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08校庆第八届中化行征信录 （恕不称呼）

RM 10000 1979同学会
RM 5000 中马校友会
RM 4800 洪贸易汽车银业有限公司
RM 4000 许国文
RM 3000 关雯鍏
RM 1000 余振辉 侯园南 黄潮智 张礼财已故王三
RM 500 谢松瑜 刘添辉 谢秋萍 鸿运生菓栈
RM 300 蒋璁江 杨瑞兴 冯增信 马鸿森
RM 296 陈静心 （新币100）
RM 200 卓上光金泉公司陈书平 蔡程瑛 林亚风 许思荣 王益华 巫宏治 魏宝玲 ANDY SOH

黄瑞胜 黄佩湘 黄瑞环 陈荣浩 谢健玲 杨益义 谢汝文 马婷蓉 陈松林 Sia Kian Leng

洪永明 黄丽珍 赖保霖 黄诗清 郑绮芳 谢世来 魏秀萍 邱智昕 Soh Kee Fei Pang Chin Kiak
RM 150 陈锦泰 黄守金 徐代荣 Low Boon Hong
RM 110 廖德荣
RM 105 杜伟豪
RM 103 有心人
RM 100 杨子伦 余昌瑞 黄杰颖 洪维盛 郑秋云 郑秋红 梁意宝 刘秀枝 张闓婷 黄子健

陈清标 施锦坤 沈家明 魏成赞 张振木 郑清合 余凯晟 林丽兰 陈  宇 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张碧芳 周俊贤 梁美云 林玉宝 林浩杰 陈泉南 杜秀珠 骆俊旗 颜锦铨 林欣洁

方俊庆 谢玉坤 李保健 罗再祥 罗亚坤 陈耀财 罗懿涵 罗宇田 王国安 罗楷熙

谢荣胜 林佩丽 郑芳建 陈雨水 林绿诗 林绿萍 陈祥灯 林国豪 李燕玲 陈国川

胡春明 汪美玲 卢再发 饶素娇 钟金汉 钟顺富 钟顺贵 钟顺吉 刘小燕 杨财宝

吴柔莹 吴美玲 吴伟华 刘懿文 吴竤本 谢政恩 陈绍桦 许悦隆 庄金标 叶时惕

林照峰 林义峰 萧庭威 黄诗聪 谢振隆 黄姿菱 黄诗传 蔡慧琴 沈晓初 翁碣石

福名氏 谢健玲 谢丽英 吴筠彦 何书蕙 Yenn 周文兵 张桂敏 张桂霜 已故张春英

黄祖伦 蔡惠莲 章慧玲 黄爱莉 黄冠文 张玉珠 颜丽春 许詠娴 林国智 林秀娟

梁凯杰 白志明 白俊明 邢培艺 黄瑞洲 白玉芳 颜旖蒓 辜馯富 福名氏 辉荣贸易

吴锦明 林芳翔 林丽兰 汪道蓉 林思雅 潘剑勝 方俊庆 蔡晨宇 徐铖家 黄荣辉

黄桂兰 谢素馨 谢鸿杰 郑水仙 吕华新 颜美云 许国伦 陈明建 Laurece Toh Kim Geock

马希龙 戴来锦 汤文隆 郑启福 马汶兴 马文志 马希光 谢子康 曾志权 Angela Chua

Tow Yeu En  Tey Chia Xin  Ng Tzy Lin  Ng Geak Sim  Dayang Nor HafidaRandy Beh Dobson Beh

马文斌 张扬兴 谢美华 陈梦云 谢有全 谢有光 梁  年 陈汶溢 A.C.TOK  Y.J.HENG

陈金德 刘良萍 陈玉凤 谭德兴 陈素琴 黄献成 张彩微 刘依玲 吴伟华 刘懿文

颜振忠 郑水源 侯建成 杜春如 陈宝兰 刘成义 吴桂美 许光福 蔡渭光 Andres Tan  

蔡来源 沈成家 张家智 吴庭俊 江嘉珑 许莉月 瞿庆堂 谢双春 林丽霞 余顺来

陈沭兰 吴晖阳 黄玉春 陈美玲 陈云思 陈天宝 林慧娟 汪美薇 福名氏 Ong Bee Lin 

张金兴 张玉莲 陈晓慧 戴立荣 陈翠芳 蔡贤棋 颜长骅 陈金瑛 张志伟 My Box Sdn Bhd

颜文义 周丽明 陈维川 余素月 黄志勤 叶时警 周敏敏 许悦来 廖溦绫 Ng Peng Hoon

林松正 陈俊荣 郁大卫 陈惠娥 潘煜伟 马希龙 林宇韩 林松川 郑荔平 Ong Kwan Wee

施欣莹 黄春荣 蔡东和 侯联福 叶晓琴 张芳豪 张宝德 温雅叶 老夫子 Lim Tee Der

薛忠汉 彭永华 谢丽锦 翁婡娣 张忠利 骆子文 郑才谨 赖丽脩 Trina Lee Shin Yng

陈   铁 林义峰 林照峰 刘宜春 刘祥鹏 杜生中 连美燕 苏梅花 Irene Loi Tan Lay Chia

许悦来 张天实 张天菘 张丽娟 张丽雯 陈小巧 郑美湖 容巧芸 王俊渊 Tan Boon Yik

黄晓萍 林抒祯 梁齐渊 黄运永 郑文升 沈木坤 陈金媖 张桥鸿 Zhi Xing Chua Siew Kem

吴玉春 冯静琪 黄宝华 谢清菊 陈金木 姚雅木 颜如妮 辜良光 Sherine Peng Cheng Keng

李永中 郑振和 颜永良 叶鏸莲 郑文升 林廷珍 何启庆 黄敬湶 陈俊文 魏德友

谢添辉 辜金强 施由锭 黄铃娜 江佳玲 林秀珍 余慧婷 方纯权 周振泰 蔡婕妤

凡在“中化行募捐卡”内，捐款达马币一百令吉或以上者，为扬仁风，兹抄录其芳名于下。如有错漏，请即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