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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友会讯
2020年6月  非卖品

2020年是我们大家都期望的愿景之年。想当年我国当时的首相敦马提出2020年宏愿

的时候，我还是个高中生。我们都向往着在2020年马来西亚有7,000万人口，政经文

教一片大好，我国已经是先进国了！大家都充满一片的希望。但现在已经是进入2020年

的3月，在新春伊始的时候，新冠肺炎在中国武汉爆发，才惊觉已经有4万多人受感染而封

城。新年期间大家除了减少社交外出，本会的新春聚餐也因而取消了！过了华人新年之

后，我们就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2020年。通常新年后市场都会比较淡静，但今年更是

雪上加霜，各界情绪受影响，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2019年底做的计划在2020年都要全

部做调整。首当其冲的是旅游和餐饮业，进一步延伸到各个行

业。

从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可以看得到各国的态度，大部分都

在做旁观者的身份，甚至指责中国没有把疫情防御好。然

而个人观察觉得中国能够毅然的下决定封城，这些都是一

些非常大胆的动作，而且我相信可能全世界也只有中国能

够搞封城动作而人民还是保持克制的应对。目前看到中国

的疫情开始缓和下来，而马来西亚，新加坡，意大利，日本

韩国等国家却开始在蔓延，的确有让人觉得疫情越来越严重

的情况，如此情况要持续几个月也未知，实在是令人担忧。

愿景之年起头难　新年伊始疫情肆
还有政事来搅局　勤朴勇毅当立行

主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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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各国都在竭尽所能对抗疫情的时

候，偏偏马来西亚政局搞得一团糟。民

选的希盟政府散了，临时选上的首相也

还未正式组阁，如此的政局，如此的世

界局势，马来西亚如何谈未来？更何况

是华教的未来前途。

“每一次的危机都有传达一些信息。危

机是大自然强迫改变的方式-打破旧的

结构，摆脱消极的不良习惯，使新的、更

好的事物能够取而代之.”

以上是美国作家 Susan Taylor 所讲的

一番话。

从以上的这番话我们可以知道所有的危

机中都有转机。回顾我们中华文化5000

年的历史。有哪一个朝代没有经历过危

机，而哪一次的危机，我们没有从中提

升呢? 所有的危机的故事都带给我们一

些提示，其实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并要有基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要发扬

我们中华文化的精髓，坚毅，遇到困难，

遇强则强。这是不是与我们的校训，勤

朴勇毅很相似呢?

回顾我校的历史，创办于1906年，时值

战乱连年、民不聊生的清朝末年,以及民

风初开、荆棘载途的马来西亚立国前半

世纪。陆佑领导华侨在吉隆坡创办了尊

孔学堂，兴学倡儒，以“勤、朴、勇、毅”

四个字作为自我砥砺的校训。校训充分

体现了创校先贤在此历史背景下决心在

后代身上培植的不畏艰苦、勤俭奋斗的

刚性“尊孔精神”。尊孔的生存与发展，

在全球层面深受两次世界大战与近半世

纪的冷战所影响；在小区域层面则受中

国的民主革命、国共内战、抗日战争、马

来亚独立运动及尔后的马来西亚建国政

策所制约。”而如今尊孔的15层大楼屹

立在八达岭山岗上，新的15层大楼也正

在如火如荼的建立中。

因此我想以我们尊孔学校的历史，创校

的精神，并以我们的校训设为价值观，

以勤奋，朴实，勇于接受挑战和坚毅的

精神，正面积极的影响大家，与大家共

勉之。

今年母校尊孔独中新的15层大楼将会完

工，并预计在明年完成封顶的仪式。虽

然遇上这个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政治局

势不明朗的情况，筹款之路艰巨困难，

相信以我们的校友，家协，董事及华社

各造的努力，一定能够把这个工作完成，

并想像可以在八达岭山岗上，看着一栋

新建笔直宏伟的15层大楼，超过3,000

名学生在学校里就读，持续着培苗护幼

的事业，这小成功将记录大家在逆境中

努力成长的过程，那将是对华社一个最

大的回报。

主席的话尊友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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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尊孔人
由本会策划的培育《完美尊孔人》

计划于2019年8月9日举行。此计
划的目的是鼓励尊小毕业生报读尊孔独
中或尊孔国中。活动当天由尊小张清妹校
长协同副校长等共10位老师带领110名六
年级学生于早上11时从学校出发。他们首
先参观的是尊孔国中，由王锦明校长迎接
并参观校舍及聆听解说。学生们过后移步
到尊孔独中，由辅导主任覃秀娴接待，并
于独中大礼堂内进行讲解。本会主席龚铭
恩也借此向学生介绍本会以及策划《完美
尊孔人》的目的以及介绍部分尊孔校史。
本次活动于下午3时结束。

当天陪同出席的执委有副主席詹美云，
秘书莫向心，康乐组主任朱重祥，福利组
主任陈金美，以及体育组主任周志华。本
会赞助了这次活动的所有的费用，包括巴
士载送，面包，饭团，以及矿泉水，总开销
1,877令吉。

尊友主办的活动

完美尊孔人

本会主席龚铭恩介绍校友会

在
国
中
礼
堂
拍
照
留
念

全体学生在独中礼堂聆听学校概况介绍

全体尊小学生与本会执委大合照

全体学生在国中礼堂聆听学校概况介绍

（09/0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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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执委会于第1次执委会会议推
举朱重祥学长担任本次会庆工委

会主席，并议定于2019年10月13日假母
校尊孔国民型华文小学礼堂举行53周年
会庆《那些年的青葱岁月》联欢午宴。延
续去年会庆《那些年我们的歌》成功举
行，这次会庆也以1960年代至2000年代
的一些经典歌曲与出席的校友们一起回
忆当年求学时期大家一起走过的岁月。
本次会庆总共召开了6次的工委会会议。

会庆工委会也很荣幸的邀请到年轻校友
叶斌有担任本次会庆司仪。叶同学也是
尊小毕业学生，拥有丰富辩论经验以及
本身也是一名律师。当天叶同学也在节目
过程当中插入其风趣的主持风格，让午宴
有不一样的呈现。

尊友活动

全体唱校歌

前排左起会务顾问谭志江，副秘书林俊凌，主席龚铭
恩，次排左起署理主席梁永杰，主席夫人凌敏思，副主
席陈加仁，会计员李玉珍，福利组副主任李民发，福利
主任陈金美，执行秘书李桂银，执委盛盟强，体育主任
周志华，副主席詹美云，体育组副主任莫松柏，当天司
仪叶斌有，秘书莫向心，以及康乐主任朱重祥。

左1为会庆总策划之一梁雪芬，左2为尊孔独中家协财政
朱秀丽，左6为尊孔独中家协主席拿督罗文森，右1为执
委黄焕光，右2为尊友合唱团团长黄高弼。

尊友会讯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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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是受到9月举行的《万千爱心献尊
孔》及11月举行独中校庆影响，这次会
庆午宴只开了36席，总共筹得约15,000
令吉（扣除开销后）充作来临一年的活
动及文教基金。

当天本会除了颁发“会员子女学业优秀
奖励金”和“尊孔优秀生”奖励金之外，
也首次颁发“会员子女大学学位奖牌”
以表 扬会员子女荣获 大学学位。这 次
会庆还进行了以下节目：醒狮迎宾，剪
彩仪式，尊友合唱团呈现合唱及独唱，
尊小学生表演拉丁舞，以及聘请专业的
Live Band呈现经典歌曲。

会庆于下午3时圆满落幕。

颁发尊孔三校优秀生奖励金

切蛋糕仪式

剪彩仪式

周年会庆
主席致辞

尊友主办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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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春聚餐是在本届执委会第四次执委会提出讨论，并在执委
一致同意下推选体育组主任周志华学长出任此项活动的筹委会

主席。在周学长建议并获得执委们同意后，本次聚餐原订在2020年2月16
日（农历正月十九）于陆佑路 H Boutique Xplorer 酒店举办。本次活动
反应空前热烈，至农历新年前已经有近150位校友报名出席。报名的来宾
包含了母校三校的校友，其中不少是第一次参与尊友主办的新春聚餐。可
惜的是，从农历新年前爆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迟迟未能褪去，加上酒店
空间内可能人流比较不舒畅，在一众执委经过讨论后，决定取消这次聚餐
活动。本会也通过各执委及报章（星洲日报于2月12日刊登）通知已报名出
席的校友们这项消息。执委会对此次活动的取消感到可惜，并决定当疫情
结束后，会再以其他形式召集校友们再来一次聚餐。希望到时各位校友能
踊跃出席。

由雪隆 精 武体育
会承办，尊友合

唱团连同吉隆坡18个
合唱团联办的第53届
歌乐节《奔腾吧！歌乐
长河》，于2019年11月2
日假雪隆精武体育会礼
堂举行，本会主席龚铭
恩受邀 担任开幕及剪
彩仪式嘉宾。

联合大合唱全家福

2019吉隆坡歌乐节

尊友合唱团团员合照尊友合唱团团员合照
大合唱大合唱

尊友主办的活动尊友会讯

庚子年校友新春聚餐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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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友新网站
本会网站在2000年代中期开始设立

至今已有10数年。在科技的不断进
步下，执委会决定重新制作网站，以便校友
们能更方便的接触我们。这次执委会委任
了几位科技小组成员进行这项工作。里面
的成员包括署理主席梁永杰，副秘书林俊
凌及执委盛盟强。整个过程用了大概3个月
来完成。本会委任Best Luck Consultancy 
承包这项工程，共花费2,000令吉。

新的尊友网站能让读者更轻易的在手机及
平板电脑上浏览内容，也上载了这些年的
执委会名表。另外，在网站上也有电子表格
让有意加入本会的校友们能更轻易的输入
资料。当呈交后，电子表格将把资料转换
成pdf格式，并电邮至本会秘书处。

尊友新网站在本会53周年会庆时由主席向
各位来宾介绍。

新网站网址为：
http://www.confucianalumni.org

会所装修

新网站将定时刊登本会的活动及照片，让会员们能更
了解校友会的操作。同时在未来也考虑将《尊友会讯》
放在网上让会员们浏览及分享。如果会员们对网站有
什么意见也欢迎提供给我们，可以电邮到
confucianalumni@gmail.com

由于本会二楼伴唱室及办公
室已经用了好长一段时间，

本会执委于本届第四次执委会议议
决在2020年逐步装修二楼会所。第
一阶段的工程是更换地毯。再次，
本会感谢主席龚铭恩赞助了全新的
蓝色地毯。工程于2020年2月17日
开始进行两天，承包此项工程的是
本会会员及母校尊孔小学及尊孔国
中校友潘运忝学长。更换地毯及填
平地面的费用为4,500令吉。

会所焕然一新

装上后的新地毯原本的旧地毯

尊友主办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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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场路发展华小工委会42周年会庆晚
宴于2019年11月17日于华联花园育南华

小举行。当晚该会也派出了2019年华小奖励金
共13,500令吉予9校学生，同时也派出4,300令

吉的华文独中奖励金予22位学生。晚宴共开60
席，9校的三机构代表们，领奖学生及他们的父
母都踊跃出席。

新街场发展华小工委会

42周年会庆

新街场路发展华小工委会第七届九校羽
球比赛于2019年11月16日于华联花园

育南华小礼堂举行，经过激烈竞争后，光汉华
小赢得了本年度冠军。

新街场路发展华小工委会

第七届九校羽球比赛

光
汉
赢
得
本
届
冠
军

筹
委
会
大
合
照

羽球比赛在进行中

新街场发展华小工委会

42周年会庆

筹委会跟获奖学生大合照

尊友参与的对外团体活动尊友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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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日，本会受邀出席尊小《2019年
度儿童节》庆典。当天主席龚铭恩代表本会

致辞，他讲述了儿童节的由来与定义及嘱咐身为
国家未来栋梁的尊小学生要紧记尊孔校歌的涵

义及无时无刻鞭策自己。陪同主席出席的执委
包括康乐组主任朱重祥，福利组主任陈金美以
及体育组主任周志华。

本会康乐主任朱重祥及福利主任陈金美与尊小家协理事合照

本年度尊小挥春比赛于2020年1月16日于
尊小礼堂举行。本会今年派出参赛的代

表为主席龚铭恩，副主席詹美云，秘书莫向心，
副秘书林俊凌，福利主任陈金美以及康乐主任
朱重祥，这次挥春比赛的题目是“门庭燕舞笑声
喧，子夜鼠欢爆竹乐”。

今年的报名人数非常踊跃，共有25名参赛者报名
参加比赛，本会福利主任陈金美获得优秀奖。

尊
小

本会执委展示他们的参赛作品

本会主席龚铭恩致辞

2019年儿童节主题是《童话世界》

尊
小
老
师
及
本
会
执
委
向
大
家
拜
年

挥
春 比

赛

尊小儿童节

母校尊孔华小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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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尊孔华文小学庚子
年新春团拜年味浓，校

园挂上了红彤彤的大灯笼，全体
师生及三机构成员济济一堂，迎
接由甘露亭净善醒狮团的表演。
鼓乐齐鸣，锣鼓喧天，“萌狮”唤
来了浓浓的春意及文化气息。

该校董事长邹寿汉致词时说，新
年是中华炎黄子孙非常看重的
传统节日，他叮嘱尊孔华小学生
莫忘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化，莫
忘传承并发扬中华文化的使命。

于此同时，该校校长张清妹陪同
尊孔三机构成员进行“百家米”
开幕仪式，嘉宾们拿起面前一包
包的百家米倒进已准备好的米
缸。碗中米，满满爱，粒粒香。过
后，这大碗米被送到食堂去煮
成香喷喷的白饭让孩子们享用。
当孩子们嚼起来时，特有意思，
因为口口都有来自尊小百家的祝
福。这亦寓意着凝聚百家祝福，
期望尊小的孩子们、老师们今年
会更好！

大会也让在场的嘉宾们、教职员
以及家长们先装“百家米”，接
着，学生们由负责老师及班主任
带领下，有秩序地按着班级到台
前领取“百家米”。

除了醒狮团的精彩表演，尊孔
华小也赠送红包与年柑给全体
师生。该校学生也带来了精彩
的余兴节目。此外，大会也热烈
欢迎并感谢来自大同华小、SK  
Sungai Besi 1 及 SK Sungai 
Besi 2 国小师生代表参与当日的
活动，增添新春团拜的气氛。

尊小新春团拜

董事长邹寿汉为“百家米”开幕

尊小校长协同三机构同仁与醒狮合照

本会执委拿着手上的“百家米”合照

母校尊孔华小动态尊友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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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尊孔独中于2019年9月7日假华联翡翠酒
家举办《万千爱心献尊孔 2.0 暨筹募尊孔建

校基金联欢晚宴》。此项活动是要为母校筹募100
万令吉建校基金。本会本着协助母校发展之角色，
捐献10,000.00令吉以示支持。由主席龚铭恩、署理
主席梁永杰、副主席陈加仁、副主席詹美云、秘书
莫向心、副秘书林俊凌、康乐组主任朱重祥、福利
组主任陈金美、执委蓝裕和及执行秘书李桂银代表
出席。当天表演的艺人有王骏，谢玲玲，乔华，魏汉
文，姚乙，张少林，黄清元等，他们总共在当晚献唱
了十几首经典名曲。

2019年11月8日，母校尊孔独立中学于学校礼堂举办了《2019年
度尊孔独中高中第76届暨初中第92届毕业典礼》。仪式从早上

8：30分进行至中午12时。本会署理主席梁永杰，副主席詹美云及
执委黄金水代表出席并受邀上台颁发毕业证书于部分毕业同学。
今年共有291位高中毕业同学及321位初中毕业同学。

万千      献尊孔

在筹委会主席尤冠和的带领下，此项慈善晚宴
总共筵开104桌，并筹获了124万令吉建校基
金的佳绩。

同日晚上于礼堂举办了谢师宴，本会署理主席梁永杰受邀
代表本会致辞。他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说，校友是学校
最大的资产，也是帮助学校发展的最大臂膀。因此希望同
学们毕业后也能向前人一样继续出钱出力帮助母校发展，
让学校能继续壮大，造福后人。同时他也感谢老师们的
无私付出，循循善诱，让尊孔能造就一批又一批的杰出校
友。

宴会上也有邀请执教高三的班级老师上台讲出心中感言，
并邀请班级学生上台合照留影，场面温馨感人。老师们都
循循善诱的劝导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好好努力，向上向善，
有一天母校及曾经教导过的老师都能以他们为荣。

毕业同学跟级任老师合照

毕业学生合唱

署理主席
梁永杰代表

本会上台致辞

2019 毕业典礼 + 谢师宴

万千      献尊孔爱心

尊孔独中董事长黄位寅，总务黄荣庆，筹委会主席尤冠
和及一众表演嘉宾合照留念

现场拍卖路易十三高级白兰地洋酒，50位捐献者
上台敬酒。

尊友执委们出席支持此次宴会

母校尊孔独中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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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周年校庆工委会主席拿督杨括
添提出本次校庆应以校友回校为

主题。筹款目标为200万马币以及筵开
100席。本会在举办会庆之后就如火如
荼的成立“历届校友联络委员会”并成
功联络上由1960年至2014年毕业的大
部分毕业班联络人。从中也成功的售出
了超过50席，包括本会执委及会务顾问
在内也在本次校庆中筹获了逾200万令
吉。

值得一提的是，本会于校庆当天也设立
了“校友摊位”招待通过校友会购票的
校友们。同时也在7楼图书馆内的教研
室内设立了“校友室”向校友们介绍及
推荐加入雪隆尊孔学校校友会。当天共
有60位新会员加入成为本会新会员，
这些新会员申请都于第五次执委会会
议中全部获得通过。

值得注意的是，配合这次的校友回校
日主题，本会副主席陈加仁赞助了《
尊孔是我们的家》MV。此MV由年轻
校友兼网络红 人 郑斌彦 作词作曲兼
导演在一个月内制作完成。同时也有

筹委会在独中底层餐饮实
习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出
席的董事包括董事长黄位
寅，署理董事长沈德和，
筹委会主席杨括添等，代
表本会出席的有会务顾问
叶少华，主席龚铭恩，署
理主席梁永杰，副主席詹
美云，秘书莫向心，福利
主任陈金美，康乐主任朱
重祥以及执委黄金水。

记者会结束后，大家到施工中的新教学大楼前拍照留念

“尊孔是我们的家”MV演唱者合照，左起陈嘉雯，胡碧
丽，刘凯悦，杨伟彬，导演兼作词作曲郑斌彦校友，主席
龚铭恩，副秘书林俊凌。

独中校庆+    校友回校日
母校尊孔独中动态尊友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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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校友及老师客串演出，此片在短
短3个月内已经被浏览了超过1万5千次
（Facebook+Youtube），还没看过
此MV的校友可以在Facebook或You-
tube输入“尊孔是我们的家”就可以找
到了。本会感谢副主席陈加仁赞助及校
友郑斌彦制作的这MV。

宴会当天有超过500名校友购票出席，
大部分的校友都提早于10时抵达学校
参观校舍，并从7楼俯视新大楼的建筑
工程，大部分人都对工程进度赞赏有
加。12时30分午宴开始后大家移步大礼
堂，并于各年级毕业同学互动，大家都
一起回忆当时校内发生的点点滴滴以及
跟当天有出席的退休老师（包括罗志忠
老师，黄容玉老师，以及叶文萍老师）拍
照寒暄，场面热闹非凡。

“尊孔是我们的家”MV其中一个制作过程

一众执委在布景板前拍照留念 其中三位校友签署入会表格

在这次校庆扮演重要角色的部分各届联络人在校友蔡启贤
位于Pudu的餐馆用晚餐。左起是2009年代表郑斌彦，1993
年代表梁永杰，1994年代表莫向心，2002年代表蔡启
贤，1991年代表苏国祥，1981年代表刘世荣，2000年代表
汤翠婷以及1995年代表汤丽蓉。

本会副主席陈加仁以及
本会前副主席刘忠贤（
已故）太太及孩子们答
应赞助新教学大楼的所
有漆料。出席见证的包
括独中署理董事长沈德
和，校长吴明槟以及副
校长梁振聪。本会由主
席龚铭恩，署理主席梁
永杰，以及执委蓝裕和
陪同见证。

独中校庆+    校友回校日
母校尊孔独中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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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4日，本会会务顾问叶少华
带领中国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马来

西亚归侨联谊会会长王宇红以及其三位理
事莅临本会参观及交流。本会代表出席的
有会务顾问谭志江，主席龚铭恩，秘书莫向
心，执委蓝裕和。双方各自介绍会务活动及
互赠纪念品。王宇红会长也特别赠送本会
一本30周年纪念特刊，乡情友情永存锦旗
一面以及一枚30周年纪念牌。

马来西亚归侨联谊会
拜访本会

会务顾问叶少华及主席龚铭恩接受王会长赠送的《30周
年纪念特刊》及锦旗一面。

本会也回赠一本《50周年金禧特刊》予王会长

前排左为2019年华教节工委会主席池美花，林连玉
基金财政黄荣庆，主席刘志文，本会主席龚铭恩，
林连玉基金署理主席吴建成，本会会务顾问谭志
江。后排左起本会体育主任周志华，林连玉基金行
政部副行政主任林嘉年，林连玉纪念馆馆长徐威
雄，本会副主席詹美云，本会康乐主任朱重祥，本
会秘书莫向心，以及本会执委兼林连玉基金代表蓝
裕和。

林连玉基金一众执委于2019年12月6日在
刘志文主席的带领下拜访本会。他们这

次到访的主要目的是向本会介绍“文化资产保
护基金”。此基金有5大项目要进行，分别是：
i. 地方研究：
 支持及辅助各地独立文史工作者，推动地方

历史研究的风气
ii. 文献研究及出版：
 支持个人或团体组织的文献研究及出版计划
iii. 文物馆及推广教育
 文物馆以及各式推广教育活动可有效辅助国

家正规教育的观点及论述
iv. 文化遗产修复技术
 文化遗产修复包括价值判断，修复计划研

拟，无损及破损检测，调查等专门知识，需要
有专业的技术培训，才能养成更多相关人才
以投入修复工作

v. 无形文化遗产
 无形文化遗产的保存方式包括教育传承，维

持其实践，表演，表现的环境以及相关支援
系统。

本会主席龚铭恩及林连玉基金主席刘志文互相交换
纪念品。其他陪同的执委有池美花，黄荣庆，谭志
江，吴建成，詹美云和莫向心。

林连玉基金会拜访本会

马来西亚归侨联谊会
拜访本会

尊友主办的活动

林连玉基金动态

尊友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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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逾人齐聚福建义山

精神奖颁奖典礼座无虚席 坤成中学武术团精彩表演

卢博士、李书祯与学生合影

众
人
在
墓
前
鞠
躬
献
花

三位精神奖得主合影

学生在雨中穿梭老街探索历史

2019年华教节于12月14日及15日展开华教之
旅、墓园公祭、精神奖颁奖典礼等活动。今年

为林连玉先生逝世34周年，为悼念林连玉先生，
其长孙林建春、吴新茹（林建春妻子）及其两位
弟弟林跃春、林晖春远道前来马来西亚参与公祭
等华教节活动。12月15日当天早上8时，各华团领
导、社团代表、华校师生以及林连玉先生家属开
始进行公祭仪式，当天计有逾700人参与。来宾
们一一拿着鲜花在墓前鞠躬献花，整场活动肃穆
而庄重。

公祭结束后，来宾们便前往坤成中学讲堂参与第
32届林连玉精神奖颁奖典礼，郑桂珠女士、张天
仕先生、刘深渊先生这三位精神奖得主长期身体
力行为华教、华校做出积极的贡献，他们的精神
令人钦佩与感动。

文化资产保存基金筹募午宴以一系列别开生面的
华乐、武术、一颗种籽舞蹈表演掀開序幕，让观
众无不深感震撼。这些精彩的节目同时呼吁着我
们珍视及维护过去前辈所留下的文化遗产，鼓励
大众对文保工作的关心，藉以推动更多人出钱出
力，让文保工作得以永续推展。

前一天12月14日华教之旅活动参与的学校包括
亚罗士打吉华独中、亚罗士打新民独中、吉兰丹
中华独中、吉兰丹中华华中、吉兰丹中正华中、培
群独中、关丹中华中学。藉着史迹考察之旅及体
验活动，让学生有机会接触文化、历史等知识，
从穿梭老街来挖掘各种故事，以增强他们对本地
文化历史的了解。当天晚上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创
意产业学院副院长卢芳全博士前来与学生分享 
Yasmin Ahmad的短片作品，卢博士的有趣带
动，让学生在一问一答环节中，对本地的族群文
化做进一步的思考与理解。

2019年华教节+林连玉公祭
林连玉基金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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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假巴生中华独中礼堂连续3天举办《第41届
2019年全国华文独中三语演讲比赛暨32周年会庆晚宴》，并于8月

17日最后一天举行《群英宴暨颁奖典礼》。本会乃是委员之一，赞助活动
经费2,000.00令吉以示支持。由秘书莫向心及执委蓝裕和代表出席。

雪隆校友联特别会员大会

会　　长： 叶全发（励志华小）

署理会长： 廖亚佑（江沙崇华）

副 会 长： 罗贵祥（蒲种汉民）
 罗耀明（蒲种益智）
 张甲由（中马培风）

正 秘 书： 李仕强（中马钟灵）
副 秘 书： 孙曜嵩（中马中化）

正 财 政： 邓宏才（燕美华侨）
副 财 政： 黄福万（吉隆坡中华）

雪隆校友联第16届（2019-2022年）
于2019年6月30日的改选，因为属

会代表的投票和参选资格上出了一些争
议，经法律顾问饶仁毅律师的建议，理事
会议决在2019年10月20日安排重选。当天
出席的各属会代表非常踊跃，在饶仁毅律
师的主持下，严格审查会员是否合格投票
和参选，最后顺利选出15名理事，本会也
中选为理事。

理　　事： 蓝裕和（尊孔校友会）、苏新龙（巴生兴华小学）
 萧竹硖（锡米山华小）、苏志勤（增江中区（民强）华小）、
 沈铭鸿（吉隆坡南益）、颜志伟（加埔树人华小）

查　　账： 叶茂和（南大校友会）、许美玲（中马峇株华中）

三语演讲比赛暨32周年会庆晚宴
第41届2019年全国华文独中第41届2019年全国华文独中

下届接办团体
为槟州校友联

高初中三语总冠军

三语.群英宴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