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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華中小學校友會 

 2018 年度會員大會 
 
                                                                                    
 

日期：29-01-2018 

 

致  ：全体会员 

 

请出席会员大会及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颁发仪式 
 

兹订于2018年03月11日(星期日)于母校兴华中学科技大楼潘斯里陈开蓉大讲堂召开会员大会，

同时颁发第 23 届(2017 年度)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 
 

  第一阶段 : 自由餐会 

                 时间 : 12:00pm – 1:00pm 
 

第二阶段 : 会员大会、颁发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 

                 时间 : 1:00pm – 2:30pm 

 

2. 第 23 届(2017 年度)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由即日起至 03 月 01 日接受申请，凡本会会员

子女，均可照章申请。 

3. 根据本会选举细则，候选人须先提名，由一名会员提议；及一名会员附议，方为有效。所有

会员都有资格提名或被提名为候选人。 

4. 提名候选人的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03 月 01 日中午 12 时正，逾期无效。所有提名必需釆用选

举小组所提供的提名表格。 

5. 会员若有提案；须于大会召开前七天交至秘书处，以便编入议程。 

 

届时请准时出席，谢谢。 

 
 

巴生兴华中小学校友会 

 

主席：余安 

总务：林奉隆  同启 
 
 

大会议程： 1. 主席致词 

           2. 颁发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 

           3. 复准及检讨前期大会记录 

           4. 接纳 2017 年度会务报告及财政报告 

           5. 其他： 

 1）修改章程 

           6. 开票初选第 38 届(2018-2020 年度)理事 

 7. 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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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中小学校友会 2017 年度会员大会会议记录 
 

日    期：14-5-2017(日) 时间：1:00PM 地点：潘斯里陈开蓉大讲堂 

大会主席：余安 记录：杨淑红 
  

1． 校友会主席余安致词 

1) 很高兴见到许多老前辈的出席，但同时也看到年轻的一代也在场，这说明咱校友会「老中

青」的三结合，永不衰竭！为加强此三结合的精神，校友会每年都会颁发学业优异奖励金

给校友的子女，固然是要鼓励年轻的下一代搞好学业，更重要的是，是要鼓励下一代参与

校友会的活动。 

2) 校友会已经把活动的触角延伸到海外。例如，2016 年 9 月份在北京组织了北京兴华校友

会分会。2017 年 6 月份也会在台北组织台北兴华校友会分会。希望此举能加强海外的校

友回馈母校，做为母校的后盾！ 

3) 今年 2017 年是兴华创校和校友会创会的 70 周年。为此，本校与本会将联合举办一系列

的活动，活动内容请参考附件。 

4) 当然，本会也藉此机会来为 a. 中学教职员福利基金 b. 小学发展经费 c. 本会的常年活动

经费，来发动募款活动，目标锁定在 RM200 万！至于此次募款活动的缘起，是校友徐威

雄先生所撰写的，他是布德拉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5) 2016 年的活动非常丰富，涵盖了文教与娱乐等各方面的活动，各项都顺利进行，圆满地

结束。这都要归功于理事无私的投入，和校友热烈的的出席。 
  

2． 顾问尤瑞泉致词 

1) 今年的会员大会是在母亲节进行，所以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2) 今年是兴华创校和创会 70周年。目前筹到的款额已达 130万了。兴华学生虽然交纳学费，

可是学校每一个月的开支也是不堪负荷。希望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3) 希望各位各界不但乐于捐献给母校，也希望各位在 8 月 26 日能出席本校的这个重大节日。 

4) 母校从以前简陋的校舍到现在宏伟的大楼；统考成绩从以前的平淡无奇到现在的成绩优异，

再说明了兴华人奋发进取的精神！ 
  

3． 颁发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 

第 22 届(2016 年度)会员子女奖励金共有 183 名被录取，总奖金共为 RM10,210.00。 
  

4． 复准及检讨 2016 年度大会纪录 

由总务林奉隆宣读，洪建枝提议，李慧玲附议。与会者无异议通过。 
 

5． 接纳 2017 年度会务报告 

由副总务郭清建宣读，林爱心提议，杨婉卿附议。与会者无异议通过。 
 

6． 接纳 2017 年度财政报告 

1) 由财政苏新龙宣读，陈锦祥提议，黄绥兼附议。与会者无异议通过。 

2) 鉴于 2016 年度学校举办了义卖会，老师们和理事们负荷太重，所以将 2016 年的校友回

校日，挪到今年 2017 年和 70 周年校庆/会庆一起举办，为此造成 2016 年度的财务报告

的赤字很大。希望借着今年 2017 年的筹款收入，财务会有大幅的改善。 

3) 陈宝来也发现，没按照规矩为往生者送吊念花圈，提醒理事会不要重犯，无异议通过。 

4) 詹缘瑞提议冻结新纪元学院发展基金，但余主席认为目前新纪元状况不明朗，曰后再议。 
 

7． 修改章程 

由署理主席陈静翔宣读，陈宝来提议，洪建枝附议。与会者无异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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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大修： 

(9.B) 财政不得拥有超过 RM500 手头现金  财政不得拥有超过 RM1000 手头现金。

(由于通货膨胀之故) 

(9.D) 理事会有权通过使用 RM20,000 或以下的款项，若超过 RM20,000 以上，则需由

大会会员通过。 理事会有权通过使用 RM30,000 或以下的款项，若超过

RM30,000 以上，则需由大会会员通过。(由于通货膨胀之故)  
 

7.2  小修：参照新旧章程对照表。 
 

7.3  (15) 本会之章程，唯有于会员大会召开时通过，方得修改章程。有关修改须经社团注

册官批准后，方告生效。 本会之简则，唯有于会员大会召开时通过，方得修改

章程。有关修改须经社团注册官批准后，方告生效。  
 

陈宝来提议修改：(3.A) 凡 18 岁以上及过去曾为母校中小学学生或曾任及现任母校教师，愿遵守

本会章程者，均可加入本会为会员。 凡 18 岁以上及过去曾为母校中

小学学生或曾任及现任母校教职，愿遵守本会章程者，均可加入本会为会

员。 
 

(教师改为教职)。大会认为此项暂时不宜大修，所以职员是否要被纳入待下一届核准。 
  

8． 成立兴华中小学校友会基金计划 

由林国士宣读，陈宝来提议，吴文安附议。与会者无异议通过。 
 

8.1 目的：校友会基金的成立是因为校友会的财务收入很不稳定。所以希望通过不同的收入

来改善校友会的财务状况，最理想的是定期乐捐的来源以便巩固校友会的财政状

况。例如，会员定期乐捐进款于校友会。 
 

8.2.1 陈宝来提问：4b)的福利没有明确的定义。是否可以定义校友会会员的福利？ 

林国士答：目前不宜太过详细定义福利的范围。 

3.2 理事会有权委任，改选本基金会管理小组成员。 理事会有权委任，改选本基金管理小

组成员 

3.5 所有支出必须经基金管理小组多数通过。 所有基金会开销必须经基金管理小组多数通

过。  
 

8.2.2 陈静翔：基金简则 2.3 其他。所谓的其他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把兴华列为遗属里的

受益人。  
 

8.2.3 颜振禄发问：如果捐献来源不妥，如何决定接受或拒绝捐献呢？ 

林国士答：这个责任将交由校友会理事处理。 
 

8.2.4 许美玲建议：鉴于 3.5 的规则，“7人基金管理小组”组员如果是由 3 个理事和 4 个非理

事组成的话，如有异议会闹僵局。 

李荣兴建议：“7人基金管理小组”全部都由理事担任。 

林国士答：“7人基金管理小组”只能参与运作基金部分而已，不能参与其他管理活动。所以“7

人基金管理小组”还是照样由 3 个理事和 4 个理事(或非理事)组成。 

  
  

大会结束时间：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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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年会务报告 
 

1. 朱运铁、苏新龙、杨婉卿、林国士、黄初兴代表出任中学部董事。 

2. 余安、叶进来、潘诗慧代表出任小学部董事。 

3. 余安、叶进来、李慧玲代表出任五机构联委会理事。 

4. 陈锦祥代表本会出任雪隆华校校友会联合会(理事)一职。 

5. 朱运铁代表本会出任中华大会堂代表一职。 

6. 每逢星期一，为本会合唱团活动日，指导老师为林清福老师。 

7. 每逢星期五，为本会蒲公英合唱团活动日，指导老师为林颖茜校友和林颖芷校

友。 

8. 每逢星期一及星期三，开放篮球场(7.00pm 至 10.00pm)以及每逢星期三开放羽

毛球场(7.00pm 至 10.00pm)，供会员使用。 

9. 配合董事会参与每年一度之醒狮釆青工作，并积极推动已毕业的年轻校友担任

领队工作，深受各界的欢迎。校友会在 01 月 19 日於教学大楼仁爱广场及兴华

园举行醒狮采青行动中心启用餐会，款待三机构理事、教师、领队及狮队成员。

02 月 17 日举办醒狮庆功宴，由工委会主席叶进来校友宴请三机构理事、全体

狮队队员、家长、教师、领队、司机及为狮队工作默默付出的兴华人与各界人

士。 

10. 01 月 21 日，全体理事出席由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及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宴请兴

华中学教职员新春晚宴，地点为兴华中学朝阳堂。 

11. 01 月 25 日，新春醒狮采青贺岁队伍授旗礼及挥春比赛，开设茶档招待校友们

享用茶点，并与三机构理事和老师们交流。 

12. 02 月 02 日，林奉隆、郭清建、林国士、李慧玲代表出席兴华小学教职员新春

晚宴，地点为巴生 CENTRO 好想吃餐厅。 

13. 03 月 04 日，余安、叶进来、杨婉卿、李慧玲、林遒潾、吴文安代表出席雪隆

华校董事会联合会，地点为兴华中学科技大楼会议厅。 

14. 05 月 04 日，余安代表出席中学部的教职员上半年庆生会，地点在兴华中学朝

阳堂。 

15. 05 月 14 日，召开常年会员大会。同时颁发第 22 届(2016 年度)会员子女学业

优良奖励金，(共有 185 人得奖，发出奖金 RM 10,330.00)。有关名单从略。 

16. 06 月 04 日，成立台湾兴华分会。当天，由时任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

博士率领母校五机构成员到台祝贺及见证分会的成立，董事长也在当天捐献了

马币 3 万元作为分会的活动经费。母校代表的出席人员以黄秀玉校长为首，三

位副校长、行政主任及几位资深老师皆随团到台见证。我会则以余安主席为首，

陈静翔、叶进来、吴文安、李慧玲、林爱心、杨淑红、朱运铁、杨婉卿、吕怀

毅、黄绥兼等众多理事皆有出席见证分会成立。台湾兴华分会第一届会长由陈

小山出任。当天的出席人数约 1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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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6 月 17 日，余安、林奉隆、吕怀毅、陈锦祥、苏新龙、李慧玲、杨婉卿、陈

静翔、林国士、林福荣代表出席兴华中小学教师节晚宴，地点为兴华中学朝阳

堂。 

18. 07 月 22 日，以朱运铁担任工委会主席和王振扬负责协助母校举办兴华中学 70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一的《与兴华同行-迷你马拉松》，也征求到 7 位校友赞助

该活动部分经费，当天参赛的校友人数约 650 人。 

19. 08 月 05 日，本会联合巴生三独中校友会及家教协会举办《赴华留学》说明会。

地点在兴华中学黄景裕讲堂，出席人数约 100 人。 

20. 08 月 26 日，配合兴华中学 70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一的《兴华中小学及校友会

创立 70 周年联欢晚宴》，当天出人数约 3000 人。联欢晚宴也筹得弍佰壹拾万

左右，当中拨给中学部教职员福利基金共 RM1,200,000.00 和小学部发展基金

共 RM300,000.00。 

21. 09 月 30 日，余安、叶进来、李慧玲、林福荣代表出席董总‘华文独中教育蓝图’

教育发展基金筹募晚宴，地点为兴华中学朝阳堂。 

22. 10 月 12 日，李慧玲、吴文安、黄绥兼代表出席中学部的教职员下半年庆生会，

地点在 Nyonya Kicthen。 

23. 10 月 29 日，陈静翔代表校友会参与巴生中华女校百年校庆倒数启动仪式，地

点为巴生中华女校礼堂。 

24. 11 月 03 日，由兴华中学家教协会、兴华中小学校友会、马来西亚萨提尔全人

发展协会联合举办《告别单向听话，开始双向对话》亲子教育讲座会，主讲者

由台湾李崇键老师开讲，地点为兴华中学科技大楼大讲堂，出席人数约 600 人。 

25. 11 月 14 日，高三毕业生入会讲解会，由余安、王振扬、李慧玲、吴文安到现

场帮忙推动讲解。  

26. 11 月 15 日，高三毕业当天，设立高三毕业生入会档口，当天申请入会人数有

305 人，302 位学生，3 位老师。 

27. 11 月 22 日，余安、叶进来、颜志聪、杨淑红、潘诗慧、沈专丽、林遒潾、郭

清建代表出席兴华小学教职员收工晚宴，地点为巴生港口御膳阁酒家。 

28. 12 月 17 日，校友会荣获“林连玉基金团体精神奖”。本会获得此奖项，是因

为前辈们的不懈努力和卓越表现，并基于(一)协助复兴母校与巴生中华独中、(二)

创立醒狮团(开启新春采青活动，筹募母校常年经费)，两项成就而获得肯定。

余安、叶进来、林奉隆、苏新龙、吴文安、李慧玲代表出席林连玉精神奖颁奖

典礼，地点为吉隆坡陆佑路中国华小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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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中小学校友会合唱团 

2017 年活动报告 
 

1. 01 月 31 日，新春佳节向老师和团员拜年。 

2. 02 月 13 日，新春年欢晚宴兼祝贺老师生日。 

3. 04 月 08 日，与台湾埔顶合唱团假兴华中学黄景裕讲堂举办交流会。 

4. 08 月 18 日，参与台湾福尔摩斯合唱团假马来西亚创价学会(雪州分会)巡回演唱会演出。 

5. 08 月 25 日，参与兴华中学举办 70 周年校史歌舞剧演出。 

6. 08 月 26 日，参与兴华中小学与校友会创立 70 周年联欢晚宴演出。 

7. 09 月 30 日，参与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育大蓝图教育发展基金筹募晚宴，假校内朝阳堂举行。 

8. 11 月 27 日，与巴生滨海福莆仙同乡会合唱团、巴生客家公会合唱团，假兴华中学黄景裕讲

堂举办松音之夜三团联合音乐会。 

9. 12 月 08 日，参与隆雪华堂举办 72 周年抗战胜利纪念日演出。 
   

兴华中小学蒲公英合唱团 

2017 年活动报告 
 

1. 12 月 15 日，例常练习，可是提早一个小时(6.00pm-10.00pm)，因为要练习这个星期六的金

门会馆演出。 

2. 12 月 16 日，2.00pm 左右会集合校友楼，3.00pm 出发前往金门会馆演出，11.00pm 回校。 

3. 12 月 22 日，例常练习(7.00pm-10.00pm)。 

4. 12 月 29 日，蒲公英暂停活动。 
  

台湾兴华校友会 

2017 年活动报告 
 

1. 10 月 07 日，北部雪州同学会中秋烤肉晚会，陈小山会长出席致送由(台湾兴华校友会)所补助

的活动费台币 6000 元。 

2. 11 月 12 日，丹斯里杨董事长及夫人悉心全力长久的支持赞助兴华。在台兴华人非常感谢他

们，谨订 2:30pm~4:30pm，在台北市复兴南路二段 385 号，兴华校友池先生 Kopitiam 餐厅，

以 55 吋电视和母校联机同步直播：(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追思会)，当天出席人数约

50 人左右。 

3. 12 月 16 日，南部雪州同学会聚会，陈小山会长出席致送由(台湾兴华校友会)所补助的活动费

台币 3000 元。 
  

北京兴华校友会 

2017 年活动报告 
 

1. 04 月 02 日，期中考之前举行本学期第一次聚餐，不少大四校友出席了本次聚会，地点为

北京大学和园主题餐厅，当天出席人数 12 人。 

2. 06 月 24 日，趁着拍摄庆贺母校建校 70 周年之照片，本会在期末考试之后组织学期末聚

餐。清华担任研究员林励庆校友出席本次活动，地点为北京五道口素虎素食馆，的当天出

席人数约 10 人左右。 

3. 08 月 05 日，本会首次为学弟妹及巴生学子举办留华行前说明会。分别邀请五位校友分享

在京生活经历，说明赴华注意事项。活动也吸引了我校对留学中国有兴趣的学生家长与师

生前来聆听，地点兴华中学黄景裕冷气讲堂，当天出席人数约 60 人左右。 

4. 11 月 12 日，母校于当日下午进行杨忠礼董事长追思会，本会组织会员于上述时间同步观

看追思会直播，直播结束后进行新老生交流会，地点为北京蓝旗营小菊咖啡馆，当天出席

人数 24 人。 

5. 截止 2017 年年尾统计，在北京兴华校友一共有 47 人，在籍学生有 4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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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興華中小學校友會 

會員子女學業優良獎勵金簡章 
 

1. 宗    旨： 培育英才，鼓励会员子女努力向学，造就社会。 

2. 资    格： 申请者须为会员子女。 

3. 手   续：    (一)填具申请表格。 

  (二)呈交成绩复印本，复印本须经有关学校监定。 

  (三)申请表格与证件须于截止日期前交到本会秘书处或文教组。 

4. 

组别 
条件 

(操行成绩列乙等以上，且符合以下规定) 
奖励金额 

小
学
组
别 

(一) 低年级组(1~3 年级) 学年总成绩平均须 80 分以上。 RM 40.00 

(二) 高年级组(4~5 年级) 学年总成绩平均须 75 分以上。 RM 40.00 

(三) UPSR 组(6 年级) 检定考试成绩须考获四科 A，且其它科目须及格。 RM 60.00 

独
中
组
别 

(一) 初中组(初中一至初中三) 
学年成绩总平均须 75 分以上，四主科(华、国、英、数)

均须及格。 
RM 50.00 

(二) 高中组(高中一至高中三) 
学年成绩总平均须 70 分以上，四主科(华、国、英、数)

均须及格。 
RM 60.00 

(三) 统考组(初中统考) 
初中统考成绩须考获四科 A，其中包括一科语文科和一

科数理科。 
RM 80.00 

(四) 统考组(高中统考) 
高中统考成绩须考获四科 A，其中包括一科语文科和一

科数理或商科。 
RM100.00 

(五) 会考组（PT3) PT3 须考获五科 A。 RM 70.00 

(六) 会考组(SPM) SPM须考获Ａ等文凭，且其中六科积分不得超过 20点。 RM 80.00 

国
中
组
别 

(一) 初级组 

(Peralihan – Tktn3) 
学年成绩总平均须 75 分以上。 RM 50.00 

(二) 高级组 

(Tktn4, Tktn5, Tktn6) 

Tktn 4,Tktn5 学年成绩总平均须 70 分以上。 

Tktn 6 学年成绩总平均须 60 分以上。 
RM 60.00 

(三) 会考组(PT3) PT3 须考获五科 A。 RM 70.00 

(四) 会考组(SPM) SPM 须考获 A 等文凭，且其中六科积分不得超过 20 点。 RM 80.00 

(五) 会考组(STPM) STPM 须考获二科 A，其彵科目须及格。 RM100.00 

 

5. 申请日期： 由 29/01/2018 至 01/03/2018 接受申请。 

6. 附    则： (一) 所有申请表格经本会文教组审查作出的决定，是为最后的决定。 

     (二) 本简章有未尽善处，可由文教组提出修正，经理事会通过后即可生效 。 

  (三) 所有得奖者，须亲自(或由家长代表)出席颁发仪式。除非事先书面申请，

否则有关资格将被取消。 

  (四) 为节省作业，所有得奖者，除了在报章公布外；将不另行通知。除非

有关申请不符合资格，本会才书面通知有关申请者。 

7. 颁发日期及地点： 2018 年 03 月 11 日下午 1 时正(母校科技大楼潘斯里陈开蓉大讲堂)  

(提前于中午 12 时正至 12 时 45 分，设午餐招待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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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興華中小學校友會 

第 23 届（2017 年度）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 
 

申請表格 
 

会员姓名：(中)                     (英)                                

会员号码：                        申请学生关系：                      

地    址：                                                            

                                                            

电    话： (H)                 (O)               (FAX)                

(H/P)                     (E:MAIL)                          

 

 注：1. 每份表格只限一人。 

2. 成绩复印本必须由有关学校校长盖章签名方为有效。 

3. 如需多份表格，可自行复印。 

 申请日期：由 2018 年 01 月 29 日起至 03 月 01 日止。 

 

申请者姓名 性别 申请组别 学业等第 

(中) 
   

(英) 

 

 

 

日    期：                   会员签名：                   
 

*************************************************************************** 

《供本会使用》 

 审查人：                          签名：                          

 批准者：                             签名：                          

 备  注：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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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興華中小學校友會 

第 38 届(2018-2020 年度)理事选举提名表格 
(此表格须于 01-03-2018 或以前寄交到本会秘书处，逾期无效) 

 

 

   兹提名       为本会 2018-2020 年度理事候选人。 

 

   提议人：       签      附议人：      签 

   正  楷：(       )       正  楷：(    )  

   日  期：           日  期： 

 

候選人同意書 

本人       同意被提名为本会 2018-2020 年度理事候选人。 

 

签  名：              

日  期： 

 

 

附录： 

校友会第 35 届理事会名表 
 
顾   问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已故)、陈炳顺(已故)、尤瑞泉、拿督李平福 
           卢金峰、颜建义、黄秀玉校长、陈家福校长 
法律顾问 ：杨志伟律师、林宏志律师、林益来律师 
主    席 ：余安 
署理主席 ：陈静翔律师 
副 主 席 ：颜长生(已故)     叶进来 
总    务 ：林奉隆(正) 郭清建(副) 
财    政 ：苏新龙 
中 文 书 ：沈专丽 
国 文 书 ：吴清德(已故/2015-2016) 
文    教 ：林遒潾(正)  杨婉卿(副) 
康    乐 ：吕怀毅(正)  王振扬(副) 
联    络 ：叶国琛 (2015-2016) 
理    事 ：黄初兴、李增注、李慧玲、林爱心、朱运铁、杨淑红 

吴文安、陈锦祥、黄绥兼、林国士、潘诗慧、林福荣(2017) – 替代叶国琛 
黄淑缘(2017) – 替代已故吴清德、颜志聪(2017) – 替代已故颜长生 

查账(非理事)：苏进存、苏进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