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山脚日新校史 

1918 1916 年大山脚阅书报社先贤与福德正神理事会协议, 将本埠巴刹街原有义学堂, 改制成新

式学校。经过两年协商与筹办, 终于 1918 年 3 月 2 日在义学堂原址正式开学, 创办日新小

学。校名曰“日新”, 盖取汤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正总理为朱步云, 聘杨自

修为校长。正式开学后,入学者达 80 余名。 

1920 杨自修校长去职, 饶逸群继任, 学生已有 100 余名。 

1921 杨自修校长复任, 华社反对英殖民政府颁布《学校注册法令》, 学校于双十节举行盛大庆

祝后停课。 

1922 朱步云蝉联正总理, 以开展览会及演剧方式筹募经费, 应付恶劣的经济状况，并添置图

书、标本和钢琴。聘杨芷芗为校长。第一届毕业生因停课而延至本年毕业。 

1924 因学子众多, 设分校于巴刹后之店屋内。 

1929 黄坚固当选正总理。杨自修校长离职。聘章一平为校长。半年后辞职。聘曾华丁掌校。

年底离职。 

1930 陈家怡任总理。聘黄镜辉掌校, 任期一年。 

1931 陈仁櫵任总理。聘朱少华掌校。未及一年, 病逝。由林绿野接任。学生人数激增, 教师多

达 16 名。校董商请福德正神理事会购得之横街 41 号三层楼及后座楼房, 作为分校校舍。 

1935 林源泉任总理。 

1937 朱步云再任总理。聘谢陶白掌校, 任期一年。 

1938 总理一职更名为董事长, 由黄坚固担任。聘王绍清掌校。日新开办筹备多时的女子部和夜

学, 巴刹街总校改为女子部。 第一届高小毕业生在此年成立校友会, 名下创办业余剧团, 委

任著名剧家王绍清, 也是本校校长担任剧务主任。聘陈淑英为主任。 

1940 许明火任董事长, 校长为许奕周。 

1941 陈文泰当选董事长。校长为林鲁生。12 月 8 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南侵, 掠夺校内设备, 

校务停顿。 

1945 日军投降, 学校复办。黄坚固为复办日新小学董事长及兴建新校舍之建委会正主席。大山

脚日新、马章武末启新、高吧三万华侨、榴莲径中英、打麻山培英等学校联合总称为中

华学校, 办于亚士顿路, 韩江公会后之牛奶袋厂内。校长为刘海乐。复办之始实施免费教

育 3 个月。 

1946 因学生人数众多, 为谋各校自由发展, 各校相继恢复原校名, 中华学校之统称成为过去之名

词。日新学校正式复办, 董事长由黄坚固担任, 校长为刘海乐。因学生就读者日众, 设分校

于新友学校。 

1947 聘沈星云为校长。 

1948 聘邓孟发为校长。巴刹街大伯公庙对面之旧校舍因新市政条例施行下被拆除。学生人数

激增, 虽有中正, 新友之增设, 仍不足容纳, 董事部遂议决购买亚士顿路黄九吉之地作为校

舍。 

1949 10 月 10 日, 日新、中正、新友学校合并。此日定为校庆日。福德正神会捐助一万二千元

购买亚士顿路五英亩半地为日新中学校舍。 

1950 创办日新中学, 开办初中。第一任校长为张公达, 董事长仍为黄坚固。第一分校主任为邓

孟发, 第二分校主任为刘海乐。 

1951 初中增至 4 班。建校委员会议决扩建校舍。由福德正神庙负责购买, 建校委员会多方劝募

建校基金。 

1952 17 间教室建竣, 建筑费共 15 万元。第一期建校工作告一段落。 



1953 1 月 12 日, 东校舍由林连登先生开幕。聘陈延进博士为校长, 为期三个月。温林鸣凤律师

为董事长。张公达校长因事辞职, 陈延进博士与副董事长吴志发先后接任、代理校长一

职。至五月, 聘蒋其焜为校长。 

1954 郭超南当选董事长, 聘邢鹤年任校长。初中已达 10 班、小学 39 班、教职员 70 余名、学

生 1,900 余名。 

1955 董事长郭超南病逝, 副董事长王谭清兼代董事长。 

1956 陈荣江当选董事长。因中小学班级激增, 建委会暨董事部加紧筹划第二期建校工作。 

1957 叶万尚接任董事长, 积极推动建校工作, 并认捐 7,000 元, 各界贤达, 纷纷响应。福德正神庙

捐献教室 5 间。大礼堂, 办公室, 两层楼 16 间新校室等建筑物, 在短短四年期间先后完成。 

1958 叶万尚当选董事长。开办高中 1 班, 其时初中班级增至 14 班, 小学部亦达 47 班。小学接

受全津。中小学行政因而分开。中学校长为邢鹤年, 小学校长为邓孟发。中学受部份津贴

者 11 班, 非津贴者 4 班。 

1959 福德正神会捐资建 5 间教室。埠众及全校师生另捐资建 5 间教室。10 间教室, 共耗资 7 万

余元。叶万尚出任董事长。高中一二年各 1 班, 初中仍为 14 班。董事部为使超龄生免失

学计, 乃招收初一年级两班, 于韩江公会新建之楼房作为教室。名曰私立日新中学, 董事长

由黄耀南担任。 

1960 叶万尚蝉联董事长, 个人捐资 7 千元建校, 得社会人士热烈响应, 数月内筹得十万元。建日

新中学办公楼、化学室、物理室、图书馆、音乐室、童军室、美术室, 是为第三期工程。

全校合计 25 班, 学生达 1,130 余名, 教职员 42 员。大礼堂与 6 间教室于 8 月兴工。 

1961 大礼堂及六间教室建竣。叶万尚蝉联董事长。6 间教室与大礼堂先后完成, 第三期建筑工

程已告完毕。10 月 7 日举行开幕, 请得连裕祥莅临剪彩, 同时检阅男女童军技术表演及团

体操。7、8、9 日举行游艺会, 观众人山人海, 可谓一时之盛。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校史 

1962 日新中学接受政府全津改制一分为二, 成为日新独立中学与日新国民型中学, 后者接受全

津, 校政正式分开。叶万尚众望所归, 当选为董事长, 聘请陈桐香为日新独中第一任校长, 罗

绍英为教导主任。高中两班借用福建会馆上课, 初中 10 班则在本校上课, 学生人数共 517

名。 

1963 福德正神会捐助 33,750 元, 购得武拉必六英亩地段。群策群力下, 建成日新小学新校舍。 

1965 日新小学迁入武拉必校舍, 分为 A、B 两校。董事部于亚士顿路甘榜哥菲创办日新幼稚园, 

聘请雷秀凤任园长。政府开始实施新教育政策, 取消小学会考, 初中生之来源突然断绝, 终

告停办。高中 4 班人数仅剩 118 名, 幸蒙福德正神会拨款资助, 始免负债累累。 

1969 聘请叶清山为本校第二任校长。第五期建设, 四层楼家政工艺室建竣。由叶万尚捐建 2 层, 

温毓堂及黄国安博士各捐建一层楼。 

1972 第六期建设为扩建日新小学六间新课室。 

1975 为响应及支持董教总与全国发展华文独立中学运动, 以尽维护母语教育, 发扬华族文化之

天职, 毅然决定复办初中。 

1977 董事会完成第七期建设, 此期建设将原来第一期所建之 17 间单层课室改建成三层楼，其

中包括 31 间课室、2 间工艺室、6 间科学室及 1 间视听室。本校终于开办初中一至高中

三, 成为一间完整的中学。 

1979 董事会进行第八期建设, 兴建一座四层楼校舍以应付日新国中的发展。 



1980 2 月 3 日, 五校董事长叶万尚不幸辞世, 叶府秉承其遗志, 捐献 3 万元, 并将亲友赙仪, 合计

7 万, 悉数用作“纪念叶万尚教育基金”, 提供助学金予品学兼优之贫寒子弟。董事部改选, 

郑奕南为众望所归, 荣膺独中、国中暨幼稚园三校董事长, 为教育事业, 再接再励向前迈

进。 

1981 第八期建校工程完成。 

1984 配合董教总办学方针, 正式采用董教总所编定的教科书, 参加统一考试, 也辅导学生参加政

府考试。 

1985 福德正神理事会会议议决每年资助本校 1 万 2 千元, 作为发展基金。服务了 21 年的叶清

山校长于 12 月辞职。 

1986 董事会于 8 月, 董事会聘请前任教导主任罗绍英为本校第三任校长。校闻一改过去与国中

共编的制度, 独立出版《日新独中校闻》。 

“纪念叶万尚教育基金”更名为“纪念叶万尚先生及夫人谢秀玉女士教育基金”，叶府亦将基

金数额增加到 10 万元。 

1987 首次举办开学典礼, 提升士气。借用福德正神会大厦三楼开设电脑中心。8 月 31 日举办

“日新独中行”, 筹款突破十万元, 增设“语言实验室”, 并首次举办文华节学艺展览会。 

丁卯年盂兰胜会协助本校筹款, 并让本校师生在坛前义卖福利彩票, 每年庆赞中元盂兰胜

会师生爱校筹款活动，由此起始。 

本校与国中分开举行毕业典礼, 恢复了独中的传统毕业典礼, 举行第廿三届高商和第廿七

届初中毕业典礼。 首次举行初中毕业典礼, 显示华文独立中学不是落第生收容所，意义深

远。 

1988 独中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 已达 1300 余名, 初一报名人数高达 450 名, 打破以往记录, 初一

开 10 班, 全校共开 29 班。首年征收学生献金以充实图书馆藏。举办新春醒狮义采, 筹获 4

万逾元。 

首次举行入学编班考试, 以录取 1989 年初中一新生。首次独立出版毕业刊。  

1989 高中部由商科增设理科班。学校规模日益扩大, 擢升陈素音师担任下午班主任。增建五间

新课室, 其中包括辅导室及美术室。办公室通往教室之走廊进行改建, 加阔及顶盖, 命名为

“文化走廊”。本校以“率先改革办学方针, 为北马独中的振兴立下榜样”获得第二届林连玉

精神奖。 

教长宣布将南美园 6.6 英亩空地以一元卖予日新国民型中学, 作为新校地, 第九期建校工程

开始进行。 

1990 独中学生人数约 1,600 名, 高中部 11 班, 初中部 24 班。举办第二届文华节学艺展览会。此

外，举办“精英文化义演”筹获 10 万元充作开办电子电工科经费。购买 25 台电脑供高中部

全面学习电脑课程。 

1991 正式开办电子班及商职班。学生人数约 1,800 名, 高中共开 12 班, 初中 25 班。董教一行廿

多人在董事长郑奕南的率领下, 赴中南马独中考察。 

1992 11 月 15 日, 日新国民型中学迁入南美园新校舍, 本校终于拥有自主的校园。此时, 本校学

生人数为 1,800 人。 

1993 日新幼稚园借用 13 间课室, 作为课室及办公室, 学生约有 500 名。日新国中搬迁后, 本校

学生增至 2 千余名, 教师共有 70 名。董事会积极展开十大教育建设, 朝向现代化的办学目

标启航。十大教育建设包括美化绿化校园、实施全日制、两间电脑室、现代化冷气图书

馆、视听教育馆、华乐室、展览馆、增添科学馆器材、三间美术室、五间生活技能科工

作室及重新规划行政区等计划。 

5 个团体慷慨捐献以支持本校的建设发展, 大山脚福德正神会捐献 10 万元, 获得以视听教

育馆命名; 威省布匹制衣百货商公会捐献 8 万元, 获得以图书图命名; 大山脚韩江公会捐献



5 万元, 获得会议室命名; 大山脚日新校友会捐献 5 万元, 以高中电脑室命名; 大山脚斗母宫

捐献 5 万元, 以初中电脑室命名。增设文新班及商美班。 

1994 积极增添各项软体建设, 包括师资之培训。学生人数近二千名, 高中共开 17 班, 初中 26

班。擢升庄琇凤担任副校长职。与吉隆坡国安学院联办纽西兰纽升大专会计与企业管理

课程。 

健力士英格市场有限公司为本校举办十大歌星义演, 筹募学生综合大楼基金, 使第一期筹

建学生综合大楼的款项达致 50 万元之预定目标。行政楼至敬爱楼天桥竣工。 

1995 成立家教协会, 第一任主席为黄维忠。 

1996 董事会成立教学媒体制作小组, 推行软体建设。积极推展行政电脑化系统。 

1997 出版人文花园里的《向日葵》双月刊。 

1998 本校建设网页并举行上网仪式。配合董教总推展教育改革号召, 全面推动教育改革, 落实

素质教育的目标。委派教师远赴中国辽宁盘锦实验中学考察, 学习中国教育家魏书生的教

育改革经验。7 月 30 日老总务伍百洽老先生及夫人辞世。董事会于 9 月 4 日推选副总务

兼策划小组主任拿督杨云贵填补总务之职。 

《日新独中校闻》更名为《日新独中校讯》。 

1999 推动素质教育, 以魏书生思想为主导的教育改革, 成立教改委员会。5 月家协组团南下巴生

出席魏书生的教改经验讲座会, 7 月主办魏书生教育思想研习营, 9 月董家教成员组“教育改

革进修团”到中国东北辽宁省盘锦市之盘锦实验中学考察。 

成立“纪念准拿督伍百洽先生暨夫人陈莲凤女士教育基金会”。 

2000 继续推展教改目标, 7 月及 8 月邀请中国辽宁盘锦市优秀教师莅校指导, 俾增强董家教员生

对魏书生教实践之共识。实施教师专业日活动。 

威省慈善组织联谊会举办慈善晚宴筹募“日新独中贫寒子弟贷学金”,并于 2001 年正式运

作。 

2001 9 月董家教组织“华东教育考察团”赴华东上海建平中学、太仓市立中学及无锡第一中学学

习考察。 

2002 增设 4 间多媒体课室, 以提升教学素质, 迈向资讯现代化之目标。董事洪金狮荣获第十五

届林连玉精神奖, 获奖原因为“开创“一日一角钱”的特殊储蓄法为日新独中筹款。15 年

来，从未间断。虽然行动不便，仍坚持到底，风雨不改，无怨无悔。” 

服务 16 年的罗绍英校长荣休。大山脚福德正神会拨款 100 余万令吉购置校园毗邻 1.55 依

格地段作为兴建学生综合大楼之用。 成立以董事长拿督郑奕南为首的“筹建综合大楼建委

会”, 积极展开建设工作。 

11 月 30 日与光华日报联办第 8 届 TC Boy 杯“全国旧曲重温总决赛”活动, 以筹募综合大楼

基金, 筹募成绩突破 100 万令吉的目标。 

2003 庄琇凤副校长出任第四任校长。本校与台湾 29 所科技大专院校签署谅解备忘录。架设互

联网宽频网路, 成为北马地区最早实现以宽频上网的中学。 

2004 设立教改办事处, 以朝向素质教育目标前进。 

2005 9 月 18 日, 综合大楼举行动土礼, 正式兴建自 1994 年以来开始筹建的学生综合大楼。大山

脚福德正神会捐献 100 万元协助兴建学生综合大楼, 两座宿舍因此命名为“怀德南楼”及“怀

德北楼”。举办“Tiger 星洲华教义演”筹募学生综合大楼基金。举办第一届“山脚下的教享

悦”, 提升教师教学研究能力。 

2006 董事会倾全力在硬体建设和维修工程上, 于 5 月间对本校具有 45 年历史的怀德堂进行维

修工程。10 月, 耗资 5 百余万令吉的学生综合大楼建筑也告竣工, 矗立在校园毗邻的新校

地, 扩大了本校的校地范围和教育空间。举办日新独中义跑筹募综艺楼基金。 



2007 拆除怀德堂旁旧食堂, 在原地兴建“综艺楼”, 楼上设置舞蹈室, 铜管室和华乐室,楼下则设置

食堂。校园所有路面铺上红砖和增建两座篮球场。10 月 25 日学生综合大楼开幕, 槟州首

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主持开幕礼。大山脚福德正神会理事主持“怀德南楼“及“怀德北楼”学

生宿舍大楼启用礼; 拿督陈文彬主持“林銮琴女士纪念楼”启用礼, 拿督古润金主持综艺楼启

用礼。首批宿舍生人数为 110 名。 

与 Just English Sdn Bhd 合作成立英语中心。 

建于 1959 年的大钟楼, 于 10 月 7 日再次响起嘹亮钟声。这座由第一任董事长叶万尚所捐

建的大钟楼, 从 1973 年起钟声停响, 在叶万尚后裔的资助下, 耗资 9 万 5 千令吉修复, 并装

置卫星导航系统, 提供准确的时间。 

《日新独中校讯》改版, 从黑白版走向彩色版, 并以《日新时代》作刊名。 

2008 大山脚福德正神理事会于 2008 年开始, 以每年补贴每名学生 150 元方式拨款, 做为赞助本

校的发展, 学生人数计算则以每年 6 月 30 日为准。美术课室搬迁至福德正神大厦楼上。

电脑课程由槟城的新纪元电脑培训中心承包。11 月 30 日庄琇凤校长离职。12 月 1 日, 陈

奇杰上任掌校, 为本校第五任校长。 

2009 全新的冷气教师办公室和校长室正式启用。英语中心安装 30 台闭路电视, 大山脚韩江公

会赞助 5 万令吉, 完成会议室的装修和扩建工程。教职员工实施指纹签到。 

借用本校教室上课之日新幼稚园因学生来源不足而正式停办。 

2010 视听教育馆重修工程完成, 大山脚福德正神会赞助维修费 10 万令吉, 敬爱楼食堂重修工程

完成; 辅导处、教务处及联课处装修工程完成。聘用保安改为外包方式。在全校各保安重

点装置 32 台闭路电视。 

敬爱楼食堂前高墙嵌挂汉乐府《长歌行》五言古诗工程完成, 并取名“诗墙”, 由书法家王山

野题字。行政楼右侧角落, 已故书法家任雨农之墨宝石刻碑完成。 

成立“纪念黄源书先生暨夫人陈如兰女士教育基金”。 

2011 化雨走廊工程完成, 由 2010 年毕业生代表主持启用礼。健身室的建筑工程完成, 勤朴楼装

修工程完成, 排球场及篮球场的装修及扩建工程也相继完成。在课室、 教师办公室和学校

各个地点均设置闭路电视。 

2012 家教协会推行『珍珠计划』,透过活动领养和赞助方式筹募活动基金。小讲堂的装修工程

完成, 并设置最新的电子教学功能板供教师授课。  

2013 2012 年度毕业生捐献 6 万令吉购买短焦高清放映机赠送给母校。衔接敬爱楼与勤朴楼之

天桥落成, 耗资 80 万令吉, 大山脚福德正神理事会捐献 25 万令吉作为部份的建筑费。本

校获教育部颁发“五星级”卓越学校荣誉奖。 

成立“黄花艺术教育活动发展金”, 展开筹款工作, 于 2014 年筹获 54 万令吉。并宣布“黄

花”(金链花树 Cassia Fistula)作为本校校花。校园栽种 26 棵黄花树工程顺利完成。大山脚

福德正神会捐献 Toyota Van 充作本校校车。 

2014 改建行政办公室旁的课室为教师的第二办公室完工。扩建衔接行政楼一楼与敬爱楼一楼

的走廊完工。此走廊与新建天桥一体化, 并可直通敬爱楼一楼的课室与二楼的图书馆。举

办第十届全国独中科学营, 邀请三位海外知名教授及十位讲师莅临指导与分享。举办“山

脚艺术工作坊”, 邀请大马六位艺术家参与驻校教学六天并举办成果展。 

2015 天桥取名为“空中艺廊”。成立“纪念拿督张永南先生教育基金”。 

2016 家教协会举办“缘聚山脚下”嘉年华义卖会, 为全校师生筹募活动基金, 共筹获 30 万令吉。

本校蝉联教育部颁发的“五星级”卓越学校荣誉奖。从高中一开始将其中一班理科班推行



英化数理科。实施上课五天制, 每月首周六进行教师专业日。增辟校园后方通道(E 门), 以

疏缓交通拥挤。增设第三间电脑室 。 

增设第二间智慧课室。扩建礼堂及楼上建 6 间新课室之工程完成。 

2017 4 月 30 日日新四校董、家、教、校友会举办百年校庆推介礼活动。环市跑的参与人数多

达 6 千人。安装空调设备于所有课室。 

成立“日新中学教育基金委员会”以取代由四个家族为纪念先人而设立之教育基金。 

2018 步入建校百年纪念, 四校凝聚一堂共同举办系列庆典活动, 与华社共襄盛举, 见证日新学辉

煌成绩。 

本校于 3 月 10 至 11 日配合百年校庆举办“大山脚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8 月 5 日与历届

校友联办“乐骑山脚下”; 9 月 30 日举办四校教职歌曲 PK 赛。 

日新百年校庆“全球火炬跑”于 5 月 26 日在本校正式开动。  

10 月 6 日举行中马日新校友会捐赠之圆环与环保绿墙启用礼以及校史走廊开幕礼。当晚

举行盛大“校友回校日联谊晚宴”,  并由大山脚福德正神会赞助;  10 月 7 日举办“百年校庆

庆典大会晚宴”, 两晚各开 500 席, 出席人次达 1 万人, 场面空前热烈。当晚亦进行日新四校

统一校徽推介礼。10 月 25 日, 推出日新百年校庆纪念邮票及首日封。 

在爱校筹款活动中回赠的彩票于 10 月 7 日校庆当晚开出头奖, 可谓双喜临门。 

2019 本校荣膺第一届“星洲教育奖”卓越教育奖(华文独中)。第一册日新百年校庆纪念特刊《世

纪弦歌》完成出版。为本校服务 11 年的陈奇杰校长荣休。 

校门牌楼刻上励志名言“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由书法家王山野题字。 

2020 王楨文校长出任第六任校长。 

耗资 88 万 3 千令吉的太阳能光板的工程完成安装。 

2019 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Covid-19)在 2020 年蔓延至全球大流行。政府宣布于 3 月 18 日

实施行动管制令, 随着行管令数度延长而停课。为达致停课不停学的目标, 全校师生在这

段期间改以网课形式上课。添置人脸识测温仪为师生进行测温及签到。高三学生于 6 月

24 日复课, 其他年级则于 7 月 15 日采取分班制轮流上学, 实体课与网课同步进行。11 月

16 日全校再次进入网课至到学期末结束。 

2021 网课持续, 4 月 5 日始全面恢复实体课 , 4 月 27 日全校再度进入居家网课, 直到 10 月 18 日

仅高三恢复实体课至学期末。  

董事长高级拿督斯里郑奕南宣布缷下担任了 41 年日新独中董事长一职, 保留日新国民型

中学董事长, 直到该校建校完工。本校董事会改选, 拿督杨云贵获推选为董事长, 为本校第

三任董事长。拿督杨云贵于 1979 年代表威省客属公会进入董事会，并于 1998 年担任总

务，乃董事会资深董事。董事会复选会议议决委任高级拿督斯里郑奕南为董事会终生“会

务顾问”。图书馆经过扩建及重新规划, 冠名为“郑奕南图书馆”以表扬董事长对日新独中的

贡献。第二册日新百年校庆纪念特刊《润物无声》面世。因疫情持续严重, 爱校筹款活动

及毕业典礼被迫取消, 许多活动被迫挪后进行。 

2022 为遵守防疫指南, 确保校园健康安全, 开学时采高初中轮流返校措施, 直到 4 月 18 日始全面

复恢实体课。增设加强班, 以小班制模式进行授课。完成装置视听馆及会议室 LED 屏幕。

5 月 21 日, 家教协会举办“Econsave 星洲华教义演”筹募家协活动基金及清寒生助学金, 筹

获 80 余万令吉。9 月 3 日, 与日新国中联合举办高级拿督斯里郑奕南董事长荣休庆典, 庆

典活动包括: 日新国中“奕南园”命名仪式暨浮雕艺术历史墙开幕典礼、高级拿督斯里郑奕

南人物特集《情牵日新 70 年》新书推介礼暨荣休感恩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