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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2014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这一条路
仍然满布荆棘。极端主义者的不停叫嚣、政府一
贯的限制、各华校资金和师资的不足，依然阻止
不了热爱华文教育者热情沸腾的心，华文小学和
华文独立中学持续面临学生挤破门的现象。本着
维护与发展华文高等教育的决心，董教总教育中
心（非营利）有限公司（简称“教育中心”）和
新纪元学院依然坚定立场为本土华语文高等教育
努力。

 在2014年6月教育中心董事部进行改选，选
出了第十届的董事部。新一届的董事部加入了一
些新的成员，希望董事们都能不懈地推动马来西
亚的华文教育发展，尤其是新纪元学院的提升与
发展。

 在董事部长期积极的努力下，雪邦校地的
谈判也在2014年取得了突破，并与丰隆一方就
合约条文进行了详细的探究。这也意味着丰隆捐
献雪邦校地予新纪元学院一事再次崭露曙光，为
新纪元学院升格后未来10年的发展取得了非常
鼓舞人心的好兆头。董事部会在合约落实后，为
发展雪邦新校园的工程展开大型的募款，以便能
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新纪元大学学院傲然地立足
雪邦，为马来西亚华文高等教育写下光辉的新篇
章。

 尽管2014年纷纷扰扰，董事部并没有就此
驻足不前，持续推动新纪元学院的发展。为了提
升新纪元学院的学术水平和推动其发展，董事部
在2014年2月举办了“高等教育咨询团研讨会”
，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出谋献策，探
讨新纪元学院未来的发展方向与方针。另外，学
院和中国以及台湾联办的各项高等学位课程继续
进行，已有学员陆续毕业，取得硕士学位。

 在推广汉语的工作上，董事部的行政办公室
继续承办与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的汉语水平
考试（HSK）、汉语水平考试口试（HSKK）和
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等三项考试，并在中
马的雪兰莪加影、北马槟城、东马沙巴亚庇、斗
湖以及砂拉越古晋共5个地点分设考场，方便有
意投考的考生们。自1995年承办以来，已有逾
5,000多名来自各国的各族人士，分别在各考场
报考汉语考试。

 随着世界大局势朝向更民主、更开放的方
向迈进，华语文在国际上和商业上的实用价值日
益提高，也造就了华语文在东南亚各国的蓬勃发
展。教育中心作为“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的
秘书处，本着“推动东南亚华文教学的发展”
和“促进东南亚华文教学的交流”两大宗旨，和
各成员国保持密切联系。秘书处也在11月出版了
第十二期《东南亚华文教育通讯》。

 展望2015年，冀望各位董事能秉持承前启
后维护和坚持民主母语教育的精神，同心协力，
积极配合即将展开的大型募款活动以及新纪元学
院的管理与提升，让新纪元学院早日落实成为马
来西亚的华文大学，让母语教育得以从小学、中
学连贯至大学。

（一） 叶新田主席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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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简
称“教育中心”）是在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
总会（董总）、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
总）和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独大）积极推动之
下，于1994年3月24日成立，办事处设于雪兰
莪州加影市。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开拓国内的华
文高等教育，向政府争取开办大专院校，以期能
在马来西亚成立一个由小学、中学至大专院校的
完善母语教育体系。公司成立后，就积极向教育
部申请开办新纪元学院。1997年5月28日，新
纪元学院终于获得教育部批准开办。

 至今，新纪元学院的办学理念逐渐广为社会
认同。虽然前路还是困难重重，为了将新纪元学
院提升为大学，以及全面提升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的发展，董教总教育中心将持续开展以下三大工
作任务：

（一）继续推动新纪元学院的发展
 新纪元学院虽然已稍具规模，并获得高教部
献议升格为大学学院，但教育中心最终的理想是
办一所具有民族教育特色的大学。我们期望在建
立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的理念下，为国家培育优
秀的多语人才。
      
（二）配合东盟各国的华教组织，推动东南亚华
           文教育的发展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的成立是
以“推动东南亚华文教学的发展”以及“促进东
南亚华文教学的交流”为宗旨。董教总教育中心
（非营利）有限公司从2001年荣获东南亚各国代
表的一致委托，出任主持秘书处及秘书长至今。
我们希望能结合各方力量，开展各方面工作，积
极协助东南亚各国发展华文教育以及培养华文师
资。

（三）推广汉语的使用
 在积极推动母语教育的同时，教育中心也向
不谙华语的同胞及友族同胞推广华语文的学习，
希望将华文的学习推向更广阔的天地。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董教总教育中心 
（非营利）有限公司拥有会员共134名，个人会
员131名，团体会员3个。其中，11名个人会员
已逝。公司的事务由董事部处理。

 2014年6月21日，董教总教育中心根据章
程召开会员大会并选出第十届董事部，任期四
年，即从2014年6月至2018年6月。董事部由
31名董事组成，新任董事部成员于7月4日进行
复选，选出第十届执行董事。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部全体董事与顾问
（2014年至2018年）

董事部顾问

法律顾问

郭全强

饶仁毅律师

丹斯里
拿督古润金

许海明局绅

蔡逸平

潘斯里李梁琬清

田捷律师

陈文化

赵燊儒律师

傅振荃

胡万铎

郑添锦律师

张光明博士

苏顺昌

谢松坤荣誉博士

（二）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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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副义务秘书

执行董事

副主席

义务财政

义务秘书

副义务财政

董事

叶新田博士 陈纹达

吴治平

李金桦

周素英

陈德隆

林国才

刘庆祺 

王超群

杨天德博士

卢金峰

陈清顺蔡亚汉

林忠强博士

李清文

邹寿汉

李云桢

戴炳基

刘世全

蔡明永

杨伟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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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个人会员名单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1. 林源瑞局绅  IP0001
2. 龙锦平先生  IP0002
3. 翁诗佣先生  IP0003
4. 胡万铎先生  IP0005
5. 陆庭谕先生  IP0006
6. 林忠强博士  IP0007
7. 莫泰熙先生  IP0008
8. 郭全强先生  IP0009
9. 蔡庆文先生  IP0010
10. 李克旋先生  IP0011
11. 陈干福先生  IP0012
12. 陈玉康先生  IP0013
13. 吴    盾先生  IP0014
14. 吴俊华先生  IP0015
15. 丁春光先生  IP0016
16. 张光明博士  IP0017
17. 叶新田博士  IP0018
18. 刘锡通先生  IP0019
19. 丘琼润博士  IP0020
20. 骆清忠先生  IP0021
21. 陈志成先生  IP0022
22. 李清文先生  IP0024
23. 江秀滔先生  IP0025
24. 叶祥发先生  IP0026
25. 杜秉训先生  IP0027
26. 吴建成先生  IP0028
27. 谢广超先生  IP0029
28. 王超群先生  IP0030
29. 曾耿强先生  IP0033
30. 沈德和先生  IP0036
31. 曾炳强先生  IP0037
32. 廖熙钿先生  IP0038
33. 郑建中先生  IP0039
34. 拿督杨云贵  IP0040
35. 叶雪萍女士  IP0041
36. 陈友信先生  IP0042
37. 周素英女士  IP0043
38. 黄祥胜先生  IP0044
39. 黄仕寿先生  IP0045
40. 吕    兴先生  IP0046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41. 廖贤开先生    IP0047
42. 杨    泉博士    IP0049
43. 丁善照先生    IP0051
44. 王明星先生    IP0053
45. 杨静来先生    IP0054
46. 杨庆福先生    IP0055
47. 丹斯里拿督古润金    IP0057
48. 刘佳霖先生    IP0058
49. 黄高陞先生    IP0059
50. 谭志江先生    IP0060
51. 韩稳当先生    IP0061
52. 赖嵘文先生    IP0062
53. 潘秋光先生    IP0063
54. 王国丰先生    IP0064
55. 高淑平先生    IP0065
56. 陈德隆先生    IP0066
57. 杨天德博士    IP0067
58. 廖宗明先生    IP0068
59. 李云桢女士    IP0069
60. 蔡亚汉先生    IP0070
61. 柯建生先生    IP0071
62. 陈德昌先生    IP0072
63. 蔡维衍博士    IP0073
64. 邓百根先生    IP0074
65. 郭谨全先生    IP0075
66. 郑金德先生    IP0076
67. 高铭良先生    IP0077
68. 邹寿汉先生    IP0078
69. 许锦芳女士    IP0079
70. 韩应伦先生    IP0080
71. 梁赐强先生    IP0081
72. 吴治平先生    IP0082
73. 蔡逸平先生    IP0084
74. 王今仲博士    IP0085
75. 黄青玉女士    IP0086
76. 刘耀宗先生    IP0087
77. 张德常先生    IP0088
78. 梁    发先生    IP0089
79. 黄伟珉先生    IP0090
80. 潘斯里拿汀苏美玲   IP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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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会员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1 拿督沈慕羽局绅 IP0004
2 廖玉华先生  IP0023 
3 吴伯诚先生  IP0031
4 叶填书先生  IP0032 
5 曾敏灵先生  IP0034 
6 林思华先生  IP0035 
7 陈炳顺先生  IP0048 
8 高淑振先生  IP0050
9 林晃昇先生  IP0052 
10 廖为津先生  IP0056
11 谢清发先生  IP0083

序 姓名   会员编号

81. 王珊芃女士  IP0092
82. 苏永成先生  IP0093
83. 程志刚先生  IP0094
84. 古玉英女士  IP0095
85. 林钲顺先生  IP0096
86. 苏楣岚女士  IP0097
87. 黄士春先生  IP0098
88. 傅振荃先生  IP0099
89. 卢金峰先生  IP0100
90. 沈才坤先生  IP0101
91. 张石耿先生  IP0102
92. 李维念先生  IP0103
93. 赖顺吉先生  IP0104
94. 吴宪民先生  IP0105
95. 丘世楠先生  IP0106
96. 黄风景先生  IP0107
97. 江仲高先生  IP0108
98. 岑启铭先生  IP0109
99. 苏顺昌先生  IP0110
100. 萧海金先生  IP0111
101. 刘庆祺先生  IP0112
102. 郑保罗先生  IP0113
103. 王有生先生  IP0114
104. 许钦詠先生  IP0115
105. 林    梅女士  IP0116
106. 彭玉玲女士  IP0117
107. 李润珍女士  IP0118
108. 吴玉华女士  IP0119
109. 张彩珍女士  IP0120
110. 林碧芬女士  IP0121
111. 朱振华先生  IP0122
112. 陈纹达先生  IP0123
113. 张志明先生  IP0124
114. 丘有播先生  IP0125
115. 郑文全先生  IP0126
116. 林国才先生  IP0127
117. 蔡崇伟先生  IP0128
118. 许海明局绅  IP0129
119. 黄仕美先生  IP0130
120. 饶仁毅律师  IP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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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总：委派5名代表
教总：委派5名代表

独大有限公司：委派5名代表
个人会员：选出10名代表

董事部委任6名代表

·提供学术评估
· 提供高教制度及高等

院校管理的咨询
· 对高教未来发展策略

提供咨询
· 其他相关高教课题的

咨询

· 董事部日常行政/会议
事务

· 协办高等学位课程
· 承办汉语考试（HSK 

、HSKK & YCT）
·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

秘书处
·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
· 推动汉语作为第二语文

教学工作
·拓展新校园行政事务
·高等咨询团行政事务
·其他相关行政事务

董事部

董教总教育中心
高等教育咨询团

新纪元学院
理事会

执行董事部

新纪元学院

行政部

（三）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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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成员  履历
1． 谢瑞平博士 ·马来西亚科学院资深院士
   ·前马来亚大学物理系教授
   ·前马来西亚物理学会会长
   ·前英迪国际大学学院副校长
   ·曾任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科技组主任

2． 蔡维衍博士 ·现任绿洲国际学院董事
   ·曾任成功大学学院教授/副校长；
   ·曾任丹斯里李深静基金执行董事; 
   ·曾任马来西亚KBU万达国际学院院长； 
   ·历任大马国民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澳门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曾任马来西亚国家学术鉴定局鉴定官员；
   ·曾任KDU伯乐学院学术总监及执行长 

3． 叶观生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博士；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院士； 
   ·马来西亚农业大学讲师； 
   ·新加坡工艺学院高级讲师； 
   ·英迪国际大学数理主任； 
   ·UCSI大学先修班主任/副教授

4． 梁家兴博士 ·拉曼大学商学系副教授；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央理事暨商务组主任；
   ·雪兰莪滨海中华总商会总会长；
   ·巴生中华总商会会长；
   ·前马来亚大学及诺丁汉大学（马分校）副教授

5． 丘琼润博士 ·前理科大学副教授；
   ·曾任南方学院副院长、槟城INTI国际学院行政总监及赤道艺术学院副院长

6． 林忠强博士 ·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博士；
   ·前马来亚大学数学系教授；
   ·曾任雪邦理工学院院长兼首席执行员、东南亚数学协会会长；
   ·曾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电脑系客座副教授、日本东京SOPHIA大学客座教授，日本
       早稻田大学、神户大学、英国READING 大学，丹麦ARHUS大学访问学者

7． 陈庆地博士 ·前马来亚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多媒体大学高级讲师 

8． 邓俊涛博士 ·理科大学教授

9． 黎海洲博士 ·前理科大学副教授；
   ·曾任SEDAYA思达雅学院副院长

10． 陈   泗博士 ·MARA玛拉工艺大学副教授

11． 关亦超博士 ·英国南安普顿电气工程博士
   · 澳洲莫纳斯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工学院副院长 

第九届董事部所委任之高等教育咨询团员芳名录如下：

 为推动和完善华社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教
育中心征求了一批学有专长、对高等教育的办学
及行政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学者组成教育中心董事
部 - 高等教育咨询团，任期与董事部同步。咨询
团的成立，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华社民办高等教育
的素质。

咨询团的主要任务为：
1．提供高等教育咨询，包括学术，制度及未来  
      发展策略等事宜；
2．推荐国内外知名学者当学术顾问。

（四）高等教育咨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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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成员  履历

12． 黄玉莹博士 ·前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师 

13． 叶志成博士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Iverson Associates Sdn. Bhd. 执行董事
   ·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KDU伯乐学院执行长、香港科技大学访问学者及多媒
       体发展机构资深经理

14. 陈定远博士 ·曾任教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澳大利亚皇家理工大学、新西兰坎特
       布里大学、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并曾担任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15. 李秉蘐博士 ·美国俄克拉荷马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MBA、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
   ·资深工商管理课程讲师
   · 曾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加坡管理学院、南洋理

工大学
   ·茶渊贸易有限公司主席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总商会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华社自助理事会信托局

理事、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有限公司董事等

16. 丘才良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系教授
   ·新加坡机动生物学（Mechanobiology）国家研究中心前副主任
   ·新加坡-麻省理工大学联盟系统生物系前主持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前生物系主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科学处主任

17. 王俊南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研究所所长
   ·现为3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曾任新加坡环境与水资源部新生水研究国际专家组主席

18. 王云川博士 ·新加坡南洋大学, 理学士(动物学)B.Sc. (Zoology)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理学硕士(M. Sc. 解剖学)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哲学博士(Ph.D.)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解剖学系荣休教授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解剖学系原教授及系主任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前副院长
   ·前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解剖学系校外考试委员
   ·中国大陆超过10所知名大学之客座教授

19. 饶美蛟博士 · 美国Vanderbilt大学经济学硕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MBA、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PhD 

   ·曾任新加坡南洋大学经济系讲师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前管理系讲座教授、管理系系主任及商学院副院长
   ·岭南大学前副校长、香港商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岭南大学荣休讲座教授
   ·现任澳门理工学院特聘高级顾问（学术评审）。

20. 潘国驹博士 ·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创所所长
   ·亚太物理学会理事
   ·南洋理工大学兼席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兼席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兼席教授

21. 郑添锦律师 ·执业律师

22. 田   捷律师 ·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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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办公室 业务

1. 日常董事部会务
2. 承办汉语考试（HSK、HSKK & YCT）
3.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事务
4. 筹募《董教总教育中心发展基金》
5. 管理《董教总教育中心文教出版基金》

董总 业务

1. 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

新纪元学院 业务

1. 推动提升新纪元学院为大学
2. 协办高等学位课程
3. 新纪元学院雪邦新校园工作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行政部办公室
设在董教总教育中心B座3楼。行政部直接由董事部
领导。

2014年，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
公司主要业务有：

2014年，行政部职员有：

序 姓名  职称
1. 丘琼润博士 执行顾问
2. 傅琬诗  行政主任（8月上任）
3. 王秀凤  高级执行员
4. 廖玉霞  助理高级执行员

 新纪元学院于2013年4月5日接获教育部升
格为大学学院的邀请函，这意味着大马华社朝向
实现华文民办大学的理想又跨进一大步。目前马
来西亚高等教育客观环境充满挑战，竞争非常激
烈，几乎每一所高等学府都在努力突破重围。

 因此，董教总教育中心特别主办“高等教育
咨询团研讨会”。研讨会于2014年2月15日（星 
期六），在董教总行政楼A401会议室举办。董
教总教育中心及新纪元学院希望透过此次的研讨
会，收集学术咨询团10位专家学者的意见，主要
围绕新纪元大学学院未来新科系的开设、学术水
平之提升、招生策略及新校园开发四项课题进行
讨论，以作为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理事会将
来决策的参考。

 本次研讨分成上下午两个阶段进行。研讨会
第一阶段由丘琼润博士担任主持人，主讲人有五
位专家学者，即林忠强博士、许壮砺教授、丘才
良教授、黄玉莹博士和陈庆地博士。研讨会第二
阶段由林忠强博士担任主持人，于此阶段发言的
四位专家学者们是丘琼润博士、叶观生博士、梁
家兴博士和邓俊涛博士。

4.1 高等教育咨询团研讨会

（五）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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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度，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
限公司除了承办中国汉语水平考试（简称HSK）
、中小学生汉语考试（简称YCT） 笔试也承办中
国汉语水平考试口试（简称HSKK）。这三项考
试由中国国家汉办主办，是国际标准化的考试，
每年定期在中国国内外同步举行，旨在测试母语
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国内少数民
族）的汉语水平。

 自1996年开始，中国国家教育部委员会规
定凡欲前往中国升学者（包括短期中医课程）皆
须持有HSK证书。惟2004年起，中国教育部已
批准持有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证书
（UEC）的独中生豁免报考汉语水平考试。

 HSK（笔试）和HSKK（口试）是相互独立
的。考生可自由报考两项或其中任何一项考试。

 考试成绩达到规定标准者，可获得相应等级
的《汉语水平考试成绩报告》。HSK & HSKK成
绩报告可作为进入中国大专院校，包括短期中医
课程，所要求的实际汉语水平的证明及作为聘用
机构录用汉语人员的依据。

HSK 考试进行中

6.1 中国汉语考试

6.1.1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HSK) —笔试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笔试）共分六个等
级。通过听力、阅读及书写的模式考查考生的汉
语掌握能力。 

6.1.2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HSKK) —口试

 HSKK（口试）采用录音形式，分为初级、
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口试采取“听说结合”“
读说结合”的模式来考查考生的汉语口头表达能
力。考生可根据本身实际水平，自由选择报考。

6.1.3  中国中小学生汉语考试 (YCT) — 笔试

 YCT（笔试）旨在考查汉语非第一语言的中
小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运用汉语能力。YCT
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以增强考生学
习汉语的自信心和荣誉感为目标。旨在积极鼓励
学生参与，消除学生对汉语考试优差的畏惧心
理，从而激发学生对学习汉语的兴趣。年纪介于
中小学阶段者皆可报名参加。

（六）行政部业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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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庆祝孔子学院10周年，落实《孔子学院发
展规划（2012-2020年）》“建立健全汉语考
试服务体系”要求，总结和推广新办HSK考试实
施5年来取得的成功经验，探讨进一步拓展汉语
考试市场的新途径、新办法，孔子学院总部/国
家汉办于2014年8月28-29日在中国大连大学召
开“2014年汉语海外考点工作会议”。受邀请
单位包括孔子学院考点中方院长、孔子课堂考点
中方负责人以及非孔院考点参与。会议内容包括
表彰优秀考点、交流先进经验、市场推广与考教
结合论坛并进行教务培训。参与者国际旅费及会
议费皆由中方负责。本考点由行政部职员王秀凤
代表前往出席会议。

 教育中心成功推荐严慧珊申请2014年度孔子
学院奖学金，并获资助两年奖学金就读汉语国际教
育科系。

6.1.4  2014年度 HSK、HSKK & YCT考试

6.1.5  2014汉语考试海外考点工作会议 6.1.6  2014年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奖学金

HSKK考试进行中

考试项目  考试日期  考试地点

HSK (笔试)  10-05-2014  雪兰莪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
      槟城韩江中学

   11-10-2014  雪兰莪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
      沙巴亚庇马来西亚大学
      沙巴斗湖圣愿小学
      砂拉越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HSKK (口试)  10-05-2014  雪兰莪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  
   11-10-2014  雪兰莪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

YCT (笔试)  24-05-2014  雪兰莪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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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护照姓名   中文名  国籍  单位中文名称   教学对象

1      Teoh Eng Tick  张荣德  马来西亚 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  大学生
2      Cecilia Aw Yew Lee 欧耀梨  马来西亚 怡保昆仑喇叭华小  小学生
3      Chee Wen Yih  徐文忆  马来西亚 霹雳崇德华小   小学生
4      Leong Siew Yen  梁晓恩  马来西亚 万邦刁湾华小   小学生
5      Loh Lei Huong  卢丽芳  马来西亚 霹雳同汉华小   小学生
6      Ooi Yit Kar   黄奕嘉  马来西亚 槟城中华一校   小学生
7      Loo Pik Qi   卢碧琪  马来西亚 霹雳新民华小   小学生
8      Teh Pei Chin  郑倍君  马来西亚 霹雳新民华小   小学生
9      Tham Yee Cheng  谭雨晴  马来西亚 霹雳新咖啡山华小  小学生
10    Chai Ping Sim  蔡冰心  马来西亚 霹雳也南华小   小学生
11    Choo En Pey  朱恩霈  马来西亚 霹雳育才华小   小学生
12    Fon Li Chui  潘丽翠  马来西亚 霹雳巴登古鲁华小  小学生
13    Lee Bin Yee  李冰怡  马来西亚 霹雳新民华小   小学生
14    Low Ean Ean  刘燕燕  马来西亚 南亚华小   小学生
15    Ng Kin Kuan  吴健君  马来西亚 霹雳新民华小   小学生
16    Teh Soak Teng  郑学庭  马来西亚 霹雳直民华小   小学生
17    Teoh Saw Ean  赵素燕  马来西亚 彭亨华都巴来华小  小学生
18    Tung Hui Yee  邓慧仪  马来西亚 霹雳新民华小   小学生
19    Saw Kuan Che  苏冠至  马来西亚 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  小学生
20    Teoh Teik Yong  张德泳  马来西亚 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  小学生
21    Lee Foong Mun  李凤敏  马来西亚 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  小学生
22    Khor Siew Fong  许秀凤  马来西亚 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  小学生
23    Lim Jia Hui  林佳潓  马来西亚 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  小学生
24    Low Peng Wei  刘炳伟  马来西亚 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  小学生
25    Lam Siew Zhi  林琇智  马来西亚 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  小学生
26    Ooi Jia Shen  黄家燊  马来西亚 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  小学生
27    Ooi Sook Chee  黄淑琪  马来西亚 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  小学生
28    Sua Shang Nen  蔡尚能  马来西亚 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  小学生
29    Tan Yew Shing  陈幼欣  马来西亚 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  小学生
30    Teh Chan Chia  郑展佳  马来西亚 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  小学生
31    Tor Xin Yuan  杜鑫源  马来西亚 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  小学生
32    Lilian Wong Le Lian 黄俐莲  马来西亚 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  小学生
33    Ruth Yu Len Ai  余仁爱  马来西亚 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  小学生
34    Beh Jia Lok  马嘉乐  马来西亚 毅达师范学院   小学生
35    Belinda Hii Jen  许 祯  马来西亚 毅达师范学院   小学生
36    Yap Yong Wei  叶永威  马来西亚 毅达师范学院   小学生
37    Catherine Ngie Sie Siong 严诗翔  马来西亚 肯特师范学院   小学生
38    Doris Shang Chui Ting 成翠婷  马来西亚 肯特师范学院   小学生
39    Heng Wen Qi  王文齐  马来西亚 肯特师范学院   小学生
40    Marianah Iskandar  刘品伶  马来西亚 肯特师范学院   小学生
         Liew Phin Ling
41    Queenie Chong Shuk Vun 张淑雯  马来西亚 肯特师范学院   小学生
42    Mak Jie Ying  麦洁莹  马来西亚 慕莉华师范学院   小学生
43    Teh Min Chin  郑敏均  马来西亚 苏丹阿都哈林师范学院  小学生
44    Khor Cheng Hoon  许清云  马来西亚 毅达师范学院   大学生
45    Lee Siew Moi  李诗梅  马来西亚 （关丹）公民华小  小学生
46    Wong Siaw Wuei  黄晓薇  马来西亚 吉隆坡大学皇家医学院  成人
47    Tan Huey May  陈芬玫  马来西亚 玛拉专业学院（马六甲市） 大学生
48    Lee Kum Yin  吕金燕  马来西亚 小学    小学生
49    Ooi Bee Lee  黄美莉  马来西亚 博特拉大学   大学生
50    Chong Siew Yoke  张秀玉  马来西亚 全备国际私立中学  中学生
51    Lam Jer Chieng  林子琴  马来西亚 斯里伊斯干达玛拉专业学院 大学生

 为促进中外汉语教学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孔
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特设立“外国汉语教师来华
研修项目”，为国外本土汉语教师提供来华研修机
会，并提供在华期间的经费资助。

本中心共推荐51名在职教师及师范学员参加于
12月1日至12月14日在厦门大学翔安校区举办
的“2014马来西亚汉语教师厦门大学研修班”。

6.1.7  2014年度师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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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新纪元学院雪邦新校园进展报告

日期

12-01-2014

23-01-2014

30-01-2014

07-02-2014

12-02-2014

13-02-2014

18, 19及21-03-
2014

23-04-2014

27-05-2014

12-06-2014

23-06-2014

18-07-2014

27-08-2014

02-09-2014

12-09-2014

03-10-2014

13-11-2014

16-12-2014

事项

复函Vintage Heights Sdn Bhd (VH) 附上雪邦献地规划图及建议于1月27日召开会议。

1月23日, 叶新田博士、邹寿汉、王今仲博士、莫顺宗院长及叶汉伦出席于GuocoLand举行的
EXCO 会议。

致函VH请他们于3月31日之前就捐献地段事给予最后决定。逾时不获回复，将当VH放弃捐
献，我方将向社会人士公布。 

致函YAB Tan Sri Dato Abdul Khalid bin Ibrahim、YB Dato’Seri Anwar Ibrahim 及YB Datuk 
Seri Liow Tiong Lai 要求协助有关献地事。

叶新田博士、邹寿汉、王今仲博士、莫顺宗院长及叶汉伦出席由YB欧阳捍华召开的雪邦献地
会议。

收到雪州大臣办公室致YB欧阳捍华函副本，大臣把雪邦献地事交由YB欧阳处理。

18/3：VH 提呈合约条款清单第一稿（Term Sheet 1st draft）予我方。
19/3：董事部就此事召开紧急会议以商讨清单所列之条款。
21/3： 发函VH表示我方原则上同意清单所列各条款，但也建议在第3条款–先决条件 

（Conditions Precedent）中所列详细条文，须在合约准备过程中再作商讨，尤其是涉
及相关执法单位准证的条文。

收到VH Anne Pang（Legal Manager）电邮合约第一稿，并转发予叶新田博士、邹寿汉、
王今仲博士、陈纹达、莫院长、丘琼润博士及叶汉伦。

饶兆颖律师发函VH就合约里的一些细节提出意见。

VH针对饶律师的意见复函。

饶律师将其修改之合约第二稿发予VH。同日，VH也将修改后之合约第三稿电邮过来。其中有
几项条文需要我方填入。合约第三稿转发各相关董事与院长，并请院长跟进条文填充部分。

饶律师发函VH就先决条件这一条文向VH反映我方基于地方政府等相关机构在发出批准文件可
能会耗时较长，而要求VH修改4.03条文即基于以上因素在合理的情况下准许延长合约。

在和工程师黄宝权及一些保险从业员确认后，我方在27-08-2014将需要填充的条文部分和意
见电邮予饶兆颖律师，并请她跟进此事。

饶律师将合约第4稿电邮予VH Wendy Kho（Legal Manager）。

VH Wendy Kho回邮告知合约第4稿将呈上给VH的EXCO复核，并会尽快让我方知道。

行政办公室发电邮予饶律师，请她继续跟进合约进展事宜。

行政办公室再度发电邮予饶律师，请她和VH跟进合约进展事宜。

VH Wendy Kho发电邮告知VH的EXCO指示修改合约草稿后再传给我方。但没有明示将修改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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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

秘书处

 本 着 促 进 东 盟 1 0 国 华 教 同 道 的 联 系 与 交
流，1995年在新加坡所召开的东南亚地区华文
教学研讨会上，与会的东南亚各国华教代表倡议
下，促成“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的成
立。

成员与代表单位

 每两年东盟10国代表召开的秘书处会议，主
要进行两项重要的决定，推举：
（1）未来两年其中一国作为秘书处的驻地；以及                                 
（2）来届华文教学研讨会的主办单位。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

 第一届至第二届（1995-1999）的秘书处设
于新加坡，第三届至今（1999起）皆将秘书处
设于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
司。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主要宗旨

（1）推动东南亚华文教学的发展；
（2）促进东南亚华文教学的交流。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主要活动

（1）每两年举行一次“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
（2）每年最少出版一期有关东南亚华文教育最新
          概况的期刊
（3）定期举行各类研讨会、组织各国教育团体
         至东南亚进行访问考察及互相介绍各国的华
         文教材、教学法和教具等等。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的会徽乃是于
2003年由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美术设计系毕业生杨
国田同学所设计。

 会徽的概念源自中国古代竹书卷，因为竹书卷代
表了中国古代完整的文字记录，知识也因为竹书卷而
代代相传。十支竹片代表十个成员国，相等的竹片也
意味着各国都是平等的，也代表着教育平等，人人都
有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上下两条线除了连接竹片
外，也表示十个成员国团结一致，两条线的方向倒逆
也意味着各成员国的互相交流。

 此会徽除了是竹书卷，也象征着双手紧握，团结
一致传承母语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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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第十一届秘书处成员（2014-2015年度） 

于2013年11月09日秘书处会议选出。

秘书长  ：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叶新田博士)
副秘书长 ：菲律宾华教中心（颜长城）
   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陈益清）
委员   ：泰国华文民校协会
   印度尼西亚东方语言文化中心
   汶莱中华中学
   缅甸曼德勒福庆学校
   老挝寮都公学
   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
   越南胡志明市代表

6.3.2  举办《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至
今已举办十届，分别由1995年-新加坡、1997年-马
来西亚、1999年-菲律宾、2001年-泰国、2003年-马
来西亚、2005年-汶莱、2007年-印尼、2009年-菲律
宾、2012年-马来西亚（原为2011年由新加坡主办，
却因故办不成）、2013年-缅甸所主办。

6.3.3  第十一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

 秘书处于2014年8月22日在马来西亚董教总教
育中心召开秘书处会议后一致议决由印尼主办第十一
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印尼也在11月来函告
知经由印尼华文教育同仁开会议决后将于2015年11
月或12月间在印尼日惹（Yogyakarta）举办第十一
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

6.3.4  出版与联系

 遵照秘书处章程的精神，为了促成各国的交流
发展与信息往来而出版《东南亚华文教育通讯》，第
12期通讯于2014年11月出版。《东南亚华文教育通
讯》扮演着促进各国华文教育者的联系、交流与发展
的角色。秘书处希望各成员国踊跃提供各自国家华教
发展近况的稿件，以充实通讯的内容，让各成员国能
更加了解东南亚各地华教发展的状况并为各成员国提
供更好的交流平台。

6.3.5  各国委任首席和顾问代表事

 东南亚各成员国将在第十一届“东南亚华文教学
研讨会”召开之前委任其首席和顾问代表。其中菲律
宾和泰国已率先将表格填妥交给秘书处处理：

顾问代表

梁  冰女士

陈本显先生
蔡国明先生

首席代表

尚未委任

颜长城先生

国家

泰国

菲律宾



22

B.【第三届学校行政硕士学位班】

 于2013年12月份开办“第三届学校行政硕士学
位班”，至今已进入第二学年课程。本硕士班为新
纪元学院与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合办之台湾境外专
班，截至12月份学员人数共有24人。详细学员名单
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序    学员姓名 任职单位

1 陈淑恬  芙蓉中华中学
2 陈文丰  董总
3 徐泰琨  怡保培南独立中学
4 詹文龙  循人中学
5 张溧芳  新纪元学院
6 蔡淑芳  新纪元学院
7 房丽娟  新纪元学院
8 许唯君  教总
9 许志明  吉华独立中学
10 李荣兴  巴生兴华中学
11 黎广威  巴生光华中学
12 李芊潓  巴生光华中学
13 林爱心  巴生兴华中学
14 林春兰  巴生兴华中学
15 刘婉冰  金宝培元独中中学
16 伍晓薇  吉华独立中学
17 陈淑菁  循人中学
18 萧维深  新纪元学院
19 萧玉仪  新纪元学院
20 陈彩妮  马六甲培风中学
21 陈新宏  马六甲培风中学
22 张发财  尊孔独立中学
23 邹翠敏  怡保培南独立中学
24 黄燕娣  巴生兴华中学

日期  科目名称      授课讲师

24-28/3 教育统计      黄琼蓉教授
2-6/6  课程专题研究      林素卿教授
9-13/6  德育原理研究      杨忠斌副教授
15-19/9 教育研究法      吴壁如教授
24-28/11 社会心理学研究   龚心怡副教授
2-5/12  教育心理学研究   王智弘副教授

 学员们逢学校假期需要到新纪元学院进行密集式
的上课。学员们第二学年课程将分为四个学期，分别
在3月份、6月份、9月份及11/12月份，共授课6门。
第二学年课程之课表及讲师，如下：

6.4 协办高等学位课程

6.4.1  华中师范大学——硕博班 

 在2014年的3月份，郑翠莉老师进行过去华中修
读和筹备论文的资料。而在2014年的11/12月份，梁
怀蔚老师、郑翠莉老师和蓝志东老师也赴华修读和筹
备论文的资料。陈丽冰校长、洪天赐老师、刘美娥老
师和何伟智老师则在马来西亚撰写论文。

6.4.2  学校行政硕士学位班

A.【第二届学校行政硕士学位班】

 于2011年5月份开办“第二届学校行政硕士学位
班”，至今已进入第四学年课程。本硕士班为新纪元
学院与国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合办之台湾境外专班，
学员人数共有16人。详细学员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
后）：

 今年6月份，共14名学员已经顺利完成论文集和
论文答辩，11位学员参与新纪元学院第15届秋季毕
业典礼。

序    学员姓名 任职单位

1      张梅莲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2      白万云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3      李瑞安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4      黄淑清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5      陈玉丽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6      苏慧珊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7      黄耀弘  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8      陆素芬  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9      廖婌妤  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10    刘国寄  巴生滨华中学
11    陈春福  巴生滨华中学
12    胡清淼  民都鲁开智中学
13    刘慧珠  沙巴崇正中学
14    田玉凤  诗巫光民中学
15    黄智樑  新纪元学院
16    曾庆方  董总

学员出席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举办的毕业典礼，
与郭艳光校长（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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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第一届教育学境外硕士专班

 本院与竹教大合办之第一届“教育学境外硕士专
班”于2014年9月22日公布录取名单，录取人数17
位。于2014年12月1日进行开课典礼及正式开课。

详细学员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6.4.4   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与台湾国立彰化
师范大学联合办理华文在职进修『辅导与
咨商境外硕士专班』

A. 第一届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2010-  2013）

 第一届“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于2012年
12月份完成16门的面授课程，20位学员于2013年6
月份亲临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进行论文口试并出
席6月8日的毕业典礼。目前，已经有16名学员通过
论文答辩与论文最后修正，获颁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
学辅导与咨商硕士学位证书。

 另5名学员们正努力地在撰写论文，预订在2015
年内将到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进行论文答辩。

参与/通过论文口试  吴启铭
2014年6月份

参与/通过论文计划口试  陈艳彬、黄荟栗
2014年7月份

将在2015年参与  曾润祥、卢水清、
论文口试   杨凤展、陈艳彬、
     黄荟栗

序    学员姓名 任职单位

1 黄秀金  沙巴崇正中学
2 杨玉清  沙巴崇正中学
3 陈莲美  沙巴崇正中学
4 张嘉群  滨华中学
5 邓惟锝  光民中学
6 王经纶  亚庇建国中学
7 郑宝碹  亚庇建国中学
8 陈忆忆  亚庇建国中学
9 胡元翰  坤成中学
10 胡依珊  董总
11 苏国坚  菩提独立中学
12 陈慧莹  菩提独立中学
13 史珍妮  新纪元学院
14 吴咏芩  新纪元学院
15 林雅娟  桃李坊国际语言学院
16 林德政  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
17 林汶良  华仁中学

 此学年的第一学期课程共两门课。分别由张美玉
教授负责讲授的“多元评量设计”和由苏永明教授负
责的“教育史哲专题研究”。

第三届 行硕班学员与“教育研究法”授课讲师
吴壁如教授进行合照。

B.  第二届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2013-  2016）

 继2013年6月第一届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学
程顺利结束后，董教总教育中心与台湾国立彰化师范
大学随即在同年12月2日签署协议书以及开办第二届
华文在职进修辅导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此课程配合
了董教总教育中心新纪元学院人才培育策略取向，提
供境外华文中等学校教师与社区辅导工作者辅导专业
知能及行动研究能力，并鼓励辅导工作者在职进修，
落实「国际交流、学术共享」的理念。

 2013学年度第二届马来西亚华文在职进修辅导
与咨商境外硕士专班课程表（2014）

日期

2~6/6
9~13/6
15~19/9
1~5/12
8~12/12
15~19/12

授课教授

郭国祯教授
张景然教授
邓志平助理教授
程婉若助理教授
罗嘉玲教授
邓志平助理教授

科目

心理评量研究
团体咨商研究
高级统计学
质性研究
辅导活动方案设计与实施
生涯辅导与咨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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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进度

 课程开办至今已满一年，学员们陆续开始联络硕士论文指导教授，部份进度快的学员已经开始与指导教授讨
论有关硕士论文的方向和论文题目。根据既定的学程，学员们将在2015年年尾进行论文计划口试。

课后，学员们与彰师大辅咨系主任郭国祯教授合影留念

在籍学生人数（21人）
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序任职单位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
拉曼大学
自由业
古晋菩提辅导中心 / Empower心理
辅导工作室
古晋中华第四中学
光华独中
Assunta Hospital
钟灵独立中学
文桥传播中心辅导室

任职单位姓名

江泽鼎
吴允芬
吴富业
李雪妮
林明申

翁秀珠
袁锦威
张美娟
张智玲
梁婷婷

姓名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许媚芸
郭淑梅
郭仪莲
陈俊宏
陈亿婷
杨育慧
温一翰
叶雪芳
刘健顺
赖美芳
戴秀萍

双许妇产专科 / 佛光山新山禅净中心
净瓶居安亲班幼儿园
槟城韩江中学
麻坡中化中学
新纪元学院
随缘慈善环保
Mei-Han Advocates & Solicitors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尊孔独立中学
育南国民型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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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014年度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报告

6.5.1  简介
 “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是已故名报人拿督周瑞
标先生的遗产信托人于1996年12月08日遵照其遗嘱
拨出250万零吉，交给董总设立。双方签署“设立教
育基金合约”，并安排将款项存入董教总教育中心户
口，由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奖贷学金组负责每年的遴选
工作。基金的年度收益（银行定期存款利息）悉数充
作颁发奖助学金之用，颁发名额依年度银行定期存款
利息的多寡而定。

6.5.2  目标和任务
 “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藉设立下列奖助学金来
协助我国华文教育（华小、独中及国内大学／学院中
文系）的发展：

1．拿督周瑞标大学／学院中文系奖学金
申请对象为本国大学／学院中文系学生，金额为
RM 1,200，每年只发一次。

2．拿督周瑞标独中助学金
申请对象为独中生，金额为RM 500，每年只发一
次。

3．拿督周瑞标小学助学金
申请对象为华小六年级学生，金额为RM 200，每
年只发一次。

4．高中书券奖
颁发对象为华文独中高中统考成绩最优的前十名
考生。每名颁予奖金RM 150及奖状一张。

5．高中统考及技术科统考各科最佳成绩奖
颁发对象为高中统考及技术科统考各科分数最高的
前十名考生。每名颁予奖金RM 50及奖状一张。

6.5.3  重要活动
 拟定下列各奖助学金的申请简则，接受学生申
请，并遴选及颁发之：

A. 拿督周瑞标大学／学院中文系奖学金

 2014年度共有4名来自国内2所大学／学院中文
系学生提出申请并获选。名单如下：

1．黄欣仪（南方大学学院） 
2．邱莉婷（马来亚大学） 
3．梁财铭（马来亚大学） 
4．高宝灵（马来亚大学）

B. 拿督周瑞标独中助学金

 本年度共有来自全马36所独中的94名学生提出
申请，结果只有70名学生入选，名单如下：

·麻坡中化中学：陈涵芊、张浩田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蔡聂诚、张淑敏、温舒伊
·居銮中华中学：林颖琦
·安顺三民独立中学：甄国权
·永平中学：张嘉儿、许维靖

·太平华联中学： 蔡湧淯、林紫璇、黄莓晶、蔡荣晋 
、陈耀安、陈炚沛、林天圣、 
陈耀萱

·峇株华仁中学： 谢可欣、林奕萱、吕威洋、黄嫊雰 
、林亿豪

·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苏盈圲
·笨珍培群独立中学：苏加娜、刘慧恩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杨淽晴、吕祉岚
·马六甲培风中学：杨宇晴、薛涵倩
·古晋中华第三中学：黄诗婷、张文嘉
·芙蓉中华中学：罗家政
·石角民立中学：林淑贞、郑诗颖
·吉隆坡循人中学：张子恩、颜咏绚、李美莹
·西连民众中学：陈少彬、黄俊杰、蔡美霞
·吉隆坡坤成中学：廖浚霖
·诗巫光民中学： 涂祖明、詹彦莛、吴龙晶、郑启毅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王凯霖、钟韶辉
·诗巫黄乃裳中学：俞依妏、刘婉绮
·巴生滨华中学：钟珍尧
·诗巫建兴中学：林恩溢、夏晶靖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陈庭俊、黄沅崠
·诗巫公民中学：江先壕
·霹雳育才独立中学：刘姗霓
·民都鲁开智中学：汪秀汕
·怡保培南中学：刁靖儿、郭芷筠、崔华倩
·泗里奎民立中学：余筱薇
·班台育青中学：郑茗轩
·沙巴吧巴中学：邹汤姆
·江沙崇华独立中学：颜晨愿、吴恩阳
·丹南崇正中学：蔡宝利
·曼绒南华独立中学：张慧君、林彗杏、林璇蔚
·古达培正中学：卢宝蕊

C. 拿督周瑞标小学助学金

 2014年度共有来自全马20所小学的77名学生提
出申请，结果40名学生入选，名单如下：

柔佛（4名）
·宽柔第一华文小学 ：陈纨杏、冯凯贤 
·平民华文小学 洪玟钰、傅伟桎

马六甲（2名）
·晋巷华文小学：赖世琪 
· 招茂华文小学：冯婷薇

雪兰莪（24名）
·万津中华华文小学：钟洁珊、叶俊翔 
·郭化华文小学 ：谢丽仪 
·加影育华华文小学：林俊祺、陈诗婷、韦丽莹 
·加影锡米山华文小学：苏秀蓉 
·仁嘉隆华文小学：蓝琮翔 
·汉民华文小学：谢念瑶 
·育群华文小学： 王矜之、李彦香、阮雪芬、陈采微 

、黄欣怡、李杰超、潘怡静、 
陈志建、尤永强、杨城轩、邝燕萍

·沙登新村华文小学（一）校： 钟艾馨、黄诗淇、 
邱文康

·沙登公民华文小学：李健文



26

李谨诠（马六甲培风中学） 
黄睿智（吉隆坡循人中学） 
黄翊正（吉隆坡坤成中学） 
陈奕延（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高级数学： 黄翊正（吉隆坡坤成中学） 
林依瑶（诗巫公教中学）

·高级数学（I）： 蔡汶淇（峇株华仁中学） 
丘家镐（新山宽柔中学） 
梁生元（新山宽柔中学） 
叶宇晴（新山宽柔中学） 
蔡诗宁（马六甲培风中学） 
许加军（芙蓉中华中学） 
姚振鸿（波德申中华中学） 
谢欣颖（吉隆坡循人中学） 
马咏治（吉隆坡循人中学） 
黄淑意（吉隆坡循人中学） 
黄立颉（吉隆坡循人中学） 
黄泇豪（吉隆坡循人中学） 
黄志伟（吉隆坡循人中学） 
傅琇琳（吉隆坡循人中学） 
詹 颖 （吉隆坡循人中学） 
张桂键（吉隆坡循人中学） 
刘威宏（吉隆坡坤成学） 
王子胜（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郑婉雯（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蔡 璘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甘庆霖（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李荣规（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简珮如（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吴慧琦（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黄宇轩（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罗巧雯（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高天进（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李剑武（巴生兴华中学） 
吕伟豪（巴生兴华中学） 
陈苛甜（巴生兴华中学） 
叶欣娴（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 
蔡婧雯（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刘前增（诗巫公教中学） 
黄俊龙（沙巴崇正中学） 
卢信衡（山打根育源中学） 
罗优甜（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戴梓翊（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高级数学（II）： 张竣杰（吉隆坡中华独立学）
 
·历史 ： 蓝嘉祺（麻坡中化中学） 

刘俊文（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邱鸿业（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冯振豪（怡保深斋中学）

·地理 ：陈迪琛（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生物 ：黄宇轩、叶可霓（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化学 ： 陆文亮（新山宽柔中学） 
黄宇轩（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槟城（6名）
·协和华文小学：庄祖安
·韩江华文小学：孙晓铃
·金星华文小学：黄淑銮
·明新华文小学：陈思燕、张承宏、邱嘉盈

彭亨（1名）
·双溪仁华文小学：沈卉缤

沙巴（3名）
·亚庇中华华文小学：刘禹辰、潘美慈
·雅导华文小学：黄燕琦

D. 高中书券奖

【入选资格：高中统考】
（i） 华文科成绩须特优（即A1或A2）；
（ii）   马来西亚文、英文及任何一科数学合共3科，

全须及格；
（iii）其余科目中有4科及格。

【遴选标准】
 凡符合上述资格的考生，自其全部考科中选出成
绩最佳的8科，依以下三个条件进行遴选：

（i）获取最多“A”；
（ii）总点数最低；
（iii）总积分最高。

【入选名单（10名）】
1． 钟镇鸿 （居銮中华中学）
2． 蔡汶淇 （峇株华仁中学）
3． 冯圣伦 （新山宽柔中学）
4． 詹 颖 （吉隆坡循人中学）
5． 黄睿智 （吉隆坡循人中学）
6． 黄宇轩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7． 罗巧雯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8． 黄文隆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9． 吴慧琦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10． 陈嘉欣 （怡保深斋中学）

E. 高中统考暨技术科统考各科最佳成绩奖

【遴选标准】
高中统考及技术科统考各科分数最高者。

【入选名单】

a. 高中组（74名）： 
·华文 ：林嘉慧（新山宽柔中学）

·马来西亚文：法依沙（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英文 ：林明荣（新山宽柔中学） 

·数学 ： 林宇政（麻坡中化中学） 
陈奕良（居銮中华中学） 
许鸿鑫（马六甲培风中学） 
林雍佳（马六甲培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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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李荣规（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商业学：陈嘉欣（怡保深斋中学）

·簿记与会计：陈嘉欣（怡保深斋中学） 

·会计学： 钟镇鸿（居銮中华中学） 
朱乐婷（新山宽柔中学）

·经济学：张玮芸（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电脑与资讯工艺：王理威（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美术 ： 钟彩虹（麻坡中化中学） 
张钧杰（槟城韩江中学） 
陈楚元（槟城钟灵（独立）中学） 

·电学原理：周讯至（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电子学：卢振扬＠卢政扬（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数位逻辑：伍家勇（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电机学：王炜文（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b. 技术科（7名）：
·工业英文：罗幸杰（巴生兴华中学）

·汽车修护：邱文俊（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汽车修护（实习）：邱文俊（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美工：陈贤璟（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美工（实习） ： 黄子儇（峇株华仁中学） 
陈柏霖（峇株华仁中学） 
程明恩（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6.5.4  总结

2014年度受惠学生人数共205名。

截至2014年，18年来拿督周瑞标教育基金共颁发：
· 73份大学／学院中文系奖学金；
· 1,531份独中助学金；
· 2,239份小学助学金；
· 201份高中书券奖；
· 831份高中统考及技术科统考各科最佳成绩奖。

总受惠学生人数达4,875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