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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组织结构图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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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届（2018年–2021年）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全体委员会第25届（2018年–2021年）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全体委员会

主席  ：陈大锦

署理主席 ：王超群（任期至2020年12月28日止）、谢立意（任期自2020年12月29日起）

副主席    ：陈友信、谢立意（任期至2020年12月28日止）

秘书长        ：黄再兴（任期至2021年12月4日止）、庄俊隆（任期自2021年12月5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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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吴小铭（任期至2021年12月4日止）、杨安山（任期自2021年12月5日起）

副秘书长     ：陈清顺

教育主任     ：陈友信

常务委员     ：方俊能、郭荣锦博士、张喜崇博士、廖伟强、庄俊隆（任期至2021 年6月5日止）、

               黄良杰、彭忠良（任期至2020年12月28日止）

委员       ：李官仁(任期至2021年4月18日止)、杨应俊(任期至2021年12月4日止)、李添霖(任期

               至2021年12月4日止)、杨菊明(任期至2021年12月4日止)、林锦志(任期至2021年12

               月4日止)、黄博谆(任期至2021年12月4日止)、罗志昌(任期至2021年12月4日止)、

               陈友信(任期自2021年12月27日起)、黄良杰(任期自2021年12月27日起)、李兆祥(任

               期自2021年12月27日起)、李添霖(任期自2021年12月27日起)、林湧斌(任期自2021

               年12月27日起)、颜登逸(任期自2021年12月27日起)、叶光威(任期自2021年12月27

               日起)、黄再兴(任期自2021年12月27日起)、罗志昌(任期自2021年12月27日起)、萧

               汉昌(任期自2021年12月27日起)、李毅强、李金桦、黄孝居、方良妹、叶宗元、郑

                  文牍、苏进存、曾贤瑞(任期至2020年5月18日止)、罗洪贤(任期自2020年6月30日起)

               、王仕发(任期自2020年12月29日起)、董荣山(任期自2021年2月9日起)、陈绍厚(任

               期至2021年1月8日止)、洪进兴(任期自2021年1月9日起)、陈庆地博士、林忠强博士

               、莫泽林、吴建成、谢松坤博士、张永庆博士、韩慧敏博士、黄祯玉博士、王桢文

备注：备注：

董总代表     ：第31届董总中央委员会（任期至2021年12月4日止）

               陈大锦，黄再兴、吴小铭、李官仁(任期至2021年4月18日止)、杨应俊、李添霖、庄

               俊隆(任期至2021年6月5日止)、黄良杰、杨菊明、林锦志、黄博谆、陈友信、罗志昌

               第32届董总中央委员会

               任期自2021年12月5日起 ：陈大锦、庄俊隆、杨安山

               任期自2021年12月27日起：陈友信、黄良杰、李兆祥、李添霖、林湧斌、颜登逸、

                                       叶光威、黄再兴、罗志昌、萧汉昌

教总代表     ：谢立意、陈清顺、李毅强、李金桦、黄孝居、方良妹、廖伟强、叶宗元、郑文牍、

               苏进存、曾贤瑞(任期至2020年5月18日止)、王超群(任期至2020年12月28日止)、

               彭忠良(任期至2020年12月28日止)、罗洪贤(任期自2020年6月30日起)、王仕发(任

               期自2020年12月29日起)、董荣山(任期自2021年2月9日起)

委任代表     ：陈绍厚（任期至2021年1月8日止）、洪进兴（任期自2021年1月9日起）、陈庆地博

               士、林忠强博士、莫泽林、吴建成、谢松坤博士、张永庆博士、郭荣锦博士、韩慧

               敏博士、黄祯玉博士、方俊能、张喜崇博士、王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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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届（2018年–2021年）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常务委员会第25届（2018年–2021年）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常务委员会

主席  ：陈大锦

署理主席 ：王超群（任期至2020年12月28日止）、谢立意（任期自2020年12月29日起）

副主席        ：陈友信、谢立意（任期至2020年12月28日止）

秘书长        ：黄再兴（任期至2021年12月4日止）、庄俊隆（任期自2021年12月5日起）

财政  ：吴小铭（任期至2021年12月4日止）、杨安山（任期自2021年12月5日起）

副秘书长 ：陈清顺

教育主任 ：陈友信

常务委员 ：方俊能、郭荣锦博士、张喜崇博士、廖伟强、庄俊隆（任期至2021年6月5日止）、

                黄良杰(任期至2021年12月4日止)、彭忠良（任期至2020年12月28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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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届（2018年－2021年）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全体委员会属下各单位委员会第25届（2018年－2021年）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全体委员会属下各单位委员会

教育委员会教育委员会

学术顾问学术顾问

杜乾焕博士、张志敏、程介明博士、甄晓兰博士、何希慧博士、张奕华

博士、范信贤博士、达祖丁拉斯迪博士（任期自2019年9月21日起）、吕

佩橙博士（任期自2019年9月21日起）、陈德鸿博士（任期自2020年10月

24日起）

主任主任 陈友信

副主任副主任 黄祯玉博士

委员委员

方俊能、郭荣锦博士、张喜崇博士、庄俊隆、廖伟强、陈正锦、董荣

山、彭忠良、谢松坤博士、苏进存、张永庆博士、王桢文、吴建成、庄

琇凤、林忠强博士、陈穆红博士、尤芳达博士、刘荣禧、陈亚才、谢上

才、胡苏安博士、潘永强博士、曾桂安（任期自2019年4月14日起）、林

敏萍博士（任期自2020年10月24日起）、梁胜义、曾庆方

奖贷学金委员会奖贷学金委员会

顾问顾问 林忠强博士

主任主任 方俊能

副主任副主任 叶俊杰博士

委员委员

劳瑞友、叶茂和、赵添志博士、萧子鸣（任期至2021年1月8日止）、林

荣忠（任期至2021年1月8日止）、张家远（任期至2021年1月8日止）、

郑联华（任期自2021年1月9日起）、傅梓豪（任期自2021年1月9日起)、

李玉平（任期自2021年1月9日起）、林国元、蔡来宝、刘保信（任期至

2019年6月13日止）、赵启发（任期自2019年6月14日起、至2021年1月21

日止）、秦慧婷（任期自2021年1月22日起）、赖兴祥、曾飞焕博士、黄

福万、颜彣澔

统一考试委员会统一考试委员会

顾问顾问 何希慧博士

主任主任 郭荣锦博士

副主任副主任 李斯胜博士、张喜崇博士

委员委员 韩慧敏博士、林忠强博士、林美燕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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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课程委员会统一课程委员会

顾问顾问 王汉卫博士、范信贤博士、廖年淼博士

主任主任 张喜崇博士

副主任副主任 韩慧敏博士、许武琳

委员委员

李斯胜博士、王晓梅博士、庄华兴博士、李嘉玲博士、曹智诚、苏进

存、冯国超、陈玉丽、许志明、曾玉琳、罗洪贤、李惠中、沈志坚（任

期至2019年3月19日止）、林新裕、洪美枫、谢上才、刘荣禧、陆素芬、

郑惠蓉

教师教育委员会教师教育委员会

主任主任 庄俊隆（任期至2021年6月5日止）

副主任副主任 吴维城、张永庆博士

委员委员
李爱玲博士、黄祯玉博士、许梅韵、杨文轩、叶宗元、庄琇凤、郑文牍、

孙秀燕、吴明槟、黄瑞发、曾庆方

学生事务委员会学生事务委员会

主任主任 廖伟强

副主任副主任 王桢文

委员委员
卓玉昭、李健狮、廖国炜、李瑞安、熊雪娟、赖丽萍、陆慧莲、苏耀原、

陈志祥、郭秭嘉（任期至2019年9月21日）、颜彣澔

小型独中发展专案组（于2019年4月14日成立）小型独中发展专案组（于2019年4月14日成立）

主任主任 吴建成

副主任副主任 黄志伟

委员委员
庄织华、吴翠美、李健狮、卓玉昭、覃秀娴、李保康、胡依珊、黄祥胜、

陈绍厚、莫泽林、胡苏安博士、林顺康、梁育坚



组织

13

统一课程委员会属下各学科委员会（2021年）统一课程委员会属下各学科委员会（2021年）

1.华文科1.华文科

顾    问：王晓梅博士、黄琦旺博士、杨欣儒

委    员：陆素芬、刘慧华、许云竮、傅敏倪、卢荣成、锺露露

2.马来西亚文科2.马来西亚文科

顾    问：庄华兴博士、林天英博士、陈川林

委    员：严琴琴、黄献明、锺志强、林亚福、郑会琴、林秋廷

          Jamilah Binti Mahali、Mohd. Azlan Nasarudin 

3.英文科3.英文科

顾    问：林和平博士、祁毓里

委    员：李树枝博士、林达赋、王丽卿、吴小燕、Premlatha A/P A Krishnadas
          李金凤

4.数学科4.数学科

顾    问：陈庆地博士、张丽萍博士、郑章华博士、刘建华博士

委    员：姚和兴、苏民胜、林汶良、萧子良、张锦发、李鸿聪、陈玉丽

5.生物科5.生物科

顾    问：韩慧敏博士、吴文龙博士

委    员：江邦智、陈逸飞、卜一峰、陈艳彬、苏慧珊、郑慧敏、王亮宇

          

6.物理科6.物理科

顾    问：庄国文博士、谢上才

委    员：吴德安、傅蔷蓓、涂振兴、黄树群、陈陆东、陈子响

7.化学科学科委员7.化学科学科委员

顾    问：锺显耀博士、朱舜蓝博士

委    员：吴德和、李文豪、江凌宝

8.初中科学8.初中科学

顾    问：许瑛玿博士、倪慕敏博士、林燕美博士、张勇尊博士、马诗杰博士

委    员：张惠洁、谢政儫、杨玉清、林祺业、黄顺国、郭子义

9.高中科学9.高中科学

顾    问：倪慕敏博士、林燕美博士、张勇尊博士、马诗杰博士、曾飞焕博士

委    员：江凌宝、黄顺国

10.历史科10.历史科

顾    问：安焕然博士、廖文辉博士、王淑慧博士、陈亚才、李宝钻博士

委    员：曾玉琳、林宝玲、林木胜、雷远育

11.地理科11.地理科

顾    问：陈国川博士、林圣钦博士、白伟权博士、黄燕仪博士

委    员：林志强、黄慧韵、蔡顺程、刘筱宝、林爱莉、黄瑞泰、陈健勇、邹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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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术科12.美术科

顾    问：林文昌、李明堂

委    员：锺伟琪、陈珠明、谢金聪、李增注、吴清海、谢志强、吴秀菲、洪俊豪

13.商业学科13.商业学科

顾    问：拿督蔡兆源、林昌平、李嘉玲博士

委    员：尤淑容博士、谢颜嬨、张志超、陈钎盛、陈颖毅、刘玉琳、刘兼阀

14.会计学科14.会计学科

顾    问：曾子康

委    员：詹文龙、苏婷凤、陈润清、朱伟杰、冯慧盈、江秋严

15.经济学科15.经济学科

顾    问：蔡维衍博士

委    员：尤淑容博士、郭天平、萧子云、黄金沙、林继豪

16.电脑与资讯工艺科16.电脑与资讯工艺科

顾    问：颜淑女博士

委    员：林志高博士、赖俊雄、孙漍坚、王国宝

17.音乐科17.音乐科

顾    问：陈重仁博士、洪美枫博士

委    员：陈子虔博士、苏珊珊、李丽芬、王美颐

18.电机电子科18.电机电子科

顾    问：杨尚霖博士、萧敏学博士、陈宏昇

委    员：黄胜源、林新裕、李宝娉、廖中华、黄敬杰

19.汽车修护科19.汽车修护科

顾    问：曹志成

委    员：陈永耀、卢赋钊、李国君

20.美术与设计科20.美术与设计科

顾    问：郭世谋、曾启雄

委    员：高秉益、许湫竣、谢爱昀、李富高、吴秀梅、陈志铭          

21.餐饮管理科21.餐饮管理科

顾    问：林玥秀博士、王美蓉博士、陈紫玲博士、林秀熏博士、杨帆博士、江敏慧博士、叶连德博

          士、杨昭景、刘秀慧、陈宽定、廖汉雄、屠国城

委    员：郑章沛、刘惠玲、林丽文、吕锦泰、陈颖达

22.通识科22.通识科

顾    问：李明璁博士、陈中和博士、黄祯玉博士、陈鸣诤、黄益中

委    员：刘淑娴、黄翠妮、陈润松、朱键鸿、许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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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社会科学（辅导活动）科23.社会科学（辅导活动）科

顾    问：郭富美博士、赵淑珠博士

委    员：熊雪娟、刘健顺、李晓芬、马慈真

24.社会科学（公民教育）科24.社会科学（公民教育）科

顾    问：陈穆红博士、叶瑞生

委    员：黄翠妮、许顺业、徐亚烈、杨再伦

25.表演艺术与生活科25.表演艺术与生活科

顾    问：洪美枫博士

委    员：刘杰仁、刘家荣、林保旭、苏珊珊、李丽芬、陈淑真、范立信

26.体育与健康科26.体育与健康科

顾    问：林敏萍博士

委    员：梁生永、苏耀原、郭勋莱、洪玮廷、颜诒胜

27.校本课程27.校本课程

委    员：张喜崇博士、苏进存、谢上才、冯国超、罗洪贤、陆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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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事务委员会各小组委员（2021年）学生事务委员会各小组委员（2021年）

1.辅导工作小组1.辅导工作小组

召集人  ：熊雪娟

委员    ：林明申、蔡秀琴、陈永净、刘健顺、郑雅君、马慈真、许汉顺

2.训导工作小组2.训导工作小组

召集人  ：赖丽萍

副召集人：许达卿

委员    ：张文菁、黄耀弘、吴田伟、杜丽玲、高燕敏

3.联课工作小组3.联课工作小组

召集人  ：陆慧莲

副召集人：徐亚烈

委员    ：方年华、陈天龙、黄德成、刘沁柔、简爱明、李慧慧

4.体育工作小组4.体育工作小组

召集人  ：苏耀原

副召集人：梁振聪

委员    ：郭勋莱、洪玮廷、黄勤凌、余国伟、王英健、林志富、吴继亮、潘新融、

          苏爱云、颜诒胜、陈玉金

5.宿舍工作小组5.宿舍工作小组

召集人  ：陈志祥

副召集人：陈丽思

委员    ：姚春雪、高燕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