月 
$140 $25 53/49  

55 楊嫦蘭 初小部 
教員 

女 卅八歲 蔴坡化南女校初中畢業。曾任永平興中學

校，蔴坡養正學校教員。 
六年半 $140 $25 14/48  

56 黃瑞庭 初小部 
教員 

男 卅八歲 蔴坡中華學校初中畢業。曾任柔佛埔來大華

義學訓育主任，巴力峇九啟新學校及五條養

正學校校長。 

五年 $140 $25 23/48  

57 吳華雄 初小部 
教員 

男 廿八歲 蔴坡中華學校高中肄業，柔華師訓班畢業。

一九四六年起任校教員。 
六年 $140 $25 70/50  

58 林一平 初小部 
教員 

女 廿三歲 福州英華學校高中畢業。一九四八年起任本

校教員。 
四年 $145 $25 3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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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李美珍 初小部 

教員 
女 卅四歲 蔴坡化南女校初中畢業。歷任本校教員。 四年 $140 $25 339/49  

60 翁順福 初小部 
教員 

男 卅一歲 蔴坡中華學校初中畢業。曾任本坡基督學校

１教員。 
六年半 $140 $25 83/48  

61 李伊民 初小部 
教員 

女 卅五歲 福建泉州西隅師範畢業，廈門集美高師肄

業。曾任吉隆坡坤成女校教員。 
六年半 $135 $25 59/49  

62 朱海碧 初小部 
教員 

女 廿七歲 檳城福建女校高中肄業，柔華第一師訓班畢

業。一九四七年起任本校教員。 
五年 $135 $25 68/50  

63 陳美容 初小部 
教員 

女 廿九歲 新加坡靜方女校師範科畢業，南洋女中高中

肄業。曾任廖內端本學校教員。 
五年半 $135 $25 20/48  

64 黃紹卿 初小部 
教員 

女 廿九歲 蔴坡中華校高中肄業，柔華師訓班第一屆畢

業。一九四五年起任校教員。 
六年  $135 $25 64/50  

65 黃亞吉 初小部 
教員 

女 三十歲 蔴坡化南校初中畢業。歷任本校教員。 七年半 $135 $25 18/48  

66 黃秋嬌 初小部 
教員 

女 卅七歲 蔴坡化南女校初中畢業。歷任本校教員。 六年半 $135 $25 7/48  

67 黃麗嬋 初小部 
教員 

女 卅三歲 蔴坡化南女校初中畢業。歷任本校教員。 九年 $135 $25 19/48  

68 徐玉妹 初小部 
教員 

女 卅五歲 蔴坡化南女校初中畢業。歷任本校教員。 十四年半 $135 $25 8/48  

69 黃紹槐 初小部 
教員 

男 卅三歲 蔴坡中華學校初中畢業。歷任蔴坡中華學校

教員。 
十一年 $135 $25 144/48  

70 黎材賢 初小部 
教員 

男 卅五歲 蔴坡中華學校初中畢業。歷任本校教員。 十二年 $135 $25 114/48  

71 劉超英 初小部 
教員 

女 卅八歲 上海智仁勇女子中學高中肄業。歷任本校教

員。 
十六歲 $135 $25 73/48  

72 鄭秀瑾 初小部 
教員 

女 卅二歲 居鑾中華女校初中畢業。新加坡美以美英文

女校肄業。曾任本坡基督學校及本校教員。 
十年半 $135 $25 72/48  

73 黃瑞雲 初小部 
教員 

女 卅二歲 蔴坡中華學校高中肄業，柔華第一屆師訓班

畢業。一九四年起任本校教員。 
五年半 $135 $25 79/48  

 



NO. 姓名 職別 性

別 
年齡 履歷 在本校 

任教年數 
薪金 戰後 

註冊號數 
備註 

正薪 津貼 
74 劉玉明 初小部 

教員 
女 卅二歲 新加坡南洋女中師範畢業。曾任新加坡南洋

女中及本校教員。 
六年 $140 $25 6/48  

75 王   鈞 初小部 
教員 

女 卅二歲 上海治中女子中學高中畢業。歷任本校教

員。 
六年半 $140 $25 24/48  

76 鄭玉朮 初小部 
教員 

女 四十二歲 集美女子師範畢業，國立北平大學附設高中

畢業，國立北平大學文理學院肄業。曾任永

春中學，永春縣立鄉材師範及本校教員。 

七年半 $140 $25 5/48  

77 杜良玉 初小部 
教員 

女 卅五歲 蔴坡化南女校初中畢業。歷任本校教員。 十三年半 $135 $25 10/48  

78 徐亞金 高小部英

文教員 
女 卅一歲 馬六甲美以美學校劍橋八號畢業。曾任蔴坡

化南女校，新山寬柔學校教員。 
五年 $150 $25 168/49  

79 吳敏惠 初小部 
教員 

女 廿八歲 新加坡中正中學高中畢業。 一年  $140 $25   

80 吳秀英 初小部 
教員 

女 廿八歲 上海愛國女子高中畢業，廈門高中畢業生學

籍甄審訓練班畢業。曾任廈門鼓浪嶼福民小

學高小教員。 

五年 $145 $25 90/48  

81 辜錦發 初小部 
英文教員 

男 廿八歲 新山英文書院劍橋九號畢業。一九五０年七

月起任本校教員。 
二年 $ 兼課 18 節

＄127.50 
  

82 蒙特勞 高子部 
英文教員 

男 卅八歲 Fully Normal Trained  一年 $ 兼課 18 節

＄135 
  

83 顏其仁 初小部 
英文教員 

男 廿二歲 一九五 0 年蔴坡政府英文學校劍橋九號畢

業。 
九個月 $145 $25   

84 陳萍濤 初小部 
英文教員 

男 十九歲 蔴坡政府英文學校劍橋九號畢業。 三個月 $145 $25   

85 陳慶昌 書記 男 廿四歲 蔴坡中華學校初中肄業。一九四六年起任本

校書記。 
六年 $130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