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10年：新式教育，尚武精神

19
12

在华人最高社团——胡椒甘蜜公局
及各领袖的筹划下，组织董事会，
合并私塾，购砂香街马来人高脚亚
答屋为校舍，设立七年制中华小
学。学生约80人。

19
15 首届高小生毕业，毕业生共4人。

19
17

扩建及翻新校舍，租三马路民房为
暂时上课之所，后广东会馆落成， 
慨允借用。

19
18

女生渐多，乃就三马路民房分办女
校，命名为“化南女校”。车德源
牧师先代掌校，首任校长周美玉。

19
19

 

华商局董事会郑文炳、张顺兰、蔡
廷瑞等8位先贤呈函柔佛苏丹，希
望苏丹支持，麻坡华社建立华人女
子学校。校长毛鼎言，出版《麻坡
中华校报》，推广新思想。

19
20

 兴建中华新校舍（四维堂） ，由陈
嘉庚先生亲自设计图样，建费8万
余元。

20年代：兴办中学，声名远扬

19
22 化南女校首届高小生毕业。

19
23

中华新校舍（即今四维堂）落成，
当时被誉为星马学校杰构之一。化
南开办简易师范班以栽培师资。中 
华、化南两校正式向政府注册。中
华学生367人，教师16人。化南学
生200人，教师9人。

创校前夕时代背景

19世纪末华人从中国大量移民到马来亚。当时，来到麻坡的华人以潮州人最多，
闽籍次之，客粤、琼籍又次之。为了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各籍人士各自设立私塾，
以方言教授其子女，此为麻坡华文教育之滥觞。麻坡华社先贤受孙中山提倡新思潮影
响，合并私塾，创立新式学堂。

中化中学简史

19
24

聘 方 之 栋 掌 校 ， 7 月 ， “ 中 华 学
校”正式开办初中。时为南马唯一
华文中学，北自南暹，南至印尼，
负笈来此就学者，络绎不绝。

19
26 出版校刊《新月》，扩充图书馆，

本校图书馆由是始略具雏形。

19
27 中华首届初中毕业生10名。

19
28

李适生出任校长，精通英语，适诗
圣泰戈尔访麻坡，充当翻译，令英
人刮目。五月爆发济南五三惨案，
创校功臣刘静山奔走筹赈，积劳成
疾病逝。

19
29 化南开设初中班，校长朱亚照。政

府赠送峇吉里化南校地。

19
30 兴建化南楼（课室10间）。翌年

竣工。

30年代：师生董事救亡筹赈

19
32

董事会总理制改为委员制，先后任
常务委员有张开川、颜逈华、罗美
东、郑友专、李天赐、黄秀山、林
彬卿等。化南女校首届初中毕业生
10名，出版毕业刊，校长文曼魂。

19
33 陈兆魁掌校，出版校刊《麻中校

刊》。

19
37 黄芳奎掌校，出版校刊《麻中生

活》。

19
38 化南女校成立星马华校最早女童军

团。



19
39

年
两校学生激增，在四维堂之东兴
建九思楼（二层楼建筑共有16间课
室）。胡文虎访麻，捐献1万3千余
元。武汉合唱团到麻坡演出筹赈，
董教全力筹赈抗日，学生上街卖花
募捐支援抗战，学生、校友多人投
入抗日后援会。

19
40

年 初中毕业生愈众，为便利学生升学
及提高华文教育水平，中华增办高
中，收男女生。

40年代：黑暗时期，痛失精英。
战后复校，易名中化。

19
42

日军占领马来亚。中华学校操场变
成麻坡“大检举”场地，百多人遭
屠杀。学校痛失英贤，董事会重要
领导人遭日军杀害。四维堂及化南
楼被日军一三五六部队占用，九思
楼变成日文学校。两校被迫停办。
本校文物文献荡然无存。

19
45

8月，马来亚光复。校友发起组织复
校委员会，分工合作、克服万难，
两校于10月复办，且合并改称为“
中华化南学校”。陈人浩任校长，
刘抗出任教务主任。和平初期，经
费困难，教职员只领车马津贴。

19
46

两校所需经常费浩大，校友议决交
由中华公会接办。沈连城、林照
英、陈时试等任董事会常务。 7月
复办中学部，易校名为“中化中小
学”。全校学生2千7百余人，教职
员84位。启智书报社借用中化课室
开办启智夜学，收容失学青年。

19
47 复办高中，学生只有6人，半年后

停办。

19
48

学生日增，课室不足，成立以林照
英为首的建校委员会，筹款兴建新
校园。

19
49

购置丹绒仲尼路15英亩校地。遵教
育局谕，成立中化中小学董事会，
第一任董事长为陈时试。

50年代：丹绒新校，教育法令威胁

19
50

  建校委员会主席林照英病逝，年底
建委会重组，由林振水任主席，加
速兴建丹绒新校园工作。

19
52

受柔佛教育局委托开办高师班。
出版校园刊物《嫩芽》。 丹绒校
舍动工。

19
53

严元章博士任副校长。仲尼路（15
英亩）新校舍8月落成（二层楼校
舍一座，课室32间），9月中学迁
入新校舍上课。小学部接受政府薪
金津贴。

19
54

   

复办高中。

19
55

陈人浩担任小学部校长，刘在川任
中化中学校长。中小学分开办学。
在刘校长任内，领导师生课余轮值
劳作，筑成校舍前之足球场及教师
宿舍前之花园，并由师生捐献，建
筑洋灰羽球场两座。学校开始教授
马来文。

19
56

“火炬运动”影响华小前途，董事
会于四维堂召开适龄儿童家长大
会，向家长解说登记就学的重要
性。学生响应教总号召，下乡宣传
华人子弟登记读华校。王秀南为中
学校长，将雨盖操场改建为双层，
楼上为图书馆，楼下为办公室。推
行全校童军制。首届高中毕业。小
学划分为第一小学（即中华原址，
校长为王昌益）及第二小学（化南
原址，校长为黄河）。

19
57

 

华文中学受促改制，面对变质危
机。11月爆发学生反改制大罢课。
购阿都拉曼路7亩校地，兴建中化
第三小学。

19
58

年
  

徐其礼掌校，中学校园内之红泥路改
为柏油路。小学接受政府全部津贴，
改为标准型小学，并分为五校（中化
一小A校，中化一小B校，中化二小A
校，中化二小B校及中化三小）。



19
59

另组小学董事会，从此中小学行政
完全分开。毕业班捐献经费，建八
角亭。

60年代：独中首10年，凄风苦雨

19
60

林鸿图掌校，学生人数达1813人顶
峰。是年，三座沙地篮球场改建为
洋灰篮球场。首届南大毕业生成为
师资生力军。马来亚联合邦独立督
学团于5月莅本校视察四天。

19
61

  
 

政府力促华文中学接受改制，成为
国民型中学，否则不予津贴。董事会
广发传单，征求意见；7月2日于四维
堂召开大会商议。大会压倒性通过“
不接受改制”议案，续办独中，并
成立经济委员会，广征月捐，教师减
薪，开源节流，应付经济难题。刘祺
裕创立旅台麻坡中化同学会。

19
62

  

本校不接受改制而成为独立中学，
郑泰阳掌校，身兼三职，负起艰辛
任务。可是学生人数逐年下降。出
版《中化半世纪》纪念刊。小学改
为国民型小学。

19
66

   

兴建大礼堂（光前堂）。李氏基金
以一对三的方式赞助建馆。

19
67

  

大礼堂落成。7月1日本校董事会获
准注册为非盈利有限公司。

19
68

  

出版《中化校闻》，让各界了解中化、
支持中化。因经费问题，仅出版五期。
颜清龙当选董事长，翟文智任校长。中
化被指学生涉及“颠覆活动”，部份
学生涉嫌派发激进内容传单事件，
警方介入，扣留数名师生调查。毕业典
礼取消，数十学生勒令停课离校。

19
69

学生人数仅850人，乃成为独中后
学生人数最少的一年。获李氏基
金赞助，成立助学金委员会。当
时，11名学生受惠，11月，董事会
成立校务小组及经济小组。

70年代：逐步复兴，参加统考

19
70

罗微光为代校长，7月委为校长，
以“入学宽、出学严”为原则，推广
学生文娱会及学会活动，提高各科程
度，学生人数回升，举办首届校友回
校日。董事长为拿督刘金钟局绅。

19
72

庆祝创校60周年纪念，举行盛大运
动会和爱校献金运动。中小学分别
出版《中化六十年》纪念特刊。麻
坡中化校友会成立并捐献6千余元
建中化校门牌坊。

19
73

 

兴建视听教育馆。雪兰莪州中化校
友会成立，首届会长蔡立芝。

19
74

   
学生人数增至1617人。

19
75

   

418名学生参加董教总主办高、初
中统考。设立清寒助学金。

19
76

视听教育馆落成，为感谢拿督郑
镜鸿先生与丹斯里李延年博士捐
献巨款，将语言中心命名为“镜
鸿室”；视听课室命名为“延年
厅”。图书馆迁至视听室二楼，教
师办公室楼上改为课室。

19
77 庆祝创校65周年，发动师生爱校献
金活动，筹得总额2万3千余元。

19
78 教师单人宿舍前之工艺与家政课室

建竣启用。

80年代：电脑教学起步，赴国外
深造者日增

19
80

李云溪掌校，沈哲初校友捐雨盖走
廊“人浩廊”。主办首届“柔甲独
中军铜乐队观摩会”。

19
81 董事会发动百万置业基金。

19
82

举办第一届“中化行”筹得百万置业
基金15万余元。举行千人宴。出版
《中化70年》特刊分中小学两册。出
国深造校友61位，占毕业生的65%。



19
84

举办第二届“中化行”筹得14万余
元，充教学设备基金。在校舍二楼
之上增建图书馆。视听教育馆两旁
增建12间教室。

19
85

  

新建图书馆（前座校舍二楼之上）
建竣，第二学期启用。

19
86

 

王志荣任董事长，视听教育馆两旁
新教室（12间）启用，并在视听教
育馆上面加盖一楼成为三层楼，设
置阅览室、会议室及电脑教室。《
中化校闻》复刊 。柔南区中化校友
会成立，首届主席方逸光。

19
87

举行第三届“中化行”筹募教育发展
及兴建学生宿舍基金。开办学生宿
舍，由工艺室装修为临时学生宿舍。
男女寄宿生30人。高中授电脑课。

19
88

设立辅导处。综合性文艺刊物《
嫩芽》复刊，取名为《初绽的季
节 》 。 南洋商报为本校主办“十
大歌星义演”筹获教育基金28万余
元。本校与校友会假中化一小举
办“认识中化展览会”。

19
89

刘春源任董事长，推动兴建学生宿
舍大楼。由于学制改变，90年的新
学年在1989年12月4日开学。是年
扩建及维修教师宿舍，由副董事长
林添禄个人出资扩建教师单人及家
眷宿舍，并报效单人宿舍之扩建材
料。设立中化清寒助学金基金。77
周年校庆，举行开放日、展览会和
恳亲晚会。八角亭易名为“弦歌
亭”。推行初一新生编班测验。

90年代：提升素质，加强竞争力

19
90

5月2日，拿督郑镜鸿慨捐十二万五
千元，特将图书馆命名为“郑镜鸿
图书馆”。5月26日，龙合集团创
办人刘龙耀，将其八十岁生日收到
的廿五万元贺仪设立信托基金，每
年提供若干份助学金供清寒学生申
请。是年为筹募学生宿舍大楼基
金，第二次举办十大歌星义演，筹

获两百多万元。11月1日李云溪校
长荣休。1990-91年度，新校长为
潘永昌。

19
91

 本校与马来西亚艺术学院签约，翌
年开办高中商业美术设计班。9月
14日，潘永昌校长呈辞，董事会在
10月5日委陈苏弟任代校长。

19
92

创校80周年纪念，举办万人宴，出
版《中化80周年特辑》校刊。开办
高中美术设计班，刘龙耀学生宿舍
大楼于8月启用。10月，陈苏弟出
任校长。卖面老伯李述禹热心支持
中化，荣获林连玉精神奖。

19
93 辜天祥出任董事长。首办“中化新

春团拜” 。
19

94

设置电脑行政网络系统。首办家长
日及第一届高中美术设计班美展。
麻坡中化校友会会所开幕。

19
95

本校刊物《嫩芽之六》于星洲日
报“学海杯——全国中学华文刊物
观摩赛” 中荣获最佳刊物奖。

19
96

首办慈善市庆祝创校84周年。凡初
中统考成绩优异学生获高中三年学
杂费全免（8科A者）或半免（7科A
者）。是年成立中化网页。

19
97

新学年恢复在一月开学。是年首
次将学生品行、课外活动成绩列
入学年总平均计算，调整各学科
在总平均中所占的比重，以点数
代 替 节 数 ， 促 进 学 生 全 面 的 发
展。举办第四届“中化行”筹募
教育发展基金。11月，陈苏弟校
长 呈 辞 。 新 加 坡 中 化 校 友 会 成
立，首届主席林鸿图。

19
98 蔡淦川出任校长。

19
99

麻 坡 留 台 同 学 会 捐 献 7 万 元 重 建
中 化 校 门 。 7 月 刘 文 源 荣 任 董 事
长，12月蔡淦川校长荣休。年杪举
办“迎庆千禧，开拓华教新纪元”
千人宴，筹获一百万元教育基金。



21世纪：才能培育，迈向国际
20

00

关莲意担任校长。88周年校庆举办
慈善市及马来西亚华教史料展。复
办常年运动会，邀请中化五小参加
部分项目。首届环球中化校友嘉年
华会在北京召开，决定成立陈人浩
教育基金。

20
01

 89周年校庆，举办恳亲晚会，邀请
五小呈献节目。全校建筑物大事粉
刷，耗资约10万零吉，全校师生发
动募捐，筹款6万余零吉，不敷之
数由董事会支持。

20
02

提出“才能培育，迈向国际”口
号，举办处处剧场、人文荟萃展姿
彩、生活广场、万人宴四个系列活
动热闹庆祝创校90周年。万人宴筹
得3百33万令吉置业基金。中化出
资，启智会堂（原址）出地，合作
兴建7间店屋，互惠互利，中化分
得4间。第二届环球中化校友嘉年
华会在母校中化中学举行，同时举
办陈人浩书画展。

20
03 黄楚绵出任董事长。中马中化校友

会重新注册获批准。

20
04

中化启智联建店屋竣工。筹募百万
基金兴建科学楼。举行第五届“中
化行”。

20
05

庆祝93校庆，办“全国独中成果
展”邀请全麻县华小生参观。举
办“慈善市”售固本获义款15万零
吉。图书馆增设冷气；设教师资料
室。麻县华青团捐3万令吉兴建椰
林大道交通岛地标。关莲意校长年
底退休。

20
06

陈苏弟任校长。庆祝创校94周年，
举办千人宴筹募扩建礼堂基金，筹
得150万令吉。本校与全能资源有
限公司进行多媒体网络英语教学课
程之签约仪式。

20
07

  

庆祝95周年校庆举办校友回校日、
慈善市义卖会、校友书画摄影作品
展、校友三人篮球赛。第三届环球
中化校友嘉年华会在香港举行。

20
08

张庭坚科学楼落成。创校96周年，
举行千人宴，筹募百万清寒助学
金，筹得300万令吉。

20
09

  

陈维武出任校长，创校97周年校庆
活动主题“中化心·社区情”，推
展社区服务和环保运动。拿督辜金
强出任董事长。

20
10

  
 

庆祝创校98周年举办慈善市，筹获
25万令吉，在校门口设立“电子看
板”，以为中化百年校庆开始倒数
计时。第四届环球中化校友嘉年华
会在新山盛大举行。陈维武校长提
出办学新理念和使中化成为学生2
千人中型独中的目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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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辜金强董事长领导下，发动筹
募“百年中化建校基金”运动，兴
建四层楼教学大楼及综合大楼，
迎接百年校庆。举行第六届“中化
行”。7月，欢庆创校99周年，设置
中化校史文物馆，举办校友回校日。

20
12

世纪大楼（5层，含课室、会议室
及活动中心）建竣，学年初启用。
提出“世纪扎根· 百年树人”标
语。举办“为中化写一首歌”词曲
创作比赛、麻坡老行业及老建筑历
史考察活动、绿色生态地图、艺术
节、校史·老麻坡·艺术交流展、校
友回校日、踩街、万人宴等系列
活动盛大庆祝创校100周年。“踩
街”及“万人宴”最受全麻华社及
校友瞩目与关心。万人宴“百年中
化建校基金”成功筹得超过2千500
万令吉，创下全国独中筹款辉煌
纪录。出版《百年纪念特刊-中化
历史长河》（上册）及《回眸·中
化》百年图片辑。



20
13

学生人数突破2000人。101校庆举
办〈麻麻我爱你〉社区服务活动。
出版《中化历史长河下册——独中
风雨五十年》及《中化100周年特
辑（2008－ 2012）》。12月，多功
能活动中心奠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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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敏敏出任校长，10月呈辞，董事
会委陈维武代掌校政。102校庆办
〈读书最乐。为善更佳〉慈善市义
卖会，筹获38万余。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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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武任校长。103校庆举办第7届
〈中化行〉，筹募太阳能建设基
金，筹获37万余。9月原位于前座
教室三楼“郑镜鸿图书馆”迁入陈
金基多功能活动中心“刘在川图书
馆”。郑镜鸿图书馆服务学子们30
年后走入历史，前座教室三楼改造
为英语教学中心。

20
16

彭进财任校长。104校庆举行陈金
基多功能活动中心与丹斯里拿督张
愈昌及潘斯里拿丁程赛菊世纪楼开
幕典礼，举办〈汇剧~学生团体汇
演〉、〈麻坡艺术先驱~刘抗与陈
人浩书画文物展〉、〈声临奇境~
台湾汉霖说唱艺术团友情献演〉、
〈故乡的印象与幻想~长笛与钢琴
音乐会〉、〈好一朵茉莉花Yasmi-
nAhmad电影欣赏〉、〈雨树音乐
会〉、〈校园装置艺术比赛〉、
〈大型书展〉、〈校史馆及图书馆
开放导览〉等系列活动，推动校园
及社区人文艺术。为了让学校的校
务更加灵活推展，各处室运作更能
发挥功能，今年成功成立了第一
届“麻坡中化中学志工”，共有
志工29人（对象以在籍学生家长为
主）。

20
17

105校庆举办〈非同簧响〉笙音乐
会、〈105爱中化义齐跑〉、〈105
书画家现场挥毫〉、〈绳骑大马，
千里筑梦〉之旅、〈全校师生作品

展〉、〈宋代文化大观〉教育展、
〈定格105〉、风车制作、〈千人
宴〉等系列活动，〈千人宴〉获得
坡众及校友热烈响应筹得750 余万
教育基金。第六届环球中化校友嘉
年华会〈一日中化人。一世中化
情〉在母校举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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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新教师办公大楼开始启用，此
大楼为原有的教师办公室顶楼加盖
6间英语课室及办公室。主要为了
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增加教学空
间及活动空间，此楼与三栋教学建
筑相连接，让师生们取道更方便，
省时省力，并采用新颖的通风与采
光设计，达到环保的设计构想。工
程耗时一年，耗资了150万令吉。
本校宿舍建设至今已有27年的历
史，目前的设施与室内家居已成
旧，部分设施也无法让宿舍生带来
生活上的便利，有鉴于此，董事部
于2018年底决议耗资60万整修宿舍
厕所、浴室及学生卧室，除了卧室
家居重新更新，墙壁重新粉刷，
提供冷气设备，因此，2019年开始
宿舍提高至RM330（包括洗衣费
RM40及膳食费RM90），基于这项
决定有些许的突然，董事部决定提
供有须要的宿舍生宿舍补助。

20
19

校友蒋璁江出任第19任校长。中化
创校107周年举办“情牵香妃人，
缘聚中化心”为主题的慈善市，学
生推售股本筹得56万令吉，共筹获
86万令吉，创新高。
董事会召开第36届董事会复选会
议，署理董事长谢才观众望所归，
当选第14任董事长，林福赞担任署
理董事长。
今年进行校内三个篮球场加盖工
程，耗资250万令吉，工程费由龙
合私人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刘裕汉赞
助。篮球场将架设400仟瓦特的太
阳能发电设备在球场屋顶上，日后



每年将可为学校省下20多万令吉的
电费。太阳能系统是由校友拿督刘
康捷与台湾知名科技企业大同集团
联合捐赠，一套价值百万令吉，为
母校达致减碳与节能两大成果。
此外，教师办公室周围，原本是两
块羽球场，经过去年教师办公室大
楼的整修，羽球场已经毁坏不堪，
不宜使用。校方决定进行美化工
程，让师生能在课后，有更美丽和
舒服的环境，进行阅读、请示及讨
论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