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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我们的⽣命 

 

词: 祝家华     曲: 王宝莺

（男）  扬起理想与壮志 

 让我们再次远征 

 追寻⽂化薪⽕的来踪 

 ⼀个民族振兴富强的故事 

 

 (合唱)   鼓⾜信念与⼲劲 

 让我们再⾏⼀段路 

 探求国家社会的去向 

 ⼀个牺牲小我完成⼤我的典范 

 

  (⼥) 掌握历史的今朝                   (男*) 

 学习新知以自我教育           (⼥*) 

 ⾰新传统以丰富现代           (男*) 

 ⼀幅与永恒拔河的图景       (⼥*) 

 

(合唱)   燃起熠熠灯⽕  (男*) 

 温暖你的我的他的⼼ (⼥*) 

 齐声⾼唱我们的歌谣 (合唱*)  

 ⼀块家园兴盛的传说 (合唱*) 

 

(⼥)    灯⽕灯⽕       (男)   灯⽕照亮民主 

 照亮民主与科学    灯⽕照亮了科学 

 照亮国家民族的城堡                 照亮民族城堡 

 

 (合唱) 照亮理华历史长空 

 ⼀路照亮   我们的⽣命 

 

注 ： * 为第⼆遍时的唱法



 

自我教育，关⼼社会。 

理华历史简介 

基于国家，社会的需求，槟城⼤学终于在 1969 年成立，校址为目前的马师范学院。当

时⼀群热爱中华⽂化的华裔学⽣，凭着⼀股热忱和坚强的信念，在积极的争取下，于

1970 年终于获得当局的批准，成立了当时的槟城⼤学华⽂学会，简称槟华。第⼀届主

席是周国基。当时也出版了⼀份《槟声期刊》的油印刊物，收录的都是会员的作品。 

1971 年 12 月 12 日槟⼤易名为马来西亚理科⼤学，并迁⾄目前的民登岭校园，

因此槟⼤华⽂学会也顺理成章的易名为理科⼤学华⽂学会，简称理华。所出版的刊物

也改成《民登》，并销出校外。 

1971 年⼤专法令诞⽣了。⼤专法令针对独立⼤学（1966 年开始），限制民间不

能建⼤学，限制学⽣参与活动，⼤专法令容许学⽣会在校内的自制权但限制与外界的

联系。 

1974 年是我国学⽣运动的最⾼潮。在这个历史性的年份里，⼀共有两个主要的

民⽣问题发⽣，那就是 1974 年 9 月的打昔乌达拉事件（Tasik Utara）及 1974 年 11 月

发⽣的华玲饥饿事件。这两件事都发⽣在我国经济⼤萧条的特别时期。 

Tasik Utara 事件，造成马⼤马来⽂学会反感，发动学⽣运动。有些学⽣领袖亲

自赶往当地了解整个事情。虽然为⽊屋区居民请愿的⾏动继续进⾏，但这些学⽣领袖

被扣留的被扣留，被控上法庭也有，最终政府吊销了马⼤学⽣会的注册。这是学⽣运

动对抗后所付出的代价。 

华玲事件，1974 年 12 月 3 日示威（吉隆坡-1000 ⼈被逮捕，槟城-30 多⼈被逮

捕）。12 月 9 日，警⽅引用内安法令进⾏逮捕⾏动。在理⼤，被逮捕的包括学⽣会主

席，秘书及理华主席赖顺吉。这两件民⽣问题将学⽣运动推向⾼潮，但也使到学⽣领

袖付出了巨⼤的代价。不但自⼰被扣留，学会被吊销，更重要的是 1975 年的修正⼤专

法令随着这个学潮⽽产⽣。这项法令的出现将整个学⽣运动改头换面，深远地影响着

这⼗年来的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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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修改⼤专法令，解散所有学⽣会，成立了没有实权的学⽣代表理事会，

同时不⽌用法令，还灌输种族主义政策，制造种族主义⽓氛，分化种族。校⽅也在学

⽣间做出种族间的比较。这也造成了 80 年代初期，各族把自⼰框起来，拥有蛮强的民

族意识。 

1975 年⼤专法令实⾏后，理华活动受影响，《民登》已被禁⽌出版。直到

1977/1978 年，会刊获得重新出版准证，并易名为《会讯》，可惜只能在校园内销售。 

70 年代的理华，因受到环境的影响，让活动以⽂娱性质为主。这点可从理华架

构看出。70 年代的理华，没有⼀个真正讨论社会课题的小组，有的都是康乐组、学术

组、宣传组、华⽂班、合唱团、舞蹈组、图书组、太极班、12 琴组、球类活动等等。 

当时的理华，是属于“家庭式”的，学会的活动皆集中在执委会的身上。因为⼈

⼒的不⾜，这种⾏政的弊端使学会的活动⽆法全面的展开。在 1975/1976 年的时候，执

委会停⽌了学会的活动。此外，受之前学⽣运动事件的影响，1975/1976 年度执委会缩

成 5 ⼈。1976/1977 年度的执委会⼈数依然是 5 ⼈，之后的⼏年执委会的⼈数才慢慢增

加。 

1983/1984 学年是学会的⼀个新里程碑，组织上有所改变，在执委属下分成 5 个

股： 

• 学术股（图书资料小组、语⽂小组、时事讨论、研究及调查计划） 

• ⽂娱股（⼝琴、华乐、合唱、戏剧、舞蹈、笛⼦） 

• 宣传股（宣传、会讯） 

• 体育股（⽻球、乒乓、排球、篮球） 

• 福利股（特别活动） 

改⾰后的理华，各股的活动皆由他们的负责⼈策划及推⾏。因此，⼯作就不完

全落在执委会身上，⽽且在⾏政上也更有效率的进⾏。每⼀股都有其股委员会，任务

是策划全年活动，并由⼀位股长领导。不过，活动计划必须呈上于执委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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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5/1986 学年之前，学会的主要活动都仍以这 5 股来推动和进⾏；股内的分

组多少有点变更，但，目标仍是⼀样的。1985/1986 学年之后，成立了另两股 

• 联谊股（华⽂班、体育组） 

• 训育股（青年领导辅助课程、社会调查） 

为了使活动更容易控制及提⾼会员的素质，在 1988/1989 学年，学会只保留了 3

个股：训育股、学术股和⽂娱股。在 1989/1990 学年，学会组织删除股委会，⽽只剩下

8 个小组，即图书组、⽂娱组、社会调查组、思想探讨、社会论谈组、⽂学组、华⽂

班及青导。简化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将⼈⼒⾏政中⼼化，并且确定各小组组员都以学习

为主，服务为次。 

在多事之秋的 80 年代，亦是新经济政策实⾏下的紧张阶段。华裔对于⼀向引以

为荣的经济活动能⼒失去了信⼼，⼤专学额分配不均，‘贫病交加的母语班’，⼴告牌禁

用华⽂事件，华小⾼职事件等⼀连串的挫败致使理华陷⼊困境。80 年代的动荡，在

1987 年达到⾼潮后，最终以“茅草⾏动”划上句号。 

理华 80 年代领导⼈亲身经历和见证了这个时代的风起云涌。时代的召唤，似乎

使理华领导⼈也难以避开“寻路”的洪流。因此，理华领导⼈应和时代的号召，以‘自我

教育，振兴民族’的训⾔把忧患意识和儒家精神贯彻于学会。 

这种种的成长与蜕变，反映出理华会员对于象牙塔外的时事动态，深长关⼼。

从基本发扬⽂化及推⼴华语的宗旨⾄今的提⾼社会醒觉，理华已迫切地感到跟上社会

步伐及迎合时代变迁的重要性。有鉴于此，在屡次的提及与商议后，肯定了中⼼思想

作为最⾼的基本指导。于是，理华的指导思想，5 ⼤原则与训⾔终于在 1986 年产⽣

了！ 

• 指导思想：民主精神，科学态度 

• 五⼤原则：爱我母语，创新求变，质疑求知，集体负责，和睦友爱 

• 学会训⾔：自我教育，振兴民族 

 

每⼀个组织都应有其中⼼思想，这样才有⽅向，所有的活动都应朝着这⽅向

⾛。所以理华的中⼼思想可以以下列的⽅式来说明：学会就像⼀支向前迈进的军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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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育，振兴民族]是每名军⼠共同向前迈进的长远目标；指导思想是我们用以朝向长

远目标的军车，⽽ 5 ⼤原则是整支军队的纪律精神。 

此外，在 80 年代，理华也经历了⼀个⼤事件：语⽂问题。理华自成立以来，并

未在语⽂应用上遇到问题，直到 1982 年 8 月 15 日，校⽅以学⽣事务处署理副校长亚米

尔。亚望教授的名誉发出通告，命令所有学⽣团体的函件及海报等⼀律只能以国⽂书

写。于是，理华所面对的各种语⽂问题开始接踵⽽来。 

1987 年 11 月 18 日，校⽅以配合 1983 年的教育部在⾼等学府所有的科系必须

100%国语教学为由⽽下⼀道指示。其中指出，各语⽂和宗教学会的书信，会议记录，

校内的海报、讲座、⽂娱晚会的⼊门券，乐卷卡和有领恤衫，⼀律只许以国⽂书写。

在讲座⽅面，只有海外主讲者⽅能用国语以外的的语⾔主讲。 

校⽅给与的理由： 

• 宣传应该只用国⽂，因为国⽂是⼤家所能明白的语⽂，所以没必要再用华⽂。 

• 讲座及研讨会是传达“知识”的⼀种⽅法，所以必须公开给各族同胞⽽国语是⼀

个⼤家都明白的语⾔。 

• 为了配合国家团结政策，校园内不应该强调⼀个学会的特征（尤其是种族性团

体） 

• 必须让所有的⼈明白其语⽂才不会产⽣怀疑。 

 

理华在校⽅所给于的种种限制，许多活动都因此⽽受到影响。对于校⽅所给于

的理由，理华站在学会的基本宗旨上给于答复： 

• 理华不是[种族团体]⽽是⼀个[学术团体]。语⽂应用自由乃⼈权之⼀。况且理华

是公开于各族的。它也为友族设立华⽂班及举办介绍华⼈⽂化活动（如开放日

期间的展览会），所以指理华为华⼈⽽成立是不正确的。 

• 在⼀个⼤专学府里的各学会应有更多的自由推⾏其活动及所应用的媒介语。硬

性的条规将使⼀个语⽂学会⽆法达致它的基本目标，这也是⼀个语⽂学会变奏

的前奏曲。更何况此举是违反了基本⼈权（学习及应用母语是受联邦宪法第 152

（b）所赋予的权利。任何官⽅机构都不能阻⽌学习及应用任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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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1995 年 12 月 24 日，适逢理华成立 25 周年，理华办了⼀场《理华成立 25

周年纪念研讨会》，主要是提出理华成立以来所面对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案

去改进。 

理华的长远目标也在那⼀年诞⽣了。当时的理华，有 5 项长远目标： 

• 提⾼会员的社会醒觉 

• 提⾼会员的艺术鉴赏及创作能⼒ 

• 提升会员对⽣命的思索与探讨的热忱 

• 提升会员爱的艺术 

• 提⾼理华的监管效率 

 

新世纪年，即 2001 年，新马辩风波再度引起⼀股热潮。辩论员在临出赛前不获

校⽅批准，⽽坚持以个⼈名义参与辩论赛。回国后，被校⽅传召出席听证会。结果，

四位辩论员都被校⽅罚款。理华主席、总秘书也因在报章发⽂告⽽遭到同样的对待。

同年 9 月，校⽅要理华列出九项罪状解释，为何不应被中⽌其学会活动。理华呈上解

释信，并申请召开每年⼀度的会员⼤会。 

理华因遭受“非正式冻结”的情况下，决定以民主程序举⾏本身的会员⼤会。当

年的会员⼤会在槟华堂进⾏（非正式）。2001 年是理华的低潮期。 

进⼊ 2002 年，理华尚⽆法在校园里举⾏会员⼤会。理华更被校⽅要求签署⼗个

条件协议书。于是，理华⼈极⼒争取，特别委员会负责与校⽅进⾏多次协商，再加上

外界的声援与理援发动全国签名运动及名信片声援理华等种种施压，终于以签署⼀份

由理华拟定的保证书，⽽成功办了会员⼤会。 

在 2003 年 1 月 12 日，理华第 34 届会员⼤会终于顺利进⾏。⽽第 33 届执委会则

成了理华历届来上任期限最短的执委会。2005 年，校⽅在迎新期间，告知理华乃政治

团体，劝新⽣不要参与理华。针对此事，执委会会见校⽅并要求校⽅不要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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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 年度，理华庆祝成立 35 周年，办了⼀个以整合并推⼴理华，及探讨社会与

理华的互动关系为概念的 35 周年庆研讨会。 

2007/2008 年度，7 月期间，执委会收到了⼀封有关理华会员触犯了校⽅章程的

信件。信件内容⼤致上是提出 2007/2008 迎新筹委义卖报纸，已经触犯了校⽅章程里列

明的⼤专法令。经过该届执委会讨论后，主要需要处理的事情有两件，就是趁这个机

会教育会员关于⼤专法令不合理之处，另外⼀个是处理技术性⼯作，解决章程里的模

糊地带。最后会员们于会员召集通过了理华将拟⼀份学会内部的章程，所有理华会员

都需要遵从该份新的章程。若是受到了外⼈的挑战，理华会员需要先用自⼰的原则与

他们辩论，被逼情况下还是得接受校⽅的章程。所以理华的章程只是理华内部的最⾼

指标，对外的策略上还是必须与校⽅的章程妥协。 

2008 年 9 月 18 日, ⼀名理华编辑族组委于理⼤语⽂中⼼对面的巴⼠站贴海报时, 

遭到⼀名保安⼈员阻挡，并拿去⼿上的海报，以及抄下改学⽣的资料。之后该学⽣被

带到保安局录⼝供。事后, 理华针对这事件呈交信给校⽅, 重提语⽂政策的问题,从⽽争

取自由使用语⽂的权⼒。同时, 理华也发⽂告并做教育小册⼦来教育群众关于争取语⽂

应用权⼒的自由. 

在 2009 年 1 月 16 日，理华顺利进⾏第 39 届会员⼤会。在 3 月 20 日所召开的特

别会员⼤会因没有达到法定⼈数的出席⽽取消，要求召开该⼤会所提出的事项亦不能

在取消⼤会日期后⼀个月内的任何会员⼤会中再度提出。于是，当晚的出席者经过投

票后，决定在当下召开会员召集讨论接下来拟定章程的⽅式。根据当晚的讨论结果，

出席者都同意成立⼀个章程特别委员会（章委）处理关于章程的事宜。章程特别委员

会主要是负责收集各小组对章程的意见及整理⼤家的讨论点，最终章程将透过特别会

员⼤会通过。 

在 9 月份时期，华乐班有意寻找⼀个更⼤的发展空间、资⾦及储存室。校⽅接

洽理华⽂化坊的华乐班时，了解其近况，并询问是否有意愿成立⼀个独立的团体。在

2009 年 10 月 5 日，华乐班正式注册，成为⼀个校⽅团体。 

在 2010 年 2 月 5 日，理华因⽆法在第 40 届会员⼤会选出新届执委⽽差点惨遭

冻结。但会员⼤会最后还是顺利进⾏，新届执委诞⽣。在该会员⼤会当中，有两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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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提案——将旧资料电脑化以及举办策划会面以减低学会活动撞期频率。这两项提案

经过投票后正式通过，并由新届执委执⾏。此外，章程也在同年正式成立。  

2010/2011 年度执委会开始使用理华章程。并且，也发现了章程的⼀些漏洞和

模糊点。在 第 41 届会员⼤会，理华因⽆法选出新届执委也差点惨遭冻结。但最后, 新

届执委也好不容易的诞⽣了。在 2011 年，5 月，理华会所搬迁⾄ “阳光⼤厦”(Kompleks 

Cahaya)。 

在第 42 届会员⼤会，由于新⼀届执委会⽆法在当天选出，所以被迫展延。之

后，执委会马上与小组组委们⼀起讨论有关⽆法顺利选出执委会的原因及解决⽅案。

在 讨论过程中，组委们赞成在重新召开的会员⼤会里提出由每⼀个小组委任⼀个组委

进⼊执委会，成为小组与执委会之间的桥梁。在第⼆次会员⼤会中，会员们皆同意 有

关提议，也在当天顺利完成执委会遴选。 

在第 43 届会员⼤会, 新⼀届执委成功在当天选出，顺利完成执委会遴选。经过

执委会与小组组委们⼀起讨论有关由每⼀个小组委任⼀个组委进⼊执委会，成为小组

与执委会之间的桥梁这个⽅案是否还有它的存在价值。最后，⼤家⼀致同意将⾏政助

理⼀职废除，原因是没有达到当初所设定的目标那就是让⾏政助理能成为小组与执委

会之间的桥梁。此外，社论组因⽆法选出新届组委也惨遭冻结。 

14/15 届的会员⼤会成功在 3 月 29 日当天顺利选出。很遗憾的，由于没有成员

继承社论组，执委会决定解散社论组。在 2014 年 11 月，理华会所关闭。校⽅给予的理

由是要为阳光⼤厦（Komcha）的会所装修。此关闭事件严重影响理华的⾏政，特别是

图书组的图书被迫放在会员的房间和阁楼。不但如此，理华各项⽂件和资产都必须分

配给执委会保管。 

在 2015 年，理华顺利进⾏了 45 周年的⼀系列活动；如：《视，实，悟》演出，

以及其它小组配合⼀起举办的活动。除此之外，理华也成功出版了《45 周年》特刊，

记载了理华的回忆和老瓜、烂瓜对于理华的付出和看法。在第 44 届会员⼤会里，新⼀

届执委成功在当天选出，并顺利完成执委会遴选。15/16 届的新任执委们成功在会员⼤

会为 3 月 28 日当天顺利选出。 



 

自我教育，关⼼社会。 

随着社论组被冻结⼀年后，理华执委会在 2015 年 10 月 19 日正式宣布该组成功

复办，重拾理华“七组四坊”的阵容。除此之外，商讨多年的“理华会衣”也终于获得拍

板定案，目前只限于⼲部购买。 

 

 

 

 

 

 

 

 

 

 

 

 

 

 

 

 

 

 

 



 

自我教育，关⼼社会。 

中⼼思想 
 

 

 

 

 

* 中⼼思想是让⼈或组织有存在价值，并会影响整体表现的想法。 
 

⽅向  

指引着学会、会员的最终目标。 

将会衍⽣出长期目标。  

 

                  

 

理华愿景：培育智慧个体，建立美好社会。  

• 培育：包含的意思有灌输、领导、教育、培训及培养；包括被动型及自发型。 

• 智慧个体：懂得独立思考与判断，并且正面应用知识与才能的⼈。 

• 美好社会：安定、和谐、和平及有⼤爱的社会；⼈⼈身⼼发展平衡、追求进  步， 

并可以在不侵犯⼈权的自由下发挥所长贡献社会。 

 

定位 

(组织所处的身份位置、以及所扮演的角⾊，有助于厘清自⼰要做些什么。） 

 

多元性质的教育团体 

 

- 鼓励多元性的发展，并提供交流与学习的空间，承先启后，培育⼈才。 

- 教育 : 以身作则、学问、知识和技巧。 
 

 

 

 

 

 

 

 

 

 

 

 

 

⽅向 定位 指导思想 训⾔ 

愿景 = 智慧个体，美好社会 培育，建立 

方向 



 

自我教育，关⼼社会。 

指导思想 

（是做事的原则及执⾏的态度以达成愿景。） 

➢ 民主精神，科学态度。 

• 民主精神：民主精神的特质是自由与平等，但必须建立在尊重与道德上，以涵容不

同的⼈、不同的思想及不同的⾔论。通过讨论解决问题，并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决

策，以多数尊重少数为标准。 

• 科学态度：⼤胆假设，客观分析，并以理性的态度去求证，最后做出结论。 
 

训⾔ 

（是愿景的缩影，起着提醒、及警惕的作用。） 

➢ 自我教育，关⼼社会。 

• 自我教育：了解本身的能⼒及缺点，抱着积极进取的学习态度，并主动地提升

自⼰的品德修养。 

• 关⼼社会：关爱⼈与社会，并以⾏动表现之，回馈社会。 

 

使命 
（长远目标、专注的领域，是要达成愿景的步骤） 
 

     使命⼀：提⾼会员的社会意识 

• 由两个或以上的⼈组成，有着互相影响的关系，社会架构包含了政经⽂教。 

• 社会意识 : 对社会的认知、关⼼与所扮演的角⾊，并将之回馈社会。 

 

使命⼆:  提⾼会员对艺术的鉴赏与创作能⼒ 

• 艺术：源自于自⼰，富有创造性的情感抒发，是传达信息的管道 

• 鉴赏：对艺术的认知、欣赏和审美观。 

• 创作：技术性地创造或改良。 

 

使命三：激发会员对⽣命的思索与探讨 

• 思考、追求和实践⼈⽣的目标、意义和价值观。 

• 尊重和珍惜⽣命。 

 



 

自我教育，关⼼社会。 

短期目标 
（延伸自使命，是学会在⼀年内要达到的目标。） 

 

➢ 配合使命⼀（提⾼会员的社会意识） 

• 提⾼⼤学⽣对社会的醒觉并关⼼时事。 

• 带领⼤学⽣参与社会建设。 

• 提⾼⼤学⽣对⼈权民主的意识。 

 

➢ 配合使命⼆（提⾼会员对艺术的鉴赏与创作能⼒） 

• 提供会员⼀个创作与交流的平台。 

• 鼓励会员去接触与了解艺术。（可以是主动或被动） 

 

➢ 配合使命三（激发会员对⽣命的思索与探讨） 

• 提⾼会员对自我的了解。（自我了解为了解优缺点及内⼼的对话） 

• 呼吁会员尊重和珍惜⽣命。 

• 呼吁会员互相关⼼与鼓励。 
 

2016/2017 年度理华⼗⼀小组目标 
 
 
 

华⽂班 

• 体验学习华⽂。   

• 提⾼华⽂班的知名度。 

• 让班委和学⽣⼀起接触及体验中华⽂化。 

• 提升老师与学⽣的互动。  

• 其他⼤学的华⽂班交流。  

• 解决华⽂班课室问题。	

 
 
 



 

自我教育，关⼼社会。 

编辑族 

• 提升编委和参与者的编辑技巧。 

• 通过《纸飞机》传达信息给⼤专⽣。 

• 推⼴阅读风⽓。 

• 推⼴创作风⽓。 

• 增加⼗⼀小组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 推⼴摄影风⽓。	

 
 

⽂化坊 

• 对坊委的自我培训。 

• 与理华各小组合作。 

• 增加理⼤⼤学⽣对⽂化的认知。 

• 认识与接洽马来西亚华⼈社会团体。 

• 传承中华扯铃⽂化。 

• 吸引更多新⽣。 

• 提⾼表演素质。 

 
 
 

升学辅导组 

• 传达正确与最新的升学资讯。 

• 提⾼在籍中学⽣的升学意识。 

• 提⾼⼤众对理辅的认知度。 

• 提⾼理辅与各⼤专升学辅导组之间的交流。 

• 让理辅组委自我增值。	

 



 

自我教育，关⼼社会。 

 
 

辩论圈 

• 筛选参赛辩⼿，加以训练。 

• 增进圈委之间的感情，与个⼈技巧。 

• 提升辩⼿实战经验，并与各⼤专技术交流。 

• 争取成为代表马来西亚 7 支候选队之⼀，打出外围。 

• 给予第⼀年与第⼆年新进辩⼿竞赛机会。	

 
 
 

戏剧组 

• 让对剧的爱好者学习舞台运作知识。 

• 提供戏剧爱好者互相学习的平台。 

• 联系戏剧组小，中，老瓜，老老瓜还有烂瓜的感情 

• 培养⼤家的守时精神，开会和例常不可以迟到（ 如果迟到必须向组长提出合理的理

由 ）。	

 
 
 

舞蹈组 

• 提⾼并保留会员⼈数。 

• 提⾼会员之间的交流。 

• 在例常中教导多元化的舞风。  

• 提⾼会员出席率。 

• 提⾼会员利益。 

 
 
 
 



 

自我教育，关⼼社会。 

歌咏组 

• 发掘音乐⼈才。 

• 给予理⼤⽣⼀个提升唱歌技巧的平台。 

• 增加歌咏组的知名度。	

 

 

图书组 

• 增加图书组与流动图书馆的知名度。 

• 改变外界对图书组的认知。 

• 通过不同媒介提升知识和交流。 

• 增加图书组会员。 

• 提⾼流动图书馆的借书率。 

• 通过不同平台促进交流。 

 
 

社区⼯作坊 

• 让更多理⼤⽣接触社服。 

• 促进群体交流与了解，并且促进彼此的感情。 

• 踏出校园，关怀社区，贡献社会。 

• 与外界达成共识，联办活动。 

 
 

社论组 

• 让理⼤⽣对社会时事感兴趣 

• 提升与培养⼤学⽣对社会课题的关注及更全面性地了解时事课题。 

 
 
 
 
 



 

自我教育，关⼼社会。 

推⼴的组织⽂化 
（学会所要推⼴的习惯、态度、和⾏为规范，具体的辅助学会运作与朝向目标。） 

 

组织⽂化 解释 

质疑求知 勇于提出合理的疑问并追求真相。 

创新求变 勇于接受新事物，但不失原有精神，并尝试提出新意见。 

集体负责 ⼤家的决定要⼀起负责与承担。 

守时精神 不迟到，准时完成任务及不浪费他⼈的时间。 

积极主动 做事要有热诚，并自动自发。 

开源节流 开拓资源，并有效应用，不可浪费。 

承先启后 承续前⼈（烂、中、老瓜）的智慧，启发与带领后辈（小瓜）。 

自我增值 不断追求新知识，并学以致用。 

 

组织架构 
 

 
 



 

自我教育，关⼼社会。 

 

• 虚实线的分别 - 虚线没有决策权，实线有决策权。  

• 在上⽅的位置，越有公信⼒。  

• 下面的单位有责任向上面的汇报。 

   

会员⼤会  

• 学会的最⾼决策。  

• 提供会员讨论的空间，让⼤家共同决策。  

• 需要 1/3 的法定⼈数出席会员⼤会。  

 

执委会  

• 需要限定执委的⼈数，前执委可以建议⼈数，但会在在会员⼤会通过。  

• 职务范围：  

1. 学会的领导机构  

2. 领导会员往学会⽅向  

3. 决定学会事项（不在于小组范围内的）- ⾏政等  

4. 协调小组之间问题，促进小组关系，处理外交关系  

5. 策划学会的⽅向  

6. 监督学会进展  

7. 贯策和推⼴中⼼思想  

• 权限：  

1. 败坏学会名誉  

2. 违反章程  

3. 擅自以理华名义出外参与活动或筹款  

4. 在执委会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理华发⾔（除非经过执委会的允许）  

 

查账  

• 执委会有权利委任查账，但是需要通知会员及致函给查账⼈。  

• 两位查账可分⼯检查账目。  

• 查账在收到财政报告的 60 天内审查完毕。 

 

 

 



 

自我教育，关⼼社会。 

荣誉会员  

• 荣誉会员有权出席会议。  

• 非荣誉会员的烂瓜不能出席会议，除非被邀请。  

• 在⼗天前以书面通知总秘书，有权利知悉学会的⼀切记录。  

• 有权参与学会任何活动，除了：  

1. 成为学会执委，筹委，组委和⼯委  

2. 提议、附议及投票  

 

小组 

• 定期并系统化地进⾏活动。  

• 必须传承办活动的经验和理念。（实⾏培训组员计划）  

• 需有全年策划，以达致学会目标。 

  

* 以往学会以“组”和“坊”的分类 

七组 四坊 

升学辅导组（理辅） 

辩论圈 

戏剧组 

舞蹈组 

歌咏组 

图书组 

社论组 

社区⼯作坊（社服） 

华⽂班 

编辑族 

⽂化坊 

 

特别活动  

• 学会因配合学会目标⽽发起的临时筹委会，（由执委会主催）并在特定时间内

结束。  

• 小组达不到的目的由特别活动完成。  

• 牵涉小组以外的⼈。  

 

 

 

 

 



 

自我教育，关⼼社会。 

职位 执委会职务/职权 组委会职务/职权 特别活动职务/职权 

主席/ 

组长 

－带动执委会以策

划集⾏学会目标

及活动等 

－分配职务 

－主要监督学会对

外性活动 

－指示秘书召开执

委会议 

－执⾏执委会所指

定之职务 

－与总秘书处理外

交关系、寻找外

来资源 

－带动组委会以策划及

推⾏小组目标及活动

等 

－分配职务 

－监督小组活动，并确

保活动遵循学会目标 

－执⾏执委会所指定之

职务 

－有必要时由执委会

委任或在成立筹委会

当天选出 

－带动筹委会以策划

及推⾏筹委会目标及

活动等 

－监督筹委会活动，

并确保活动遵循学会

目标 

－分配职务 

副主

席/副

组长 

－主席缺席时，代

表主席执⾏⼀切

有关职务 

－策划、推⾏及监

督学会目标及对

内性活动 

－主要协调学会活

动 

－担任主席所留下

的空缺及享有⼀

切赋予主席的权

⼒ 

－组长缺席时，代表组

长执⾏⼀切有关职务 

－协助组长策划、推⾏

及监督小组目标及活

动 

－执⾏组委会所指定之

职务 

－主席缺席时，代表

主席执⾏⼀切有关

职务 

－协助主席策划、推

⾏及监督筹委会目

标及活动 



 

自我教育，关⼼社会。 

秘书/

⽂书 

总秘书 

－保存执委会会议

记录及会员⼤会

记录 

－处理学会⼀切来

函 

－呈报会议记录 

－准备学会常年报

告 

－执⾏其他⾏政⼯

作 

－处理外交关系 

－协助主席负责对

外性活动 

－执⾏执委会所指

定之职务 

 

组织秘书 

－负责学会的内部

事务 

－协助副主席协调

学会活动 

－定期召见小组秘

书协调会务 

－执⾏执委会所指

定的职务 

－担任总秘书所留

下的空缺，享有

⼀切赋予总秘书

的权⼒ 

－保存小组会议记录 

－处理小组⼀切来函、

活动申请⼿续及复印

重要⽂件 

－确保小组资料能完整

保留 

－执⾏总秘书/组织秘书

所指定之职务 

－呈交中期检讨及总检

讨予执委会 

－定期整理小组⽂件夹 

－保存筹委会会议记

录 

－处理筹委会⼀切来

函、活动申请⼿续

及复印重要⽂件 

－确保筹委会资料能

完整保存  

－执⾏总秘书/组织秘

书所指定之职务 

－呈交中期检讨（若

有）及总检讨予执

委会 

－准备 KERTAS 

KERJA 

－定期整理特别活动

⽂件夹直到活动结

束为⽌ 

－呈交 laporan ke-

jayaan projek 



 

自我教育，关⼼社会。 

财政 －保存及记录⼀切

有关的帐目 

－准备财务预算案

及财务报告 

－监督小组及各活

动的财务状况与

运用 

－推动，策划与寻

找学会活动资⾦

来源 

－保存及记录⼀切有关

的帐目 

－呈交小组全年财政预

算案 

－呈交小组财务报告 

－推动，策划与寻找小

组活动资⾦来源 

－保存及记录⼀切有

关的帐目 

－呈交筹委会全年财

政预算案 

－呈交筹委会财务报

告 

－推动，策划与寻找

特别活动资⾦来源 

执委/ 

组委 

－执⾏执委会所指

定的职务 

－监督各小组活动 

－策划及推⾏小（特

活）活动 

－策划及推⾏小组活

动 

 

政策 
 

（是⼀个团体用于实现自⼰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式标准化地规

定在在⼀定的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目标、遵循的⾏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

⾏的⼯作⽅式、采取的⼀般步骤和具体措施。） 

特点：有阶级性，正误性，时效性和表述性。 

 

外交政策 

负责⼈ 李浩杰、曹芷筠 

概念 加强理华对外的联系，以便能寻求外援和对外援助，并促进思想交

流。 

目标 1. 参与外界其他组织的活动，以促进个⼈提升。 

2. 与外界联系，以交换⼈⼒物⼒上的资源。 

3. 推⼴外界对理华的认识。 

配合活动 



 

自我教育，关⼼社会。 

拜访团 ➢ 对象群：非政府组织、各⼤专组

织。 

➢ 了解对象群所举办的活动，并参

与其中。 

➢ 通过交流获取资源。 

目标： 

• 加强与外界的联系。 

• 促进与外界的思想交流。 

   

内联政策 

负责⼈ 刘燕晴、谢紫菁 

概念 加强理华内部之间的联系。 

目标 1. 促进会员之间的联系。 

2. 提供思想交流的空间。 

配合活动 

小小联谊 ➢ 小组之间的小聚餐。 

➢ 让小组更了解其他小组所办的活

动。 

目标： 

• 联系⼗⼀小组。 

• 交流平台。 

 

培训政策 

负责⼈ 郑天赐、陈慧欣 

概念 培育智慧个体。 

目标 1. 提升会员技术上的技巧。 

2. 提⾼会员理念上的了解。 

配合活动 

办活动技巧 ➢ 带出不同类型的培训活动（⽣命课题、

社会课题） 

目标： 

• 不同活动所需的不

同技巧 

• 交流办活动的经验



 

自我教育，关⼼社会。 

与⼼得 

 
 

 

 

 

环保政策 

负责⼈ 黄彩珊、吕柔慧 

概念 激发理华会员的环保意识，并鼓励他们把环保意识⽣活化。 

目标 1. 提升理华会员的环保意识。 

2. 提倡环保活动。 

配合活动 

对内 

 

 

 

 

对外 

⽂件： 

➢ 每份⽂件都双面影印以节省纸张。 

➢ 资料电脑化，⽂件⼀律上载⾄：pbt1314@outlook.com。 

保丽笼： 

➢ 禁⽌使用保丽笼，任何任何购买保丽笼的费用⼀概自付。 

➢ 与自然教室合作（红树林保育计划、沙滩清节运动） 

 

 

  



 

自我教育，关⼼社会。 

⾏政⼯作 

 

校内外场地租借指南 

负责⼈ 李浩杰 

功用 ➢  管理⼀切校内外的场地租借。 

学⽣事务处 

BHEPA 

➢ 所有寄给校⽅的信件均须通过署理副校长（TNC）,除了寄给各

系院的信。 

➢ 在申请场地及其他设备前，活动需在 BHEPA 批准后才能进⾏

申请⼯作，但表格可以预先填妥。 

⾏政⼤楼 

CANCELORI 

➢ 租借场地（如：Foyer DK, Bilik tutorial, Dewan Kuliah） 

➢ ⼯作时间：2.30p.m.-4.00p.m.给予租借，除了星期⼀休息。 

➢ 租借场地的当⼉，须注意是否想要租借的场地是被其他学会长

期租借了。若是就需当场另选场地。 

发展局 

Jabatan 

Pembangunan 

➢ 可租借的设备包括灯光、小太阳、盆栽、桌椅、布告板、风

扇、电源插座等。 

➢ 若需用到 DK 或 BT 的冷⽓也需预先申请。 

➢ 所有的申请必须最迟在活动开始前两星期申请。 

➢ 申请者须亲自到发展局领取所租借的设备（较小的设备如：小

太阳、电源插座等） 

➢ 申请者须询问清楚所租借的设备获得批准的使用时间、数量及

摆放地点（如：桌椅、布告板等），以⽅便寻找。 

科技及多媒体

局 

PTPM 

➢ 可租借的设备包括麦克风、投射机、白布景、音响系统等电⼦

器具及器材。 

➢ 欲使用讲堂的投射机，必须到此申请，并确保可以使用的时

间。 

备注：科技及多媒体局已致函给所有学会，使用投射机的时间最多

不能超过两小时。 



 

自我教育，关⼼社会。 

图书馆 Library ➢ 租借图书馆⾛廊（Foyer Library）进⾏展览或开设柜台，以⼀

封通过署理副校长的信件申请。 

➢ 租借多用途室（拥有投射机、电脑、光碟播放机）进⾏活动，

以学会的信笺提出申请。 

校内外场地租借指南（续） 

⽂化礼堂 

Dewan Budaya 

➢ 租借⽂化礼堂或⽂化礼堂⾛廊。 

➢ 需有信件以提出申请。 

➢ 需缴交租⾦。 

宿舍局 

UPPU 

➢ 租借 RST 内的礼堂等设施。 

➢ 需有信件以提出申请。 

➢ 租借礼堂须缴交租⾦。 

校内租借条例 ➢ 活动进⾏ 14 天前（假日或公共假期除外）透过学会填写⾕歌

（google doc）表格。 

➢ ⼀次只能借不超过三个场地。 

➢ 负责⼈会在学会⾕歌⽂件以记号标签来来区别已经租借到的场

地和还在申请中的。 

➢ 如果取消例常，小组负责⼈必须通知场地负责⼈。 

➢ 所有非例常的活动，场地会由活动负责⼈租借，并且通知负责

执委。 

➢ 所有租借场地及设备只供理华的活动⽽已，不可用于个⼈用

途。 

➢ 申请租借者须确保场地与设备没有任何损坏或遗失。若有问

题，租借的小组、⼯作坊及活动筹委会将被要求负责。 

➢ 租借者须确保租借的场地及设备定时归还。 

➢ 申请者须时时刻刻跟进租借的最新状况，以免有任何临时更

动。 

➢ 所有申请的场地需让负责执委及其他执委知道，以免受到校⽅

的⼲预。 

➢ 如有其他团体欲通过理华租借场地，该团体须致正式函件予学

会，并列明活动内容、时间、日期及活动形式。该团体需在活

动进⾏前两星期提出申请。 



 

自我教育，关⼼社会。 

校外租借条例 

（活动总务与

总秘书协调） 

➢ 向校外申请租借活动场地如：社团、政府机构、私⼈机构、学

校等，以充作户外活动空间。 

➢ 必须在申请前，以学会信件拟好⼀封申请信，并由学会总秘书

通过。 

➢ 申请信必须由活动筹委会寄出或呈交给有关⼈⼠。 

➢ 申请信最好在活动开始前三星期寄出，以免有突发事件发⽣。 

➢ 各小组、⼯作坊及活动筹委必须与其它小组⼯作坊或活动协

调，以免租借产⽣重叠。 

➢ 所有申请的场地，建议与活动的性质为考量点，以让活动进⾏

得更顺利。 

➢ 各小组、⼯作坊及活动如有任何户外场地，可建议给执委会，

以纳⼊校外活动场地名单内。 

 

 

会所资产管理指南 

负责⼈ 吕柔慧 

功用 ➢ 管理⼀切会所内的资产，包括整理、补充和租借。 

条规 ➢ 所有资产租借只供学会用途⽽已，不可用于个⼈用途。 

➢ 若其他团体欲向理华租借资产，须正式致函于理华，并获得执委

会的批准，⽅可借出。（理华活动将可获得优先租借理产的权

⼒） 

➢ 小组/特活可透过⾕歌⽂件来申请资产，否则⽆法租借。 

➢ 小组/特活必须由负责执委陪同下进⾏点算以及领取资产， 否則

無法租借。 

➢ 租借时请在月历表上填写活动， 以让其他⼈知道那天有什么活

动。 

➢ 每次归还资产时，租借负责⼈务必在执委监督下点算租借物品。

否则将被视为没有归还该租借物品。 

➢ 如果活动很紧急需要到资产，就由⾏政助理来拿。活动负责⼈随

后必须在⾕歌⽂件上填写需要的资产以及数量。 

➢ 任何租借的资产必须在活动结束后三天内归还。 



 

自我教育，关⼼社会。 

➢ 如有延迟归还，租借⼈需有合理的理由并告知资产负责⼈。 

➢ 逾期还资产者将被罚款（租借负责⼈）， 以物品种类及天数计

算。 

▪  例⼦ 1：迟还三天，20 支汤匙，罚款为 RM 3。（3 天 x1

样） 

▪  例⼦ 2：迟还⼀天，20 支汤匙和 20 支叉，罚款为 RM2。（1

天 x2 样） 

➢ 资产遗失或损坏， 需买回该物品归还给理华。 

➢ 使用资产后，确保资产的整洁度，⼀切违规者将以每样 RM5.00

罚款。 

➢ 不可把食物放在会所。 

▪  备注:请⼤家开源节流+环境保护，尽⼒完成善后⼯作。 

➢ 会所的整洁，⼈⼈有责 

 

 

音响和投影机租借管理指南 

负责⼈ 李浩杰 

功用 ➢ 管理学会的音响与投影机租借。 

条规 小组与特活： 

➢ 活动前三天，填写学会⾕歌⽂件以及通知负责⼈. 

➢ 以小组/特活名义租借⽆需租借费，唯需妥善使用。 

➢ 如有损坏，其修理费将由小组/特活全数负责（少于 RM100）。

但若超过 RM100，理华将与小组/特活集体负责（理华负责其修

理费的 40%⽽小组/特活则是 60%）。 

➢ 新的投影机将会先被借出去，才借出旧的投影机。 

➢ 新的音响只借给有表演性质的活动，其他活动都将使用旧的音

响。 

 

外借： 

➢ 需要在活动前 7 天内以书信通知，并在活动结束后当天归还原

处。 



 

自我教育，关⼼社会。 

➢ 租借旧音响⽆需费用，新音响不可外借，投影机则是每小时

RM5，⼀天 RM40.00。 

➢ 如有损坏，其维修费将由该团体全数负责。 

 

 

学会面⼦书(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35119876148) 

负责⼈ 陈慧欣 

功用 ➢ 让浏览面⼦书的⼈得知学会的资讯与最新消息。 

➢ 提供交流的平台与发⾔的空间。 

 

 

学会部落格 （pbtusm.wordpress.com） 

负责⼈ 郑天赐 

功用 ➢ 让浏览部落格的⼈知道学会最新的状况和资讯。 

➢ 提供发⾔的空间与交流平台。 

 

 

学会⾕歌日历 GOOGLE CALENDAR （google.com/calendar） 

负责⼈ 陈慧欣 

功用 ➢ 发布理华在进⾏的活动。 

➢ 小组与小组的协调。（避免撞期） 

➢ 互相提醒、互相监督。 

➢ 作为记录与参考。 

条规 ➢ 所有学会活动的最新详情须在决定后更新于理华⾕歌日历。 

 

 



 

自我教育，关⼼社会。 

学会 YouTube ⽹站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At06YXPlMrBW5Lqa5uLgUA） 

负责⼈ 刘燕晴 

功用 ➢ 上载有关理华的活动视频。 

➢ 宣传理华的活动。 

➢ 提供另⼀个平台给予组员们享有更多的讯息和交流。 

 

 

活动宣传指南 

负责⼈ 全体执委 

功用 ➢ 管理学会活动宣传格式。 

活动宣传 ➢ 所有学会活动最新详情须在决定后更新于理华⾕歌日历

（Google calendar），详情请询问负责执委，或请参考 Google 

calendar ⾏政指南。 

➢ ⼲部如要通过学会部落格（⽹站）宣传学会活动可向执委会提

出。 

➢ ⼲部如要通过《纸飞机》刊物宣传活动，可联络编辑族或编辑

族负责执委。 

➢ 会员可向执委会查询任何小组和学会活动的事项。 

宣传海报及传

单 

➢ 须有“理华”或“理⼤华⽂学会”字眼。（或徽章） 

➢ 须写上学会训⾔“自我教育，关⼼社会”。 

➢ 可写上学会部落格（⽹站）的⽹址。 

➢ 所有张贴在校园各角落的海报（⽆论活动是否获校⽅批准）都

应在活动检讨前或下次例常前（指例常海报）拆下。 

➢ 张贴在⼤桥的海报需使用贴纸，以⽅便拆下，勿用胶⽔。 

➢ 所有需要校⽅的盖章的海报以及传单必须有双语。 

 

 



 

自我教育，关⼼社会。 

其他指南 

证书指南 

负责⼈ 曹芷筠 

功用 ➢ 管理证书格式和证实。 

种类 学会证书 

➢ 由总秘书准备 

➢ 在理夜颁发 

➢ 对象群：执委、组委、坊委、特别活动筹委和⼯委。 

 

小组证书 

➢ 由小组⽂书准备 

➢ 对象群：小组活动筹委、⼯委和参赛者。 

内容 ➢ 学会 Logo 

➢ 学会中⽂和国语全名 

➢ 中英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年份（⼀年制） 

➢ 参与活动 

➢ 职位 

➢ 签名 

➢ 盖章 

➢ 训⾔ 

注意事项 ➢ 欲获得 BHEPA 签名的证书须附有双语以及学会、校⽅ Logo，彩

⾊打印并先让学会主席签名。 

➢ 不需获得 BHEPA 签名的证书可只用中⽂，⿊白打印。 

➢ 活动⽂书需事前收集好活动记录以⽅便处理证书过程。 

➢ 需统⼀职位、小组/坊和活动的中英巫名称。 

➢ 任何处理证书的程序可咨询总秘书。 

 



 

自我教育，关⼼社会。 

通讯录指南 

负责⼈ 曹芷筠 

功用 ➢ ⽅便联络⼯作。 

➢ 与烂瓜或校外组织如：社团、报馆、⼤专等保持联系。 

➢ 寻找办活动时需要的任何资源。 

分类 ➢ 理华执委会 

➢ 理华⼗⼀小组组委 

➢ 特别活动筹委 

➢ 理华烂瓜 

➢ ⼤专学⽣团体（校内） 

➢ ⼤专⾏政单位 

➢ ⼤专学院团体（校外） 

➢ 非政府组织 

➢ 政府机构 

➢ 社团 

➢ ⽂艺 

➢ 媒体 

➢ 政党 

➢ 场地 

➢ 膳食 

➢ 交通 

➢ 其他 

条规 ➢ 所有会员都有参阅及租借通讯录的权利。 

➢ 通讯录外借必须获得在场执委批准。 

■ 外借只限于复印用途。 

➢ 如果没有执委在场，则必须以电话⽅式联络负责⼈。 

➢ 除理华会员外，即理华外的⼈或团体欲参阅或租借通讯录只能

通过负责⼈。 

➢ 如有遗失或损坏，参阅或租借者必须负上责任，把所遗失或损

坏的通讯录在⼀个月内找回或修补好。 

➢ 每个小组/特别活动⽂书须将所得到的新资源、联络在活动结束



 

自我教育，关⼼社会。 

后三星期内交给通讯录负责⼈。 

➢ 所有以理华名誉出席的活动，所得到的通讯需交给通讯录负责

⼈。 

 

 

资料管理指南 

负责⼈ 曹芷筠 

功用 ➢ 办活动时可参考保存下来的资料。 

➢ 以⽂字化记录来传承办活动的经验。 

    ⽂件夹 

（存⼊光碟） 

➢ 各⽂件夹里必须存有的资料，包括： 

■ ⽂件夹目录 

■ 各小组/坊/特别活动的简介 

■ 各小组/坊/特别活动的目标 

■ 各小组/坊/特别活动的架构 

■ 组委/筹委的联络名单（姓名，电话） 

■ 每⼀次开会的会议记录 

■ 所有各小组/坊/特别活动的来往信件 

■ 活动记录（如有） 

 

➢ ⽂件夹可外借，但必须通过租借程序，填写以下资料： 

■ 需在资产簿上填下个⼈资料。 

（姓名，联络电话号码，借出的⽂件夹及日期） 

■ 在三天内归还会所，逾期者将被罚款。（RM0.50 ⼀天，以

此类推） 



 

自我教育，关⼼社会。 

■ 若有必要租借三天或以上，必须更新租借程序。 

■ 若有其他⼈想要租借同⼀份⽂件夹，原租借者不能继续更新

租借程序。 

■ 所有罚款将归学会所有。 

■ 若所租借的资料有所损坏或遗失，租借者必须填补资料。

（例如设法找到软体资料复印） 

■ 历届的学会资料在会所后面，⼀律不可外借，只能在会所

翻阅。 

 

➢ 注意事项： 

■ 各小组/坊/特别活动的⽂件夹都必须放在会所的书架上。 

■ 所有⽂件夹必须标签。 

■ 各小组/坊/特别活动的⽂书需定时整理⽂件夹资料，并在每

次会议后的两个星期内更新会议记录。 

⽹上资料库 ➢ 电邮  ：pbt0708@hotmail.com（旧电邮） 

            pbt1314@outlook.com (新电邮) 

➢ Password  ：lihua0708 

            lihua1314 

➢ 收藏学会执委会/各小组/坊/特别活动资料。 

➢ 各小组/坊/特别活动的⽂书须： 

➢ 定时把所有⽂件夹资料（softcopy）发送到资料库。 

 

信件来往指南 

负责⼈ 曹芷筠 

功用 ➢ 管理⼀切信件来往事项。 

签名核实者 ➢ 任何寄出信件都须通过总秘书/组织秘书核实。 

➢ 对内发信（包括发信给小组/坊、会员等）信件都须通过组织秘

书。 

➢ 对外发信（包括发信给校内/校外学会、组织、校⽅、烂瓜、报馆

等），信件都须通过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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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所有信件需最迟在签署前⼀天电邮给总秘书/组织秘书，以⽅便查

阅。（如总秘书/组织秘书不在，信件可由任何⼀位执委检阅和代

签，惟必须知会总秘书/组织秘书） 

➢ 请尽量确保⽆错别字或语法以表现出致函的诚意及用⼼。 

➢ 在查阅后若⽆修改，⽂书需在签署时需准备⼀份副本。 

➢ 在复印及签署前，请确保编号和日期已正确填上 

➢ 若对象只有⼀个，可呈交正版给对象，⽂书保存副本。但若对象

群超过⼀⼈，⽂书保存正版，呈交副本给对象群。 

➢ 每⼀封寄出的信件，⽆论数量多少还是正副本，都必须获得总秘

书／组织秘书正式的签名及学会的盖章。 

➢ ⽂书需清楚记录所有发出信件的编号以⽅便查阅。 

➢ 请联络总秘书/组织秘书以安排签署时间。 

➢ 邮票及信封可在会所取得。 

➢ 所有信件最迟需在发出的三天后电邮去 pbtusm1314@hotmail.com 

以做资料保存。⽂件名称需统⼀成：信件编号/信件标题。 

➢ 信笺抬头不⾜时可向总秘书/组织秘书索取,空 11 格以确保打印后

不会遮盖信笺抬头。 

➢ 如信件超过⼀页，除第⼀页须是理华信笺抬头外，其他的只需使

用普通的 A4 纸张。 

➢ 可向总秘书/组织秘书要求参考样本（如有）。 

➢ 尽量与所收到的发信者保持联系，尤其事关鸣谢（惠借场地、捐

款等）及道歉事件须以公函回复。 

信件内容 ➢ 对象 

➢ 寄信的原因 

➢ 日期 

➢ 时间/时限 

➢ 地点 

➢ 参与⼈数 

➢ 活动性质/名字/目的 

➢ 寄信⼈、总秘书/组织秘书的签名 

➢ 训⾔ 

➢ 预算案（赞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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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为了确保信件来往的准确性，请⼤家遵守此编号指南。 

 

格式- 年份：签名者：发函者-次数/收函者（数量） 

          

 例：10/11：1：EX-1/D2（5）    此数量不包括保存的信件数量 

 

函件编号表 

签名者 编号 发函者 编号 收函者 编号 

总秘书 1 执委会 EX 校内 D 

组织秘书 2 歌咏组 UN 学校部门 D1 

  舞蹈组 UT 学⽣团体或其他组织 D2 

  戏剧组 UL 官员、讲师、个⼈ D3 

  图书组 UPM 理华、会员、组、筹委 D4 

  辩论圈 UD 其他 DL 

  理辅 UK   

  社论组 UB 校外 L 

  社服 BPM 政府部门 L1 

  编辑族 BP ⽂教组织、社团、青年团体 L2 

  华⽂班 KM 报社、出版社、私⼈机构 L3 

  ⽂化坊 BK ⼤专、学院、中小学 L4 

    个⼈ L5 

  迎新周 MSK 烂瓜 L6 

  理夜 MPBT 其他 LL 

  内部 SPPM   

  ⽂娱 SPP   

  书香 K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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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格式样本 
 

 

 

  

11 空格（Times New Roman,    Font size 12） 

 

 

 

致：理⼤佛学会 

 

恳请租借草席 

本学会将于 2010 年 7 月 31 日（星期六）⾄ 2010 年 8 月 1 日（星期日）举办为期两天

⼀夜的迎新营， 其宗旨为让新⽣认识理华及促进新⽣与旧⽣的交流。 

 

2。 此次营员⼈数⼤约 50 ⼈，由于本学会没有⾜够的草席，所以希望贵⽅能租借⼤

约 20 张草席。迎新营负责⼈将于 2010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向贵⽅领取草席，于

2010 年 8 月 2 日（星期⼀）归还给贵⽅。 

 

3。 素闻贵⽅热⼼公益，如蒙答应，本学会不胜感激。谢谢。 

 

4。 如有任何疑问，可以联络此活动负责⼈ 

          李浩杰 016-2637491 

          曹芷筠 012-548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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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华⽂学会      理⼤华⽂学会总秘书 

迎新双周筹委会⽂书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曹芷筠    谨启     李浩杰    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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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格式 
 

日期﹕ 

时间﹕ 

地点﹕  

主持﹕ 

记录﹕ 

出席者﹕ 

缺席者﹕ 

迟到者﹕ 

列席者﹕ 

议程﹕  1. 覆准前期议案 

              2. 检讨前期议案 

              3. 

 

1.0 覆准前期议案 

      1.1 

      1.2 

2.0 …… 

      2.1      

… 

5.0 其他 

      5.1 下次会议﹕     

            时间﹕ 

            日期﹕ 

            地点﹕ 

            提议散会者﹕ 

            附议散会者﹕ 

            散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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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主持⼈， 

 

（记录签名）       (主持签名) 

（正楷姓名）       (正楷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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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 

 
财政预算案 

1. 学会的每⼀个活动都须先做好财政预算案（活动的筹委架构成立后的 3 个星期必须

做好），并交由执委会通过后才能开始筹款。 

2. 财政预算案必须细节化，以让⼤家更容易明白。 

3. 财政预算案通过后（会在呈交后的 10 天内通过），会有学会盖章（右下角）以示

证明已经通过该财政预算案。 

4. 如果该财政预算案不被通过，活动筹委会必须在 2 星期内修改并呈交给执委会。 

5. 向外筹款时，必须附上由此盖章的财政预算案。 

6. 通过的财政预算案需有硬体和软体。软体必须放上理华⽹站，硬体的正版则由各学

会活动的财政收（放在⽂件夹内），并呈交⼀份副本给执委会财政。 

7. 若出现烂账情况（财政报告⽆法完成），⼀切活动盈余将归于理华。 

财政预算案格式（样本） 

2015/2016 年度理华交流营财政预算案 

（列明年份，小组/特别活动名称，事项） 

收⼊                                                      RM 支出                                                          RM 

营费                                                   

1340.00 

（50 ⼈ x RM26.80 ） 

课程组                                                   45.20 

目标⼀(30.00)                                            

目标⼆(15.20)  

膳食组                                                 799.60 

(2 早餐+3 午餐+3 晚餐)                 

场地                                                      380.00 

（租借宗祠）  

交通                       100.00 

（1 辆巴⼠ – RM100）  

其他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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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间用具，麻将纸) 

总共                                                     

1340.00  

总共                                                          

1340.00 

 

交流营财政 

 

____________ 

姓名 

联络号码 

自我教育，关⼼社会 

 

财务报告 

1. 各活动的财务报告须在活动结束后的⼀个月内呈交给执委会。各活动筹委会需

在呈交财务报告给执委会前决定好盈余怎样处理。 

2. 如活动有亏损，须在两个月之内讨论出财务解决⽅案并加以执⾏，并完成财务

报告。 

3. 营的财务报告须在营结束前做好，公开让参与者知晓。 

4. 如有主讲⼈回捐津贴，务必询问是回捐给理华还是回捐给谁。 

5. 所有支出务必有账单证明，账单上须列明该支出原因及 claim 钱的⼈之姓名。

如没账单的话，须开⼿写的账单。（账单须收藏⾄少 5 年） 

6. 需有⼀份软体放上理华⽹站，⼀份放在小组的⽂件夹内，⼀份给执委会财政

收。 

7. 各小组需通过电邮⽅式（jessica.wcs@gmail.com）将财务报告的软件呈上给执委

会的财政。 

8. 各活动财政必须呈交财政报告给执委会财政后，批了才可以 claim 回钱。 



 

自我教育，关⼼社会。 

9. Laporan Kejayaan 里的 penyata kewangan (软体和副本)必须呈交于执委会财政

收。 

 

财务报告（样本） 

 

                 2016/2017 年度理华 XX 组/坊财政报告（01/03/2016-31/03/2017） 

                          （列明年份，小组/活动明名称，事项，日期到日期） 

日期 收⼊ ref  总数

(RM) 

日期 支出 ref  总数

(RM) 

          

财政， 

_________ 

姓名 

联络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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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银单 

 

1. ⼀切支银单将会由各自小组，特活和筹委会财政的财政发出，但不允许滥用支银

单。 

2. 支银单只限交通津贴和联络费。 

3. 财政必须在会所填写支银单发出表，如果理华财政的审查到有问题，支银单将不被

发出。 

4. 支银单上必须有以下事项才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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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银单编号 

• 日期 

• 收银⼈姓名 

• 事项 

• 款额 

• 小组，特活和筹委会财政签名（第⼀授权⼈） 

• 第⼆授权⼈签名 

• 收银⼈签名 

 

支银单(样本) 

 

        
支银单 

          

       

支银单编号: 1112-VPBT-XX (由小组，特活

和筹委会财政所填) 

       

日期: 日/月/年 (由小组，特活和筹委

会财政所填)   

             

  

支付给: XXX (由小组，特活和筹委会

财政所填)        

             

  事项  款额   

  

        (由小组，特活和筹委会财政所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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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   YYY      ZZZ     

  授权⼈     

 

收银⼈ 

收银⼈姓

名和职位    

                      

           

        

           

拨款原则 

 
概念： 
建立⼀个拨款准绳。 

 

小组/ ⼯作坊 

小组和⼯作坊会获得学会统⼀拨款。小组和⼯作坊在策划全年活动的期间，将根据学

会财政预算案的拨款做出全年小组或⼯作坊的财政预算案。若拨款不敷，额外的拨款

将根据以下因素作出决定： 

1. 活动的必要性（需朝向学会的目标） 

2. 其他收⼊来源的可能性（如义卖报纸等） 

3. 其他减低支出的可能性（如删减成本，或减少部分活动） 

4. 学会的财务状况 

5. 小组的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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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购买保丽龙的费用不能列⼊财政预算案里（如果真的不可避免购买，那就要小组和

特活筹委自⼰承担费用） 

7. 任何和联谊有关的费用不得使用公款来支付 

8. 任何逾期款项不得使用公款来支付 

 

特别活动 

拨款的目的是为了让筹委会能够更顺利地进⾏筹备⼯作。特别活动财政需在策划活动

时，根据学会给予活动的拨款作出财政预算案。若发现拨款不敷，额外的拨款将根据

以下因素作出决定： 

1. 活动是否特别活动的概念及目标 

2. 其他收⼊来源的可能性（如义卖报纸等） 

3. 其他减低支出的可能性（如删减成本，或减少部分活动） 

4. 学会的财务状况 

5. 购买保丽龙的费用不能列⼊财政预算案里（如果真的不可避免购买，那就要小组和

特活筹委自⼰承担费用） 

6. 任何和联谊有关的费用不得使用公款来支付 (任何联谊费用不可以跟执委会要求多余

的拨款。如果特活筹委会要求增加拨款的话，执委会必须了解增加拨款的用意) 也顺便

⼀提，如果某筹委会的⼤组决定盈余的费用是充当联谊费用的话，执委会是不会⼲预

的。 

7. 任何逾期款项不得使用公款来支付 (财政报告通过后，任何⼈都不可以拿单据跟财政

获得单据上的⾦额) 

备注：小组／⼯作坊／特别活动的财政在要求额外拨款时，需与执委会⼀同进⾏讨

论。 

 

 

津贴：提供补助费予会员，以减少会员的负担 

 

主要分成⼏种津贴，既交通津贴，比赛报名费津贴，联络费津贴，汽油津贴。 

 

 

交通津贴 

申请条件 1. 代表学会或小组出外公⼲（例如会议和交流会） 



 

自我教育，关⼼社会。 

2. 受执委会或小组指定和委派 

标准 3. 只津贴单程交通费- 

4. 若有其他津贴，学会或小组将津贴单程交通费的⼀半⽽已。 

5. 代表学会或小组比赛的上限⼈数为 10 ⼈，⽽出外公⼲则是 5 ⼈。 

6. 如果该交通费已购买但没使用，⽽当事⼈负荷不来可向执委会或小

组提出，此情况津贴为交通费的⼆分之⼀，申请前提与交通津贴拨

款原则⼀样。 

备注：  必须选择价格合理的交通管道，所谓的‘价格合理’是指最经

济或最普遍的交通管道。如：从槟城到吉隆坡最普遍/经济

的交通⼯具是巴⼠，费用是 RM35，就以巴⼠的价格来作为

交通津贴标准，⽆论那个⼈用什么交通⼯具，津贴上限只

是 RM35。 

 

巴⼠费津贴固定价格 

 

出发地点 目的地 价格(RM) 

槟城 怡保 19.50 

槟城 吉隆坡 38 

槟城 巴⽣ 40 

槟城 莎亚南 40 

槟城 哥打巴鲁 41.20 

槟城 芙蓉 45 

槟城 马六甲 50 

槟城 关丹 60 

槟城 麻坡 60 

槟城 峇株巴辖 65 

槟城 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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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津贴 

申请条件 1. 代表学会或小组出外公⼲（例如会议和交流会） 

2. 受执委会或小组指定和委派 

标准 1. 只限于在槟城 

2. 如果已超出槟城范围，将依据交通津贴的标准 

3. 津贴将于公里(km)来计算，RM0.35/km 

 

汽油津贴参考价格 

 

目的地 单程距离(km) 价格（RM） 

Georgetown (Dewan Sri 

Pinang ) 

11.0 4.40 

Georgetown (Autorium) 9.3 3.70 

Bayan Lepas (PISA) 6.7 2.70 

Bayan Lepas 5.8 2.30 

Nibong Tebal (KKJ) 44.3 17.70 

Sungai Ara 3.7 1.50 

Pulau Tikus 9.8 3.90 

Batu Ferringi 22.0 8.80 

 

 

比赛报名费 

申请条件 代表学会或小组参赛/活动 

标准 1. 津贴报名费的五⼗巴仙 

2. 若有其他单位全津贴，学会或小组将不会给予任何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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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赛：上限⼈数为五⼈；团体赛：没有上限⼈数 

 

 

 

联络费 

申请条件 执⾏学会或小组任务 

标准 1. 主要是执委会或小组所办的活动。 

2. 若小组的联络费负荷不来，还是可以要求津贴的。 

 

备注：⼀切津贴都需以学会的财务状况作为考量。 

 

活动亏损处理 

1.  小组活动所蒙受的亏损由小组承担。 

2.  活动亏损筹委会先尽⼒解决，若⽆法解决才带⼊执委会⼀起讨论解决⽅案。 

 

活动盈余处理 

1. 小组活动盈余归小组所有。 

2. 特活盈余 30%回捐于理华（若超过 RM100.00）。 

3. 其他活动盈余交由筹委会和执委会共同商讨并⼀起决定 。 

4. 鼓励回馈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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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录 

 
执委会 

职位 

中⽂名

字 英⽂名字 联络号码 电邮 

主席 李浩杰 LEE HAO JIE  

016-

2637491 haojie_0111@hotmail.com 

副主席 刘燕晴 LAU YIN CHENG 

017-

3680730 lauyincheng@yahoo.com 

总秘书 曹芷筠 CHOR ZHI YUN 

012-

5483875 zhiyun259@gmail.com 

组织秘

书 陈慧欣 

VIVIAN TAN WEI 

XIN 

017-

5018126 officialvivian@gmail.com 

财政 黄彩珊 WONG CHAI SAN 

014-

2308065 jessica.wcs@gmail.com 

普通执

委 郑天赐 TEE TIAN CI 

016-

5501291 chinesetee88@gmail.com 

普通执

委 谢紫菁 CHA ZI JING 

016-

5031611 

josie_cha6688@hot-

mail.com 

普通执

委 吕柔慧 LU ROU HUI 

012-

4183595 rouhui1234@outlook.com 

 

图书组 

职务 

姓名（中

） 姓名（英） 电话号码 电邮 

组长 王俊凯 ONG CHUEN KAI 

014-

9403558 chuen7788@hotmail.com 

副组

长 韩瑞莹 HON SUI YING 

016-

9593758 honsuiying@gmail.com 

⽂书 吴佩怡 GOH PEI YEE 

016-

5659810 peiyee71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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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陈闻群 

TAN BOON 

KHOON 

010-

3822414 boonkhoontan@yahoo.com 

组委 李嘉艾 LEE JIA AI 

016-

4334559 jiaailee95@gmail.com 

组委 李雪⽂ LEE SWEA WEN 

010-

3725271 sevennz0622@gmail.com 

组委 江依欣 

KONG YEE 

SHENG 

016-

5033424 

reginekong_0607@hot-

mail.com 

组委 李宝燕 LEE POH YEN 

016-

5397334 may2may0530@gmail.com 

组委 陈汶斌 TAN WEN PING 

010-

2299510 xiao2ping.w@gmail.com 

组委 陈铭光 

TAN MENG 

KWANG 

017-

4854320 tmkwang95@outlook.com 

 

理辅 

 

中⽂

名 英⽂名 电话号码 电邮 

组长  

郭耀

堡  KOK YAW BAO  

017-

4384165  

ybkok_0822@hot-

mail.com  

副组长(对内)  

郑翠

怡  CHANG CHUI YI  

017-

9638254  choey9514@gmail.com  

副组长(对外) 

徐浍

欣  CHEW HOOI SHIN  

011-

10960182  

ven-

icestar22@gmail.com  

⽂书 

 叶枫

婷  YAP FENG TING  

011-

33819198  fengt_95@hotmail.com  

财政  

洪荣

晖  ANG YONG HUI  

012-

7233978  on94942@gmail.com  

科系与信箱组

长  

黄佳

蕙  OOI JIA HUI  

016-

4061262  ooi.jiahui@yahoo.com  

科系与信箱副

组长  

和美

琪  WOH MEI CHEE  

016-

9310387  mkhee052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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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培训组

长  

杨思

敏   

SUZANNE EU SZE 

MIN 

017-

7716035  

euszeminsuzanne@ya-

hoo.com  

资料与培训副

组长  

李雪

⽂  LEE SWEA WEN  

010-

3725271  

Sevennz0622@gmail.co

m  

积分与热线组

长  

罗⽻

轩 LOW WEE SIUAN  

016-

4596520  weenaxuan@gmail.com  

积分与热线副

组长  

张雪

菁  TEO XUE ZING  

016-

9638948  

xuezing0731@gmail.co

m  

宣传与总务组

长  

吴庚

达  GOH GENG DA  

016-

9464934  

comenow123@hot-

mail.com  

宣传与总务副

组长  

杨婉

萱 

LYDIA JONG WAN 

SHIUAN  

014-

6829251  lydiajong95@gmail.com  

 

戏剧组 

职位 

中⽂名

字 英⽂名字 联络号码 电邮 

组长 潘融辉 Phua Yoong Hui 

016-

5437068 

jamesphuayh1102@gmail.c

om 

副组

长 朱敬仪 Choo Jing Yee 

017-

3066478 jingyeec94@gmail.com 

副组

长 梁慧敏 Leong Y-Mun 

016-

4026916 mum_mint@hotmail.com 

⽂书 陈俐颖 Sin Li Ying 

017-661 

3934 liying_0621@hotmail.com 

财政 郑雯梨 Teh Boon Li 

014-

3414284 hollyteh95@hotmail.com 

总务 张嘉敏 Teoh Jia Ming 

012-

4127715 cleverpig95@hotmail.com 

总务 谢光祥 Cheah Kuang Xiang 

017-

4201183 kxcheah0918@gmail.com 

课程

组 ⽅毕伟 Hng Paik Wai 

016-354 

8351 

noname19951@hot-

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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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组 骆德⽅ Loh Teik Hong 

016-

4715380 

lohteikhong1996@hot-

mail.com 

课程

组 

唐嘉乐

琳 

Carolyn Constance 

Danker 

011-

11578306 devilz_lyn@hotmail.com 

课程

组 曾⼴贤 Tan Kwang Shean 

016-

9224562 kwangshean@hotmail.com\ 

宣传

组 林思欣 Lim Sy Xin 

014-

3509467 syxin0728@gmail.com 

宣传

组 吴奕航 Ng Yi Hang 

017-

7542052 lelebones@gmail.com 

联谊

组 覃志颖 Cham Chee Yin 

019-

9971099 jimmyccy_0309@live.com 

联谊

组 吴菡晖 Goh Han Huei 

016-

5029551 han_huei@hotmail.com 

 

歌咏组 

POST 姓名 NAME 

CONTACT 

NO. EMAIL ADDRESS 

组长 陈莹 CHAN YING 016-5708399 virgogirl1018@hotmail.my 

副组

长 

郑国

阳 CHANG KOK YANG 017-8262268 yangmekmek@hotmail.com 

⽂书 

李可

敏 LEE KE MIN 016-4437820 lee.ke.min@hotmail.com 

财政 

叶海

明 YAP HOAI BENG 013/5861328 beng_95@hotmail.com 

总务 

李⽂

杰 LEE BOON KEAT 010-2672852 fortunekid@live.com 

总务 

刘镁

萍 LAU MEI PING 016-4929917 

laumeiping_1031@hot-

mail.com 

组委 

罗季

晞 LOH CHI SHI 017-5625418 chishi1995@hotmail.com 

组委 

曾美

婷 CHENG MEI TENG 016-6811896 

forevermei-

teng0122@gmail.com 



 

自我教育，关⼼社会。 

组委 

庄政

伟 CHNG CHENG WEI 018-4703557 chng630@gmail.com 

组委 

王国

扬 ONG KOK YANG 017-5083031 darius_0202@outlook.com 

组委 

孙瑞

虹 

ARIANE SWEE RUI 

HONG 010-9730573 ariane_swee@gmail.com 

组委 

张渼

铟 CHEONG MEI YEN 012-6458709 

cheongmeiyen@hot-

mail.com 

 

社论组 

职务 姓名（英/中） 电话号码 电邮 

组长 黄敏⼉  Wong Man Yee 

010-

2171215 manyee_95@hotmail.com 

副组长 吕日迎 Loo Ri Ying 

016-

4854726 Looriying@hotmail.com 

⽂书（正

） 王建达 Ong Kean Tatt 

016-

4085495 

keantattong@stu-

dent.usm.my 

⽂书（副

） 

钱冠凤 Malvina Chieng Kuan 

Fung 

014-

8785225 mckf88@gmail.com 

财政 骆慧琪  Loke Hui Kei 

016-

5180480 kellykei2009@hotmail.com 

总务 周仪琳  Chew Yik Ling 

016-

4889985 yikling95@gmail.com 

组委 骆洁雯  Loh Jie Wen 

016-

5457150 jiewen.loh@gmail.com 

组委 郑伊翔   Teh Yi Xiang 

011-

36246247 

sujuukiss39252@gmail.co

m 

组委 蔡欣燕  Chuah Sin Yian 

016-

5008853 csinyian530@gmail.com 

组委 马咏琪  Beh Yong Kee 

017-

4705324 yongkeebeh@gmail.com 

组委 伍⽟群  NG YOKE KUAN 

013-

2163567 yokekuan_2i@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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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族 

职务 名字（中） 名字（英） 电话号码 电邮 

族长 熊志钢 Hong Zi Kang 016-6277916 ivanhong912@gmail.com 

⽂书 陈晓薇 Tan Siew Wei 017-7854847 wei95@live.com 

财政 梅芮维 Moey Kah Wei 012-4774362 kah_wei1995@hotmail.com 

族委 骆家恩 Lok Jia En 014-6010911 jaenpa55@gmail.com 

族委 郑伯温 Tang For Wen 017-4390341 justlucky1109@gmail.com 

族委 吴菡晖 Goh Han Huei 016-5029551 han_huei@hotmail.com 

族委 吴惠馨 Ng Wei Sin 016-5085510 wsin_1534@hotmail.com 

 

社服 

职务 

名字（中

） 名字（英） 电话号码 电邮 

坊长 魏佳年 GOOI JIA NIAN 

010-

4020210 max7nian@gmail.com 

副坊

长 温怡美 BOON YEE BEE 

011-

10612331 ebbylove5764@gmail. com 

⽂书 罗慧玲 LAU HUI LING 

019-

4810246 lauhuiling83@yahoo.com 

财政 王慧莹 HENG HUI ING 

011-

35721789 

huiing.heng95@hot-

mail.com 

坊委 黄瑞馨 NG SWEE SHING  

017-

2097209 

ngsweeshing@hot-

mail.com 

坊委 谢光祥 

CHEAH KUANG 

XIANG 

017-

4201183 kxcheah0918@gmail.com 

坊委 庄⽂康 CHONG MUN HONG 

010-

4627688 jayson.line2@gmail.com 

坊委 李雪倩 

ANGELA LEE SUEH 

CHIEN 

016-

4356786 

angelaleesueh-

chien@gmail.com 

坊委 陈俐颖 SIN LI YING 

017-

6613934 liying_0621@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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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委 林妮芳 

JOCELYN LIM NIE 

FONG 

016-

4636651 jlnf95@hotmail.com 

坊委 翁顺义 YEONG SOON NGIE 

016-

8503542 imyeong95@gmail.com 

坊委 陈愉恬 TAN YU TIAN 

017-

4079587 yutiantan5326@gmail.com 

 

⽂化坊 

坊委 名字 Name 

Contact 

No. Email address 

坊长 许雯顺 

KHOR BOON 

SOON 

010-909 

6568 bbss995@gmail.com 

副坊长 罗佳盈 LOH CHIA YNG 

017-

6136787 

chiayng1224@gmail.co

m 

秘书 

欧阳家

慧 

AU YONG KAH 

WYE 

010-

4627127 kahwyeay@gmail.com 

 林铮燕 LIM ZHENG YAN 

019-

6733053 

zhen-

glim1995@gmail.com 

财政 章珂萱 CHENG KE XIAN 

019-

9347763 kexian95@gmail.com 

坊委 熊志钢 HONG ZI KANG 

016-

6277916 

ivanhong912@gmail.co

m 

 林钰燕 LIM YU YAN 

013-

3510577 

limyuyan1995@gmail.co

m 

 庄雯琪 CHONG WEN QI 

010-

6615516 w.qi_95@hotmail.com 

 李燕婷 LEE YEN TENG 

016-

9808368 

yenteng95@hot-

mail.com 

多媒体组坊委 

1 郑秋容 

TEE CHIEW 

RONG 

018-

2337388 

chiewyong1102@gmail.c

om 

多媒体组坊委 

2 林紫桦 LIM ZI HUA 

017-

7709850 zihua2011@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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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铃班班长 谭咏恩 TAM YONG EN 

016-

7094434 

ying_en1503@hot-

mail.com 

扯铃班班委 许弘杰 KHOR HONG JIE 

017-

4947826 hongjie38@hotmail.com 

 汪怡靖 ONG YEE CHING 

012-

7924457 

yeech-

ing0902@gmail.com 

 

华⽂班 

职务 

姓名 (中

) 姓名 (英) 电话号码 电邮 

班长 林芷昕 LIM ZHI XIN 

010-

3376985 

amorphouse-

cho@gmail.com 

副班长 陈顺杰 TAN SOON JIE 

017-

2269556 missrosesj@gmail.com 

⽂书 许嘉宁 KHOR JIA LING 

017-

4413102 sherrnkhor@yahoo.com 

财政 徐艺雪 CHEE YEE SWAT 

017-

4300174 yswat0905@gmail.com 

课程 陈于雯 TAN EWEN 

016-

4755861 K315328@student.usm.my 

总务（副

） ⾦吉敏 KIM JIT MIN 

017-

7843319 jitmin1994@gmail.com 

总务 周⽟勤 

CHEW YOKE 

KHAN 

010-

3882329 yokekhan95@gmail.com 

课程 林佩玲 Lim Pei Ling 

010-

3814847 

chris-

tinelim511@gmail.com 

宣传（副

） 黄丽晶 Ooi Lay Jing 

016-

5124903 jing_ooi@yahoo.com 

宣传 陈盈意 Tan Yin Yee 

014-

6503534 febbiecc98@gmail.com 

 

舞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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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姓名（中

） 姓名（英） 电话号码 电邮 

组长： 雷顺贤 LUI SHUN XIAN 

016-500 

8170 

luishunxian@hot-

mail.com 

副组长： 黄琲鈊 LEONG PEI XIN 

019-517 

0221 

leongpeixin21@gmail.c

om 

秘书： 黄奕凯 NG YIK KAI 

016-764 

2139 

nyk-6633@hot-

mail.com 

财政: 林诗珈 LIM SHI JIA 

016-947 

6098 shijia95@gmail.com 

总务:         1 洪启轩 ANG FU XIAN 

017-478 

7128 felixafx@hotmail.com 

2 黄丽霓 OOI LI NEE 

014-347 

2688 

reneeooi-1101@hot-

mail.com 

组委:              

1 徐埝钊 SEE NIAN ZHAO 

012-691 

7553 

nianzhao_25@hot-

mail.com 

2 陈嘉怡 TAN KA YEE 

012-581 

8781  leadkyee@gmail.com 

3 林美婷 LIM MEI TEENG 

010-379 

0971 

limmeiteeng@gmail.co

m 

4 伍丽枝 NG XING XING 

013-771 

0211 xxng95@hotmail.com 

5 杜翠瑜 TOE CUI YU 

016-484 

3830 

music-yu@hot-

mail.com 

6 房仲欣 

PEONG CHONG 

SING 

017-215 

6203 

peong.95@hot-

mail.com 

7 王冠朝 

JASON ONG KUAN 

CHOW 

014-683 

0168 jo661995@gmail.com 

8 王晓钏 ONG XIAO CHUAN 

014-303 

2013 

xiao_chuan95@hot-

mail.com 

9 张凯晴 CHONG KAI QIN 

014-307 

9886 qincheo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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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林兴实 LIM SING SHIK 

017-702 

8803 

singshik95@hot-

mail.com 

 

辩论圈 

职务 

中⽂姓

名 英⽂姓名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圈长 谭仲伶 

THAM ZHONG 

LING 

012-

5555739 zl.tham1314@gmail.com 

副圈长 叶洁怡 YEAP KEAT YEE 

016-

5385058 keatyee1106@gmail.com 

财政 陈姿廷 

CHIN CHEE 

TENG 

016-

8261127 genoviacct@gmail.com 

⽂书 黄姚雯 WONG YAO WEN 

010-

4607398 yvonneyw@ymail.com 

总务 黄顺琪 OOI SOON KEE 

016-

4363557 oskeeooi95@gmail.com 

副总务 王永量 

ONG YONG 

LIANG 

011-

27668037 

yongliang010395@hot-

mail.com 

培训组组长 陈慧斌 CHEN HUI BING 

016-

9333173 

chenhuib-

ing1995@gmail.com 

培训组副组

长 黄贻琛 WANG YE SUM 

016-

5494950 

johnwys_1995@hot-

mail.com 

培训组副组

长 许嘉仪 KHOR CHIA YEE 

017-

4588685 mapleaf_cy@hotmail.com 

宣传组组长 胡煦卉 FOO XU HUI 

014-

9313569 fooxuhui@hotmail.com 

宣传组副组

长 陈芷蔚 

TAN JEANNE 

YWEI 

017-

9181676 zhiweitan1112@gmail.com 

宣传组副组

长 黄⾦渟 NG KIM THENG 

012-

4218365 

kimtheng_5365@hot-

mail.com 

智囊团正团

长 董佳慧 TANG KAR HUEY 

016-

4808329 karhuey9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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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团副团

长 陈咏咏 

TAN YUNG 

HYUNG 

014-

7586549 yung2549@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