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九）
2007 年 8 月-2012 年 12 月
顏振芬
（原載於《中化 100 周年特刊》，2013）
前言：
2012 年是中化百年校慶，「世紀扎根·百年樹人」掀起了全麻華社及全球校友對
中化的矚目與關心，因為「中化」我們心手相連，因為「中化」我們一起締造紀錄。萬
人一心共同成就大業——「百年中化建校基金」 ，我們做到了，而且屢創佳績，從一千
萬、兩千萬到兩千五百萬，還要邁向三千萬。壯哉！中化。
百年固然珍貴，歲歲年年，才促成百年，所以我們得一步一腳印地創造歷史、
記錄歷史，直到永續……許中化多個百年。
五年特輯（中化 100）本應在 2012 年出刊，因逢百年中化校慶特別出版了《中化歷
史長河》紀念刊（上、下冊）及《回眸中化》百年圖片輯，所以遲至今年才整理 2007 年
8 月起至 2012 年止的校史（九）。自中化半世紀開始，前輩們就著手整理並記錄中化校
史。100 年來，前輩已整理了 8 篇，其中有 5 篇出自劉祺裕老師之手，劉老師真是勞苦功
高。所以今年寫校史的方式也延續劉祺裕師的按年依月摘錄特殊事件作為校史存檔的原
則，讓閱者一覽無遺且有連貫性。

二零零七年
八月份

12 日

九月份

19 日

十一月份

2日
11 日

十二月份

7日
13 日

舉行「2008 年初一新生入學試」，為鼓勵小六生踴躍報
考，故今年取消報名費，且首次採用「讀卡機」批改選
擇題（O 卡）。（註：1987 年開始舉行編班測驗。）
2007 年麻縣華青團中秋園遊會籌委移交盈餘 48000 令吉
充作「清寒子弟助學金」。
舉辦「2007 年高等教育展」。
本校高中第五十二屆暨初中第七十六屆畢業典禮在禮堂
舉行（畢業生人數分別為 208 名及 177 名）。為了隆重
起見及增進親子關係，今年的高中畢業典禮鼓勵家長出
席並與畢業生一起上台領取畢業文憑，為孩子加油打
氣，反應熱烈溫馨。高中畢業生捐獻 12700 令吉作為母
校的教育基金。
首相阿都拉·巴達威訪麻撥 10 萬令吉予本校購買電腦設
備。（註：該撥款於 2010 年兌現。）
2007 年高初中統考成績優異，高中各科成績在全國排名
前十名的有 14 人次。

二零零八年
一月份

3日

陳蘇弟校長在始業式上宣佈，初一新生 326 名（9 班），
全校學生 1490 名。今年董事會設立「董事會書券獎」作
為成績優異學生的獎勵。

11 日

31 日
二月份

5日
9日

15 日

三月份

3-7 日

四月份

5日

13 日

五月份

16 日

21 日

六月份

9日
18、19 日

鑒於本校於 2004、2006 及 2007 年遭遇爆竊案，被竊賊
偷走電腦和投影器材。董事會在校園數個重要角落裝置
電眼監視器，進一步提升校園保安系統。
配合農曆新春的到來，舉行第二屆揮春比賽。100 多名
高初中生參賽，禮堂內紅彤彤、喜洋洋。
董事會提供「教職員醫藥卡」福利予全體教職員，創下
柔佛州首間獨中落實有關福利計劃的紀錄。
大年初三舉辦第十五屆中化團拜，會上董事長黃楚綿先
生宣佈：為了讓更多清寒子弟能夠進入中化就讀，將於
今年校慶籌募「百萬清寒助學金」，並宣佈華小教師的
子女報讀我校將享有學費全免優惠。（註：華校教師公
會會員子女就讀本校者，若父或母是會員則學費半免，
父母均是會員則學費全免，此條例已於 2003 年實施。）
張庭堅科學樓落成，開幕禮恭請柔佛州州務大臣拿督阿
都干尼主持剪綵儀式。會上州務大臣也撥 50 萬令吉予本
校作為科學樓內部設備費。（註：科學樓於 2007 年建竣
啟用，耗資 200 萬令吉。）
新加坡華僑中學遴選了 10 名學生到本校進行學生交流計
劃。【新加坡華僑中學學生交流計劃自 2005 年開始，經
由本校校友吳炎毅（華中教師）安排與該校學生進行交
流。此計劃下，3 月份蒞臨本校交流的華中學生寄宿在
本校參與交流計劃的學生家裡，並在本校老師帶領下進
行戶外學習（包括登金山及體驗農村生活）；而本校學
生於 8 月份到該校參加深廣課程等活動。活動各為期一
周。此計劃 2009 年因 H1N1 流感停止。】
舉辦 2008 年第二屆「科學好好玩」小學生科學營，邀請
台灣國立新莊高中物理教師吳原旭主講有關科學的奧
妙。有 15 間華小的 200 名小學生參加。
台灣國立新莊高中也是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規劃委員的
吳原旭老師為本校理科班同學主講「為物理注入『心』
的體會」講座會。同日，高中第六屆畢業校友相約馬六
甲愛化摩沙度假村團聚，並舉行向師長敬茶儀式。出席
的老師有 91 歲古箏家陳蕾士老師、82 歲的前校長徐其
禮及 78 歲的前校長林鴻圖。
舉行「滴水恩·湧泉報」慶祝教師節暨頒發董事會 2008
年清寒助學金。今年共頒發 81298 令吉，獲得助學金的
人數總共 90 人。
為發揚友愛和互助的博愛精神，全校師生為中國四川地
震災民籌獲 29053 令吉，善款移交慈濟功德會麻坡聯絡
站代為轉交。
96 週年校慶為籌募「百萬助學金」舉辦千人宴，籌獲
300 萬令吉。
舉行常年運動會，藍隊勇奪全場總冠軍；現場啦啦隊最
佳表演優異獎由紅隊獲得。

七月份
八月份
十一月份

8日
12 日
5日
9日

本校主辦「柔甲獨中華巫詩歌朗誦觀摩會」。
「2009 年度新生入學考試」 有 978 名小六生報考
舉辦高等教育資料展——「夢想起飛的季節」。
舉行高中第五十三屆暨初中第七十七屆畢業典禮，同日
陳蘇弟校長卸任，並在典禮上移交職權予新任校長陳維
武博士。高中畢業生捐獻 25140.30 令吉予母校作為教育
基金。

十二月份

10 日

委任獲得澳洲墨爾本大學教育社會語言學博士學位的校
友許麗蓮為英語教育顧問以提升英語科水平。
2008 年高初中統考成績出爐，學生表現優異，高中各科
成績在全國排名前十名者有 7 人次。

13 日
二零零九年
一月份

6日

23 日
28 日

三月份

3日
19、20 日

四月份

6、7 日
24 日

五月份

12 日

17 日

陳維武博士掌校。初一新生 297 名（8 班），全校學生
1542 名。陳校長披露上任後將加強語文的教學，尤其是
致力塑造一個使用英語的學習環境，同時也鼓勵學生參
與校外的科技創意活動。新學年開始，高一理學生在生
物室主辦為期兩個星期的動物展，展示水中生態、水陸
生物食物鏈、倉鼠、兔子、天竺鼠及各類標本，同學們
反應熱烈。經評估後決定逐步停止 MQL 課程，高中英語
活動會話課採用校本自編課程。
舉行第三屆揮春比賽，100 多名高初中參賽者集體揮
春。禮堂內增添了濃濃的春節氣息。
舉行第十六屆中化團拜（大年初三）。董事長黃楚綿先
生透露再過三年，本校將邁入百歲，為此，董事會開始
部署，籌備慶祝活動，希望校友等給予董事會及校方一
些建議，讓「中化百歲」的慶典更多采多姿。陳維武校
長強調學生要有獨立的思考模式，創新的理念，並以德
為本，成就成人成才的辦學初衷。
2009 年第十五屆「星洲日報學生閱報計劃」贈閱《星洲
日報》及《光明日報》予本校。
舉辦 2009 年第三屆「科學好好玩」小學科學營（兩天一
夜），吸引了 200 名小學生參與。
舉辦常年運動會，青隊勇奪全場總冠軍，現場啦啦隊最
佳表演優異獎為紅隊。
頒發清寒助學金。原本設有為非華裔學生提供獎助學金
的優惠，但因作用有限且相關學生到本校就讀者家庭經
濟能力亦可負擔，所以今年取消本制，比照一般學生，
若有需要者可申請清寒助學金。
推行「空中英語」（English in the Air）計劃。每週
兩次「英語廣播學習」由本校英語教育顧問許麗蓮博士
主播。（12/5 開播）
師生慶祝教師節，主題是「十字路口的明燈」。

29、30 日
六月份

1日
24 日

27 日
30 日
至
7月5日

八月份

13 日
16 日
25 日

九月份

13 日

十月份

23 日

十一月份

2 日至 4 日
3日

7日

19 日

本校承辦「2009 年第八屆全柔獨中田徑賽」。（本賽會
每三年舉行一次）
創設華文學會文學獎，獎金由董事林福贊校友贊助。
首創「中化網上募款」，初步架構、細節部分還在商討
與策劃。目前提供捐款帳號，以讓校友及捐款贊助人可
通過網絡進行捐款。董事部計劃增設三至四個董事名額
予各地中化校友會代表投身董事部，以達到校友共同參
與母校活動的目標。
拿督辜金強先生接任董事長。
創校 97 週年校慶活動主題為「中化心·社區情」，舉行
環保周。對外舉辦系列社區環保服務，於丹絨、巴冬、
巴西、班卒、武吉甘蜜、峇吉裡等地作資源回收、清潔
工作等。校內舉行環保徵文比賽、班級壁報比賽、短片
製作比賽，另舉辦環保展覽、講座等，熱鬧非常。
中化五小董事會出版《麻坡中化小學第 100 屆畢業同學
紀念特刊》。
「2010 年度新生入學考試」 有 747 名小六生報考，因
防 H1N1 型流感，小學生戴口罩應考。
台灣圖資系學生（黃姿純、林沂瑩）到本校圖書館進行
研習。
麻坡發展華小工委會、麻坡華校教師公會及本校董事會
聯合舉辦「尊師重道慶孔誕千人宴」。
為了更好地傳遞訊息，董事會於禮堂正門兩側設立佈告
欄，張貼董事會全體董事及學校行政人員玉照、徵信錄
和各報章的學校新聞剪報（由董事會秘書處負責）。
舉行「第十二屆高中美術設計班畢業展」美展，本屆共
有八名畢業生。
首辦「主動學習日」，這個新的學習活動為期兩天，讓
學生通過課堂以外的學習及體驗，強化個人主動學習的
態度。
舉行高中第五十四屆、初中第七十八屆暨美術設計班第
十二屆畢業典禮（畢業生人數分別為 172 人、216 人、8
人）。畢業班捐獻 18000 令吉予母校作為教育基金以示
回饋。董事長在會上指出，雖然華文獨中文憑不受政府
承認，但獨中生要有自力更生的抱負，要站得高，看得
遠，擁有吃苦及奮鬥的精神。校長陳維武致詞時說，由
於缺乏資源，本校教師的薪金是全柔獨中最低的，因
此，明年將調整教師的薪金，並連帶的調整學雜費。
有意報讀 2010 年美術設計班的學生不足 10 名，因此無
法開班，美術設計班仍舊處於冬眠狀態。至於日後是否
要繼續開辦，還必須進行多方面的考量與研究。（註：
2008 年起，高中美術設計班都因新生人數不足而未開
班。2009 年第十二屆美術設計班畢業生 8 名。）

十二月份

9日

13、14 日

14 日
16 日

董事長接受報章訪問時披露：學校拆除老師家眷宿舍，
待「中化百年」建綜合教學大樓；耗資七萬令吉鋪設禮
堂地板磁磚，讓禮堂更符合宴會廳級別；舊的 B 食堂將
先闢為學生活動中心，於 A 食堂另一邊興建新的 B 食
堂。
12 月份是演藝團體豐收的季節，校園裡揚起悠悠華樂聲
及悅耳歌聲。華樂團與合唱團分別呈獻兩場文化饗宴—
—「琴吟思季」及「吟夢」。
董事長拿督辜金強向報章發佈：2010 年擁有大學資格老
師底薪為 1700 令吉，比原有的 1400 令吉漲幅近 21%。
統考成績公佈，本校共有 4 名學生各科成績在全國高中
統考排名前十名。

二零一零年
一月份

4日

24 日

26 日

30 日
二月份

16 日

24 日

27 日

新學年始業式上校長宣佈初一開設 8 班，全校學生人數
1643 人，並表示今年在校園文化建設方面設定兩大目標
與方向：培養學生紀律精神及閱讀習慣。培養閱讀習慣
方面，校方已設下在早自習的時間實施「晨讀計劃」。
今年董事會重聘曾於 1960 至 1982 年在本校執教的老師
卓維美擔任訓育主任。初中英語活動會話課改用
Longman 出版社的教材。
董事長對外發表建設計劃：1.將原有老舊廁所及摩哆、
腳車棚拆除，計劃新建一棟五層樓、擁有 25 間課室的新
校舍，大樓底層空出予活動用。2.教師家眷宿舍拆除後
將建一棟兩層樓的綜合體育場、學生活動中心與會客
室。董事長期許用 30 年時間將學校打造出擁有與眾不同
的外觀，在未來有更好的發展。
本校師生本著人道的精神，發動全校師生為海地災民募
款，共籌獲 16400.25 令吉，善款交慈濟功德會賑災小組
轉送。（註：1 月 12 日海地首都太子港遭遇強烈地震襲
擊，導致成千上萬人遇難，太子港內的學校全數倒塌，
被迫停課至少 15 天。）
配合農曆新年的到來，禮堂內喜氣洋洋的舉辦百人揮春
比賽。
大年初三第十七屆中化團拜，董事長呼籲校友以實際行
動支持母校，時刻關注母校最新發展動態。學校將設立
校友資料庫，以方便聯繫校友並可提供母校資訊予校
友，讓校友在千里之外也能關懷母校。
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麻坡留台同學會及本
校聯辦「2010 年春節台灣文化訪問團」 ，義演活動為
本校籌得 70 萬令吉。
柔佛州務大臣拿督阿都干尼在麻坡華團聯合會主辦的
「虎年新春團拜聯歡宴會」上宣佈撥款 20 萬令吉予本
校。

三月份

23 日

26 日至 28 日
四月份

20、21 日

29 日

五月份

16 日

六月份

1日
2日

5日
5 日至 7 日
26 日
27 日

七月份

3日

3 日、4 日

舉辦 2010 年第四屆「科學好好玩」小學生科學營，除延
續往年的精彩活動外，今年增設鐳射夜間遊戲及戶外科
學遊戲，深受學生歡迎。
戲劇學會同學在視聽室一連舉辦四場舞台劇公演——
「無淚王國」。
舉行常年運動會，紅隊勇奪總冠軍。啦啦隊表演比賽今
年開始採用觀摩方式。今年增設董事、家協（小學）、
校友 4 X 100 接力賽項目。「09 校友隊」榮獲金牌，寫
下了 54.78 」秒紀錄；同時增設色隊老師 4 X 100 接力
賽，紅隊老師寫下了 1 』04.68 」秒紀錄。
為團結中化中小學６間學校董事會之間的情誼，進一步
關照 6 所中小學教師及學生的福利，強化各校的軟硬體
設施，維護華文教育及中化中小學的均衡發展，中化中
小學成立「中化中小學董事會聯誼會」，第一屆主席為
拿督劉文源先生，各校董事長則擔任副主席一職。
中化中小學董事聯誼會首辦 2010 年度教師節暨新屆家教
協會理事聯合就職典禮聯歡宴會，6 所學校董家教首次
齊聚一堂慶祝教師節，意義深長。
「華文學會文學獎」易名為「中化文學獎」，獎金同樣
由校友林福贊贊助。
頒發「2010 年度清寒助學金」，今年共有 92 名學生受
惠，可免交七個月學雜費；另有 28 名學生在領養計劃
下，由熱心人士全額贊助學雜費。此外，今年有 156 名
學生獲得全免或半免獎學金，其中包括入學考試、UPSR
檢定考試、初中統考優異表現獎學金及本校教職員、華
小教師子女獎學金。
舉辦高等教育資料展，獲 38 所來自海內外大專院校教育
單位參與響應，反應熱烈。
「第四屆中化校友嘉年華會」在新山盛大舉行，中、
港、台及新馬校友熱烈參與。
廿四節令鼓隊成立十七年，首度舉行公演——「家的日
記」，演出地點為本校禮堂。
家長日每年舉行兩次，讓家長瞭解孩子的學習狀況及關
注孩子的成長，探討孩子的未來。本次家長日為「親子
同歡家長日「，安排了系列活動讓家長與孩子親子同
樂。
舉辦「立遺囑及設立信託回饋中化」講座會。目前已有
兩名善心人士立遺囑闡明，一旦離世後，將把產業信託
交 給 中 化 中學 董 事部 （ 其一 是 屋 子、 其 一 為 店 屋 租
金）。
慶祝創校 98 週年舉辦慈善市籌獲 25 萬令吉。在校門口
設立「電子看版」，為中化百年校慶開始倒數計時。

19 日

八月份

8日

13 日
28 日
九月份

4日

十一月份

4日

11 日

14 日

24 日
30 日

十二月份

3日
9日

22 日

「第三屆華教杯」由董總和沙巴州華文獨立中學董事會
聯合總會主催，沙巴崇正中學承辦，本校教職員榮獲羽
球團體賽季軍。
由華總及柔華總主催，麻坡中華公會承辦，本校及利豐
港培華獨中協辦的「第廿七屆全國華人文化節」麻坡區
文化大匯演在本校禮堂舉行。
由董總主辦「2010 年中國高等教育展」在本校隆重舉
行，吸引許多學子與家長到場獲取升學資訊。
「2011 年度初一新生入學考試」（免費）共有 762 名來
自麻市及其它地區的小六生報考。
柔州華校董教聯合會主催，本校承辦「2010 年第二十六
屆全柔華文獨中美術比賽」。董事長在會上指出，待師
資與各方面人力足夠後，校方計劃在兩年內重辦美術設
計班。
舉行高中第五十五屆暨初中第七十九屆畢業典禮（畢業
生人數分別為 196 人及 250 人）。畢業班捐獻 35320.36
令吉予母校充作教育基金，以示回饋。校長陳維武以
「小人物要有大氣魄」勉勵畢業生繼續深造，將來為國
家及社會做大事。
第二屆「主動學習日」由 2 天改為 4 天，由校內 57 名
老師聯合校外講師開辦 36 門課程供學生選擇，內容包羅
萬象，從靜態的插花、手工、下棋到動態的瑜伽、羽
球、武術、馬來舞蹈；還有技職性的美容、汽車保養及
投資理財，多元民族性的興都文化之旅、民宿生活，更
少不了青少年探索、體驗自然生態之行等。
華樂團呈現一場別開生面的音樂會——「狂戀提琴」，
以低音為主的大提琴和倍大提琴演奏多首曲目。這也是
華樂團首次在中化校友會禮堂舉辦音樂會。
耗資 200 萬令吉，一座新的 24 間課室大樓（事務處旁）
今天打樁，建築工程正式開始。
成立《百年紀念刊》編委會，主編鄭昭賢，特邀南方學
院鄭良樹和安煥然擔任學術顧問，並由中化現任校長陳
維武、前任校長徐其禮、林鴻圖、李雲溪、陳蘇弟和關
蓮意任編務顧問。編委會由麻坡、吉隆坡、新山和新加
坡校友組成。他們是吉隆坡的鄭昭賢、蘇鳳喜及陳澤
清；新山的李樹藩、藍耀璧和馬漢；新加坡的李凌千；
麻坡的劉祺裕和孫秀燕。
學生人數不斷增加，課外活動組為提供多元課外活動給
學生，將於明年開設扯鈴學會與日本文化學會。
台灣彰化師範大學與本校簽署師資培訓合作協議書，由
彰師於 2011 年起在本校開辦「華文獨立中學教師教育境
外學分班」。
統考成績公佈，本校林玉輝考獲 10A 佳績。另有 4 名學
生高中各科成績排名全國前十名。

二零一一年
一月份

4日

7日

二月份

1日
4日

14 日

三月份

11 日

19 日

四月份

14 日、15 日

五月份

25 日

30 日

31 日

在始業式上，校長陳維武宣佈今年有 370 位新生（9
班），全校學生 1723 名，全校開 41 班。為了讓大家有
更充裕的時間到食堂用餐，今年把第一次及第二次下課
時間延長 5 分鐘，因而上課時間提早 10 分鐘（即從
7:55am 改為 7:45am 上課）。校園文化建設上，有三個
重點：第一是良好的紀律，第二是塑造乾淨的校園環
境，第三是推動晨讀，培養閱讀習慣。
華人歷史文獻收集者張禮銘先生，捐獻一批近百年歷史
文獻給本校，以支持本校出版百年校史紀念刊。這批文
獻包括近百年前中華先賢鄭文炳、張順蘭、蔡廷瑞、林
照英等為興建華校提呈給柔佛蘇丹的函件，英殖民地官
員 1912 年視察中華學校的記錄。
舉辦第五屆揮春比賽，參加人數為歷年之冠，有 300 人
之多。禮堂裡一片紅彤彤，喜氣洋洋。
第十八屆中化團拜改回大年初二舉行。董事長宣佈從即
日起開始啟動籌募「百年中化建校基金」，目標為 1000
萬令吉；同時與校友們約定在 2012 年 7 月 1 日回校參加
「百年校慶萬人宴」，為母校祝壽。
柔佛州州務大臣拿督阿都干尼到本校主持世紀大樓動土
儀式，他宣佈撥款 100 萬令吉給本校興建世紀大樓，分
兩年支付。
首辦「曬書日」，鼓勵學生們將久藏的好書拿出來曬太
陽，與同學交換書，以期培養學生擁有濃厚的閱讀興
趣。另，7 日至 10 日也全天性舉行書展——商務書局書
展，董總出版組也向全體初中生推介好書籍。
2011 年第五屆「科學好好玩」小學生科學營，吸引了
220 名小五、小六學生參加。今年以「空氣的神奇世
界」為主題，帶領學員們一探科學的奧妙。
舉行常年運動會，紅隊奪得全場總冠軍。
頒發「2011 年度清寒子弟助學金」。今年共發出 85000
令吉的助學金給家境清寒的學生。另有十多名熱心的善
心人士合捐 5 萬令吉作為領養基金，其中 48000 令吉今
日發出，餘下款額則存入該基金內。
禮堂前設立百年校慶主題「世紀扎根·百年樹人」標
誌。這座標誌是由蔣聰江（董事部總務）與一班校友遠
赴吉蘭丹收集百年原木（取自火車軌道的木頭），再運
回本校使用。這百年木頭正好與中化百年校慶相輝映。
熱鬧慶祝教師節。今年教師節很不同，學生們舉辦了系
列活動，如：班級拔河賽及羽球團體賽，讓老師與學生
一同玩樂，增進師生情誼；錄製了教師節特備影片、投
選人氣教師，為師生共同留下了許多美麗的回憶。

六月份

2日

6 日至 12 日

23 日
25 日
七月份

2 日至 3 日
10 日
17 日

八月份

6日
21 日

23 日

九月份

2 日至 3 日

4日

15 日
30 日

本校與台灣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聯辦「華文獨立中學教師
教育境外學分班」開始上課，為期兩年，共修 36 學分，
第一門課為「教育心理學」 ，本校有 27 名教師參加，
另有 2 名友校教師參與，總數 29 人。
本校「董教考察團」赴台參訪台灣當地大學及中學。董
事長辜金強、校長陳維武率多名董事及教師參訪台北市
市立圖書館、銘傳大學、台中教育大學、弘光大學、逢
甲大學、彰化師範大學及台中惠文中學等校，為本校校
園規劃作參考。
舉辦高等教育資料展——「攀向理想的梯子」。
春天花藝主辦「慈善文娛晚會」，為本校籌得 10 萬建校
基金。
慶祝創校 99 週年，主題為「愛我中化·一同回家」，辦
校史及學會成果展、校友回校日和第六屆「中化行」。
園藝學會為校園內 70 多種植物制樹牌，讓同學們走在校
園也能學習，並對校園內植物多一份關心與瞭解。
本校代表董事長拿督辜金強與台中教育大學校長楊思偉
簽署保送學生協議書。該大學將為保送的學生提供免學
雜費等優惠，讓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學子有機會升學，同
時也可以協助本校培訓師資。
KCC 集團贊助「愛心獻中化」翁立友慈善演唱會為本校
籌募教育基金。義演籌獲 53444 令吉。
入學式（免費）報考生有 856 人。24 日開始招收新生，
反應熱烈。首日就有 63 名小六生報讀，破本校歷年來首
日最多新生報讀記錄。
董事長辜金強對媒體宣佈本校明年（2012）將調薪，新
的薪金制將具大學資格的新老師基薪調至 1950 令吉（原
為 1700 令吉），具教專訓練的老師薪金為 2100 令吉。
高初中學雜費也因應調整。初中每月 200 令吉，高中為
250 令吉（每年收 10 個月）。
柔州華校董事聯合會主催，本校承辦「第廿三屆柔甲獨
中管樂觀摩會」盛大舉行，特別邀請台灣國立師範大學
管樂團參演，並請師大管樂團指揮葉樹涵教授負責演奏
指導工作。
「2011 年度麻坡華青團中秋園遊會」眾職委為本校種下
5 棵雨樹，發揚「前人種樹，後人遮蔭」愛護華教的精
神，並將刻有「護我環境，為我中化」的紀念碑置放在
草場旁，另移交所捐贈的七套戶外水泥桌椅予本校。
副首相兼教育部長丹斯裡慕尤丁蒞臨本校，為多功能學
生活動中心主持動土禮，即席宣佈撥款 100 萬予本校。
水墨畫學會為配合百年校慶發行「百年校慶月曆」。月
曆有 17 張學生的作品，是一本集合學生用心與努力的成
果月曆。

十月份

21 日

本校董事會與大華銀行（UOB）簽署「籌募百年建校基
金」網上捐款合作契約，為本校的百年建校籌募活動寫
下新里程碑。

十一月

2日

為籌募戲劇社公演活動基金，圖書館與戲劇社聯辦「二
手書市」（包括正版二手書與 CD），同學反應不錯。
舉行高中第五十六屆暨初中第八十屆畢業典禮（畢業生
人數分別為 198 名及 247 名）。董事長辜金強宣佈，董
事會希望「百年建校基金」有餘款可成為學校置業基
金，因此將目標從原訂的一千萬提升至兩千萬，朝以校
養校、自給自足的大目標前進。畢業班捐獻 36230 令吉
予母校。
2011 年麻縣華青團中秋園遊會成功舉行。工委會在扣除
活動開銷後，共籌得 75000 令吉盈餘予本校百年建校基
金，為盛會劃下完美的句點。
新山柔南區麻坡中化校友會慶祝創會 25 週年及會所開
幕。
抱著「知識回流，推動環保」的理念——校友林婉文返
母校辦「二手書市集」，師生反應熱烈。
舉行休業式，在會上除頒發書券獎給成績表現優異的學
生外，也頒發「第三屆中化文學獎」獎項；萬能也舉行
「向優秀學術的宏願邁進」優秀生頒獎禮。
本校與台灣彰師合作開辦「華文獨立中學教師教育境外
學分班」。第二門課程「教學原理」在本校舉行，共有
29 名教師參與此課程。
辦百年中化詞曲創作大賽——「為中化寫一首歌」推介
活動，邀請馬來西亞詞曲創作人周金亮老師與張盛德老
師進行歌曲創作彈唱會。
合唱團與戲劇社聯合在禮堂演出「續夢」音樂會，全場
800 座位座無虛席。
華樂團在禮堂辦「小不點的童話夢」親子音樂會，吸引
近千名知音到場觀賞。
2011 年度統考學生表現優異。高中余舒恬考獲 10 科 A 佳
績，為校爭光，榮獲各科成績全國排名前十名者有 10 人
次。

5日

10 日

11 日
13 日
14 日

21 日至 25 日

29 日

十二月份

10 日
17 日
21 日

二零一二年
一月份

4日

舉行始業式，校長陳維武宣佈，全校共有 1822 名學生，
打破本校半個世紀（1961 年至今）學生人數記錄，初一
新生 369 人（10 班），全校 44 班。董事長辜金強說，
中化今年正式步入創校 100 週年。自去年大年初二中化
團拜啟動籌募「百年中化建校基金」至今，籌到的款項
已經突破 1000 萬令吉，朝 2000 萬目標邁進。他提醒華

10 日

11 日

16 日

17 日

21 日

22 日

24 日

二月份

12 日

16 日

社，7 月 1 日校慶萬人宴和大家有約，支持華教，當仁
不讓。
董事會為「百年校慶」推出限量版珍藏品，分別有：鑽
石系列手錶（一對 500 令吉）；水晶系列手錶（一對 500
令吉）；保溫瓶（30 令吉）；雨傘（30 令吉）。珍藏品
上都印有主題「世紀扎根·百年樹人」。
本校與精英大學簽署深造獎學金備忘錄。根據備忘錄內
容，所有合格且經校長推薦的畢業生，一旦被該大學錄
取，將可享有首年 25%學費減免，以及成績表現優異者
可在第二及第三年享有學費減免 30%的優惠。
麻坡藝術協會及書藝協會會員的書法好手侯亨利、陳培
仁、邱德清、劉維乾等在文打煙小販中心為中化揮春義
賣，3 小時籌獲 1800 令吉。
為歡慶百年校慶，主辦「我的秘密花園」自然書寫徵文
比賽，分學生組及公開組。活動宗旨為加強坡眾對自然
的體驗與觀察能力，促進坡眾對本坡自然環境的關注與
愛護，發現本坡的自然景色，強化人與自然的關係並推
動自然書寫。
中化百年又適逢龍年，今年的揮春迎春活動更添喜悅與
歡騰。演藝團體歡喜演出，草場上 1800 人同揮春，陳培
仁師更大筆一揮，瀟灑地寫了個五尺大的「龍」字為中
化的揮春迎春活動寫下新章。
農曆除夕夜至農曆初一以及元宵節，天春堂及南海飛來
觀音堂發起新春點燈祈福活動為本校百年校慶建校基金
籌款，將這一年一度的春節祈福活動點燈費用全數捐獻
給中化，以求一舉兩得的效果。
大年初二舉行第十九屆中化團拜，校長陳維武強調華文
獨中教育是一場社會運動，也是公民運動，只要有獨中
和中化存在的一天，就需要華社的支持。董事長辜金強
指出五層世紀大樓新課室今年已建竣啟用（26 間課室與
在天台上一間活動中心），接下來正積極籌劃內含新圖
書館、演奏廳及各項活動功能的活動中心。為回饋華社
支持，新圖書館落成後，將有限度向民眾開放，也借此
為麻坡香妃城打造文化城市的目標盡一份力。
中馬中化校友會在吉隆坡以「歡慶中化百年不忘先賢精
神」為主題舉辦「中化百年新春聯歡」宴會暨「中化歷
史長河校史展」。
百年校慶活動之一「中化和麻坡綠色生態地圖」活動在
禮堂對全校師生舉行推介禮。此活動是為了促進坡眾及
學生對本坡及校園自然環境的關注與愛護，強化人與自
然的關係，且促進學生親近自然，認識環境，進而培養
對環境與對自然生態的愛護。

19 日
三月份

10 日

16、17 日

四月份

7日

9、10 日

25 日
五月份

13 日

六月份

1日

17 日

18 日
19 日

23 日

利豐港培華獨立中學教師訪本校，進行國文、商業學及
數學科教學交流。
背包客加拿大越南籍人類學博士 Stephen Le 抵麻觀光，
宣揚環保，發起清潔運動，傳達清潔衛生醒覺意識，本
校服務團體（少獅會、學長團、童軍團、聖約翰救傷
隊）響應參與清潔麻河丹絨運動。活動現場講解垃圾如
何分類與分享垃圾問題的心得。
舉辦 2012 年第六屆「科學好好玩」小學生科學營，反應
熱爆，200 個名額吸引了逾 400 名小學生報名，最終 200
名小學生被拒門外。科學營安排了近 50 個趣味性的科學
實驗供小朋友們探索。
舉行「2012 年度清寒助學金」頒發儀式，今年有 49 人
獲清寒助學金，另 36 人獲領養基金。與往年一樣，為了
培養責任感和工作態度，學生均會分配到各處室服務。
舉行常年運動會，榮獲全場冠軍的是紅隊。今年增設董
事、校友、留台同學 4 X 100 公尺接力賽。董事會青隊
獲冠軍並寫下 1』01.55」秒紀錄。
董事會及校長一行 20 人拜訪馬六甲培風中學，雙方就永
續經營交換意見。
中化百年校慶辦了不一樣的活動——「不一樣的路」百
年中化藝術節，首次讓 7 藝術家駐校（有兩位來自國
外），辦影展、踩街、藝術交流及街頭藝術嘉年華會等
等，播下了藝術與勇敢實現夢想的種子。
藝術節有新鮮嘗試——彩繪校園路 250 公尺生態圖。活
動由吉隆坡著名公共藝術繪畫家艾莎負責策劃，指導本
校 30 餘名學生以馬路為畫布用油漆塗繪柏油路完成繪
作，其中一個路段亦邀請 SAB 女中 10 位學生參與。
麻坡熱心華教聞人已故李述禹老先生（1992 年第五屆林
連玉精神獎得主）之女兒及女婿繼承「老李伯」愛中化
的老李伯精神為中化義賣魚丸面，共籌獲 3000 令吉，仁
風義舉令人欽佩。
「為中化寫一首歌」創作賽《歡舞》贏金獎，作詞邱林
茹；作曲孫秀章，演唱吳洺慧。
由藝術家符毓夏指導，以寶特瓶製作燈光裝置，主題為
「藝術生命樹光」作品已完成，高高掛樹上。本地知名
音樂工作者周金亮義務於吉隆坡為吳洺慧錄製重新編曲
的校慶歌曲《歡舞》。
來自加拿大的雕塑家 Roger Gaudreau 費時一個月，為中
化製作「鋼條犀牛」。校友張書德、蔡瑞源及蔡輝宏義
務參與製作，Roger 也邀請全校同學們帶一顆石頭，寫
上 對 學 校 的祝 福 ，填 滿 犀牛 鏤 空 的核 心 部分 。 這 是
Roger 與同學們送給中化的百年賀禮。
百年校慶音樂會——合唱團在啟智書報社音樂廳舉辦
「歌聲與微笑」音樂會，譜寫絢麗篇章。

24 日
至
7月1日

26 日

28 日~1/7

30 日

七月份

1日

14 日

舉辦「校史、麻坡老建築老行業、藝術聯展」，逾百件
校史文物、建築模型及藝術作品在展覽中呈現，讓坡眾
回顧中化與麻坡走過的百年歲月。事務處旁的活動中心
另設一個非常鄉土的展覽（29/6-1/7）——「麻坡綠色
生態地圖展」，提醒大家不必到遠處，珍貴的資源就在
我們身邊。
出版《中化與麻坡綠色生態地圖》，內容含蓋中化中學
校園及麻坡周邊 5 個生態區簡介，即麻河以南沿岸紅樹
林、巴冬河口泥灘、利豐港牛軛湖、吉雙河下游濕地及
稻田、金山國家公園熱帶雨林。這份生態地圖也是中化百
年校慶活動之一，希望藉慶祝創校百年製作一份生態地
圖，回饋社區，同時喚醒人們對環境的關懷與對鄉土的情
感。

中化百年校慶活動之一——「從心」，陳培仁個人 80 畫
展。這是陳培仁師第三次舉辦個人畫展（37 歲及 70 歲
各一次），民眾校友熱烈出席，畫廊頓成各地校友難得
聚會的嘉年華會，場面溫馨愉快。
中化百年紀念特刊《中化歷史長河：蓽路藍縷興華教》
（上）與《回眸中化》百年圖片輯推介禮，吸引逾百名
校友及愛護華教人士到場支持。董事長辜金強語意深長
地說，一百年對個人已是一生的極限；一個組織、一所
學校卻有無限的生命，所以中化下一個百年必須由新生
代來承擔，包括精神的傳承，先賢的遺志和現代母語教
育的使命。
舉辦「重踏仲尼路·重溫同窗情」百年校慶校友回校
日，7 位新舊校長（徐其禮、林鴻圖、李雲溪、潘永
昌、陳蘇弟、關蓮意、陳維武）與 500 多位來自海內外
的校友齊聚中化共敘昔日師生情誼，場面熱鬧溫馨。
中化百年校慶為了「成為社區的中化」且讓學校與社區
結合與互動，首辦「街大歡喜」踩街遊行，以藍天為布
幕、以大街當舞台，1600 名學生與中化五小學生浩浩蕩
蕩遊走在麻市大街上，載歌載舞，吸引逾 5000 人夾道圍
觀，場面熱爆！
舉行中化百年校慶「萬人宴」，萬人宴籌款創下空前的
輝 煌紀錄——2500 萬令吉，也創 下宴席最 多（1300
席）、出席人數最多（13000 人）、剪綵人最多等多項
紀錄，這是本校有史以來最盛大的場面，為中化百年校
史寫下璀璨的篇章。
一場長命大雨，使中化發生水患。除了世紀大樓外的路
段以及禮堂外的雨蓋走道外沒有淹水，校園各角落都是
水，所幸水位僅到走廊外，未淹進課室，沒有影響到學
生上課。

八月份

6日

9日

15 日
17 日

九月份

２日
６日

12 日
20 日

28 日

十月份

18 日

28 日

十一月份

3日

本地著名作家年紅（張發）贈送 100 種著作給母校，為
中化百年校慶賀壽，藉此勉勵有志於從事文學創作的學
弟妹。
舉行 「2012 年度大專獎助學金及統考獎勵金」 頒發儀
式，共有 21 名學生受惠，頒發的獎助學金分別是台灣獎
學金、麗婷大專助學金、劉康捷大專助學金（校友劉康
捷於本年度成立）、指南科技/人文獎學金以及柔南中
化校友會統考成績優異獎勵金。
2012 年高等教育展——「攀向理想的梯子」吸引 52 所
大專院校參展（去年 34 所），學生們反應熱烈。
新山寬柔中學 17 位科主任到本校參訪交流，藉此機會交
換推動學科發展、提升學科的專業及教學能力的心得。
科主任們還獲安排到 16 個班級進行教學觀摩。
舉行「2013 年初一新生入學考試」，報考人數創新高，
有 1118 人 （去年報考人數為 830 人）。
2013 年新生註冊日，本校創校百年來首次出現家長漏夜
為孩子排隊，等候註冊的現象。320 個名額在短短的一
小時余迅速被填滿，破了本校有史以來的記錄。另有
300 餘名列候補名單。
《嫩芽之二十三》榮獲「第十三屆學海杯全國中學華文
刊物觀摩賽優秀刊物獎」。
柔佛州華校董教聯合會主催，本校承辦「2012 年柔甲華
文獨中電腦常識比賽」，新山寬柔中學奪團體比賽冠
軍。
百年校慶活動之「翼繹香妃」長笛與鋼琴音樂會在啟智
音樂廳舉行。旅台近 20 年、任台灣長榮交響樂團長笛首
席的許佑佳（第 38 屆校友），剛自英國學成歸來的青年
鋼琴演奏家姚銀芬（第 48 屆校友）以及畢業於中國北京
中央音樂學院專修中國笛子的林栩權（第 49 屆校友）聯
合演出，為母校獻上了一場音樂饗宴。
董事部重新規劃學生宿舍。自 1992 年啟用的學生宿舍，
原可供 500 名學生住宿，近來學生住宿人數約 150 名。
新計劃擬將女生宿舍改建成教師專用公寓式宿舍，取代
原已拆除的家眷宿舍及 20 間老舊的單身宿舍。
武吉巴西家鄉鹽焗雞為中化義賣三個月，每售出一隻雞
（20 令吉） 捐中化 4 令吉，最後共捐獻 3748.25 令吉
充作教育基金。
舉行高中第五十七屆暨初中第八十一屆畢業典禮（畢業
生人數分別為 199 人及 273 人）。董事長辜金強呼籲畢
業生要繼續升學求取更高的知識，才能在這大學生普及
的時代加強自己的競爭優勢。校長陳維武勉勵學生們要
堅強面對日後的挑戰，展現中化人自強不息的精神。高
三畢業生捐獻 48350 令吉給母校教育基金以示回饋。

15 日
28 日

十二月份

4日
11 日至 14 日
19 日

22 日

「第十三屆麻縣華青團中秋園遊會」將 46888 令吉盈餘
捐中化充清寒助學金基金。
台灣僑務委員會於鑾中頒發獨中教師長期服務獎。本校
獲獎老師有 7 人，他們是：蔡愛華、陳玉蘭、陳素娟
（30 年服務獎）；陳玉春（20 年服務獎）；陳玉環、張
尤寧、鄭秋文（10 年服務獎）。
恭請本地企業家陳金基先生為多功能學生活動中心主持
打樁奠基儀式。
戲劇學會舉辦「第一屆全國戲宇爭霸戲劇比賽生活營之
環遊『戲』界」，共有 68 人參加。
本年度高初中統考成績表現優異。高中林家輝考獲 10 科
A 佳績，為校爭光，另榮獲各科成績全國排名前十名者
有 7 人次。
華樂團在啟智音樂廳舉行「樂之翼」音樂會，吸引了
400 多位觀眾出席聆聽。

結語：
中化扎根在麻坡 100 年，華教早已經在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了。
這五年裡，學校增建了 26 間教室的世紀大樓；而今正如火如荼興建內含圖書館
及演奏廳的「多功能活動中心」（預計 2014 年建竣），屆時硬體設備將更完善。
這五年裡，學生人數年年增加，從 2008 年的 1500 人、2009 年的 1542 人、2010
年的 1642 人、2011 年的 1703 人、2012 年的 1820 人，到今年 2013 年已突破 2000 人。
這五年裡，學生參與校外考試也頻報佳音。
這五年裡，老師們的薪金與福利，也一再受到董事會的關注與照顧。
是的，這五年裡中化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績單，正如李雲溪校長在「百年校慶
校友回校日」所說的：「當年中化是艱難期，現在是發展期，校園一片欣欣向榮。」
相信未來中化的董教學三方將全力以赴，不辜負兩千萬元背後萬人對中化的期
許！
修 29/07/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