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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董事会理事

郑振贤

董事长 

洪慧娥 陈健利 
第一副董事长 第二副董事长 

叶运才 何舜成 萧振豪 

总务 第一副总务 第二副总务 

张君国 詹达显 

财政 副财政 

      童星存   曾美德    拿督陈益昇   黄锦发    曾繁翀  曾奇良   锺镇鸿 
 常务董事  常务董事  常务董事  常务董事  常务董事  常务董事  常务董事 

  陈裕财博士    林福良    李光辉     巫联成   郭烈光     符传曙     朱长成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甘再福  杨明生  张诗登  洪和忠  卢业镖  刘元鸿  黄施敏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林恭明  蒋运发  拿督莫壮强  吴家樑  吴来财  卓少祺  王荻皓  李明耀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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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校长、副校长 
校本部 

古来分校 

至达城分校 

校长 

郑美珍 

副校长 副校长 副校长 

陈德生 陈荭冰 赖俊雄 

校长 

黄慧珠 

副校长 副校长 副校长 

蔡劲雄 李锦星 颜壮志 

校长 

江宁福 

副校长 

吴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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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简介 
（一）“宽柔中学校友事务处”

  成立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成立的主要目的是： 

1. 收集及更新校友资料并完善校友资料库；

2. 与校友建立良好的联系和互动；

3. 传达学校的发展讯息。

   让《爱我宽柔》的精神继续延续和发扬光大 

（二）校友事务处 ISO 品质目标：

Pg.3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更新人次 274 309 117 115 126 572 109 63 40 34 279 

总人次 274 583 700 815 941 1,513 1,622 1,685 1,725 1,759 2,038 

资料截至 2022年 11月 

每年收集 2,000 笔校友最新资料



三校校务/专题报告 

校本部： 

 班主任制计划和实践

点击链接

古来分校： 

 师资培训、三校优秀教师资源

共享计划

点击链接

至达城分校： 

 世界级华文中学愿景

点击链接

三校校务汇报： 

 校本部（点击查看）

 古来分校（点击查看）

 至达城分校（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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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onyewedumy-my.sharepoint.com/:p:/g/personal/ttwtan_foonyew_edu_my/ETCsPUiZAMJAosk4BKJx3HYBfdkXrwXg5ZqBDVbhqGMWvQ?e=2Kg1Qz
https://foonyewedumy-my.sharepoint.com/:p:/g/personal/ttwtan_foonyew_edu_my/EWXqhIprSPVLtoEg2BDS_DgBT10EWBH01UbyH3nn7xOGqA?e=oayp95
https://foonyewedumy-my.sharepoint.com/:p:/g/personal/ttwtan_foonyew_edu_my/EXX6sTWPEg1HmfSuZFBAoaUBj99yH4UbiSxOZeXvnd5gwQ?e=KRaHAQ
https://foonyewedumy-my.sharepoint.com/:p:/g/personal/ttwtan_foonyew_edu_my/ETx_9-Dyx3RPtt6klX04yl4BkzELmOaKSBNSzdpHel8mJw?e=Leci0e
https://foonyewedumy-my.sharepoint.com/:p:/g/personal/ttwtan_foonyew_edu_my/EbzDjv9jg05IlL1abwqHducBhzGLGFYclXMYOUpZU42Osg?e=o8kP5p
https://foonyewedumy-my.sharepoint.com/:p:/g/personal/ttwtan_foonyew_edu_my/EXPuDJU73jpCsaRmuzYIT5MBdMuEqyXlJckXicMqbz2_VQ?e=SNNOD8


宽中校友大使交流 
     11/9/2022（日）宽中校友大使交流会于至达

城分校举行，共 78 人出席。与会的校友大使们

都踊跃发言且交流甚欢。 

宗旨： 

联系各届校友，建立良好的互动及传达宽中母校

的信息。 

与会者大合照 

新任校友大使领取委任状后与董事及校长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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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中校友大使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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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成瘾 

主讲人：余蕙安医师博士（1995 年毕业） 

职务：马大专科医院精神专科医生/精神成瘾科博士兼副教授 

日期：7/2/2022（一） 

对象：校本部初三学生 

 

校友回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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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回校讲座 
（二）主题：老师别生气！看情绪与中风之间的关系 

主讲人：陈海乾中医肿瘤博士/专科医师（2004 年毕业） 

职务：诚德医药集团医疗主任 

日期：16/3/2022（三） 

对象：三校教职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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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回校讲座 
（三）主题：从最基本的层面着手学习新闻的呈现方式及结构 

主讲人：贺婉蜜校友（1989 年毕业） 

职务：星洲日报柔佛州高级采访主任 

日期：16/4/2022（六） 

对象：至达城分校校讯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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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回校讲座 
（四）主题：了解自律神经系统，学习改善情绪抗压力

主讲人：古健荣催眠治疗师（2007 年毕业） 

职务：New Mind Brain Heath Centre 临床主任/催眠治疗师 

日期：7/6/2022（二） 

对象：三校教职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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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回校讲座 
（五） 主题：真的人生 

主讲人：拿督黄奕彪校友（1978 年毕业） 

职务：ChemStationAsia 集团执行总裁/董事经理 

日期：3/8/2022（三） 

对象：校本部高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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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回校讲座 
（六）主题：数字经济与人才 

主讲人：严佳慧校友（1995 年毕业） 

职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日期：17/9/2022（六） 

对象：电脑协会、电子协会、创造与发明学会、视听媒体协会及    

图书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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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校庆活动 
（一） 足球赛：

     2000 年文商足球联队毕业校友与 APG 足球

队为庆祝母校寿辰，于 6/8/2022（六）在校本部

大操场举行慈善友谊赛，共筹得 RM 15,000。 

董事会财政张君国先生从两队队长王绍彬与吴维杰及

林拔控股营运总监姚瑞才手中接领慈善捐款 

APG 球队 2000 年文商足球联队与   

新山宽柔足球校队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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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校庆活动 
（二） 汽车寻宝：

     1996 年毕业校友于 7/8/2022（日）与古来分

校班级联办【忆同寻宝】，寻宝地点在古来分校

及古来区，共筹得 RM 11,000。 

锺
镇
鸿
董
事
致
开
幕
词

蒋
运
发
董
事
鸣
笛

忆同寻宝大合照 

全体忆同寻宝得奖队伍大合照 

学生工委大合照 

忆同寻宝室内游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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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校庆活动 
（三） 义诊： 

        诚德医药集团于 13/8/2022 及 14/8/2022 与至

达城分校班级联办义诊，并报效 200 包八珍汤供

班级义卖，共筹得 RM 3,701.05。 

诚德医药集团于 20/8/2022 及 21/8/2022 与校本部

班级联办义诊，并报效 200 包八珍汤供班级义

卖，共筹得 RM 1,675.00。 

 

 

 

 

 

 

 

  

Pg.15 



 

 

毕业 20 年校友聚餐 
        2022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六）2002 年毕业校友于至达城分校举办《毕业 20

年青春不散场聚餐》，同时也邀请昔日师长一同相聚，久违的师生难得相聚，

见面甚欢，仿佛回到当年在求学时与师长、同学互动，大家都尽兴而归并相约

举办下一场聚会。 

 

青春不散场 20年工委与师长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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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不散场 20 年工委会主席罗培文校友在短时间内召集了各班代表成立工

委会。工委们用心的筹办，同学们积极的参与，从互不相识到成为无所不谈的

好朋友，大家都非常珍惜这难能可贵的友情。 

        最美的缘分，总能统放出最璀璨的绚丽！ 

 

宽
柔
情 

甩
不
掉 



校友专栏/校友专访 
校友专栏~写我柔情： 

校友专访~谈校风生： 

 

序 姓名 毕业年份 发布日期 

写我柔情（1） 觉诚法师 1978 28/8/2021 

写我柔情（2） 余蕙安校友 1995 25/9/2021 

写我柔情（3） 魏仕才校友 2005 30/10/2021 

写我柔情（4） 拿督萧光麟校友 1962 25/12/2021 

写我柔情（5） 莫家浩校友 2002 29/1/2022 

写我柔情（6） 罗淑美校友 1986 26/2/2022 

写我柔情（7） 贺婉蜜校友 1989 30/4/2022 

写我柔情（8） 温静敏校友 2003 28/5/2022 

写我柔情（9） 何朝东校友 1972 25/6/2022 

写我柔情（10） 严佳慧校友 1995 27/8/2022 

写我柔情（11） 郑迪能校友 1995 1/10/2022 

写我柔情（12） 丁士伟校友 1994 29/10/2022 

  点击 链接阅读 

序 姓名 毕业年份 发布日期 

谈校风生（1） 杨德开校友 1979 27/11/2021 

谈校风生（1） 陈图溪校友 1995 27/11/2021 

谈校风生（1） 谢昭辉校友 1996 27/11/2021 

谈校风生（2） 莫钧雄校友 1996 26/3/2022 

谈校风生（2） 纪木忠校友 1996 26/3/2022 

谈校风生（3） 王喜民导演 1989 30/7/2022 

谈校风生（4） 拿督黄奕彪校友 1978 26/11/2022 

  点击链接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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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GnPdBmOFDrSZnLMzffJt693g1Nof_t2M
https://anyflip.com/bookcase/ypcu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