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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 Choy High School Proposed New Classroom Block 

筹建育才独中新教学大楼 

Artist Impression 画家构想图 

 有鉴于独中教育逐渐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加上我校实行的成功教育教学法获得良好的口碑，

因此我校最近几年的新生人数节节上升，今年更达到360多名，创下了我校近年的新生人数纪录。 校

长苏民胜表示，由于新生人数增加，已经出现课室不足的情况，董事部经已决定增建新教学楼，以

容纳更多的学生，也同时进一步把硬体设备完善化。 他说，增建新的教学楼需要大笔的费用以及社

会大众的鼎力支持，因此我校将在近期内发动筹款运动，以筹募建设新教学楼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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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学 典 礼 

 我校于1月8日举行新学年开学典

礼，共迎来356名新生，使全校总学生人

数1741人，显示家长们对母语教育的肯

定。新任校长苏民胜致词时说，我校原本

计划在新学年开办1班预备班及6班初中

一，但新生注册人数满额，在考量课室及

师资等空间多方面条件后，校方决定增设

一班初中班。他说，多开一班不仅是考量

课室因素而已，也要顾及到学校的长期规

划，目前董事会积极筹建新校舍，应付未

来教学空间不足的问题。 

 董事长潘斯里李梁琬清勉励升上初中一的新生要适应新的求学环境，也要感恩父母把他们送

往独中的苦心。她希望学生除了注重学业，也重视身体健康，因为学业与健康是相辅相成。 

 副董事长陈汉水则强调，育才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坚持不采用双轨教学制度，避免学校变

质。他也呼吁热爱华教人士要坚决反对不利于华教发展的《教育大蓝图》。 

学生热烈欢迎嘉宾入场观礼。 

（上图）校方颁发奖励予2013年统耂中耂获优良成绩

的学生。 

（下图）300多名新生出席

开学典礼，场面热闹。 



迎春会、 

   挥春比赛、 

春节谢师恩、 

    花市义卖 
 为了迎接甲午马年的来临，我校在新年前夕举行了一场“迎春会”新春活动，全校师生以雀

跃的心情迎接农历新年的来临。 

 活动处主任朱荣熙说，我校配合农历新年举办多项新春活动，包括于挥春比赛、花市义卖、

班级采青，接下来还有新春大团拜、新年采青、文娱晚会等等，让全校师生以及社会大众都过一个

欢愉的新年。 

校长苏民胜说，华文独中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因此每当遇上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关的

节日，我校便不遗余力地举办与节日有关的活动。一来可以教导学生有关节日的典故以及重要性，

二来可以把优良的传统文化传承到下一代。 

因此，趁着农历新年前夕，我校进行挥春比赛、舞龙舞狮、中华武术表演、扯铃表演、华乐

演奏、班级采青等活动，以加强推广华族的文化。值得一提的是，我校今年还别开生面地在校园内

办起了园游会。园游会包括了射灯谜、许愿树等活动，使现场洋溢着喜气洋洋的热闹气氛。 

·（左上图）龙狮团呈献“祥龙戏珠”表演 

·（左下图）班级采青活动 

·（右上图）师生在苍茂园进行射灯谜活动 



 另外，校方也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挥春比赛，以提升同学们对中华书法的认识及兴趣。挥春比

赛分为甲、乙、丙三组进行。我校多位董事以及家教联谊会主席黄忆美女士也参与其盛，和师生们

一同挥毫迎新年。 

名次 姓名 班级 

冠军 梁美家 高三理 

亚军 张善恒 高一理 

季军 黄俊莹 高三理 

林义轩 高二理 

优胜奖  

钟佩颖 高三商 

戴静雯 高三理 

陈苇雁 高三理 

韩旭艳 高三商 

挥春比赛甲组成绩 挥春比赛乙组成绩 

名次 姓名 班级 

冠军 黄颖恩 初二忠 

亚军 邬安儿 初二忠 

季军 吴迎萦 初二忠 

潘愿而 初二忠 

优胜奖  

郑伊琦 初三忠 

陆伟良 初二孝 

陈奕祥 初二孝 

蔡杰铭 初二孝 

蔡嘉惠 初二孝 

许建尧 初二孝 
名次 姓名 班级 

冠军 黄思惟 初一忠 

亚军 李倩儿 初一仁 

季军 罗秀丽 初一和 

优胜奖  

谢美婷 初一忠 

胡玟昕 初一忠 

邝嘉庆 初一孝 

王丽庭 初一孝 

廖尉文 初一孝 

莫欣洁 初一忠 

挥春比赛丙组成绩 

（上图）家教联谊会主席黄忆美女士（左一）与甲组得奖者

合照，左二起为梁美家、张善恒代表徐爱洁、黄俊莹、 

韩旭艳、陈苇雁、戴静雯及林义轩 

（上图）谢志明副校长（左一）与丙组得奖者合照，左二起

为谢美婷、胡玟昕、邝嘉庆、王丼庨、廖尉文、莫欣洁、 

罗秀丼、李倩儿及黄思惟 

（上图）苏民胜校长（左一）与乙组得奖者合照，左二

起为黄颖恩、邬安儿、吴迎萦、潘愿而、陆伟良、 

许建尧及陈奕祥 

友族老师也来参与挥毫 

（上、下图）全体老师以及董事祝愿各界“马到功成” 



 感恩老师的心未必只局限在教师节才能表达，新年同样也能向老师感恩，感谢老师孜孜不倦

的教导。配合余仁生有限公司发起的“春节谢师恩”活动，我校也是受惠的学校之一，教职员们都

获得一份由余仁生有限公司赞助的礼袋，并由同学们亲自交到老师的手中，充分体现感恩老师的精

神。 

老师接过同学送上的礼袋，喜上眉梢。 

 另外，我校也在新年前夕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花市义

卖。这项花市义卖获得金马仑花农热心赞助盆花与花枝，及

怡保斗母宫提供场地，并邀得怡保市内数名插花好手，群策

群力下售卖插好的花枝，为我校筹募教育基金。 

 我校举办春节花市义卖已有20年之久，这有赖于金马

仑花农这些年来不断为我校付出，并且为花市义卖四处张罗

及努力奔走。所幸的是，花市义卖每年皆获得社会大众的热

烈支持与好评，并成功建立了良好的口碑。 



新 
大团拜 

 我校于农历大年初八在杨金殿大礼堂举办甲午年新春大团拜晚宴，共设一百多席，超过一千

人出席，共庆农历新年和互相贺年，场面盛大热闹，洋溢浓浓的新春气氛。 

董事总务·黄亚珠 

 由于预见学生人数持续增加，我校正筹划增建2栋新的教

学楼，目前初步的计划工作已在进行中，希望各界人士给予支

持。此外，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已导致原有的课室不敷应用，今

年新学年开学前已把学校的英语视听室、英语活动室和行政会

议室装修成4间课室，以应付暂时需要。我校今年迎来三百多名

新生，初中一班级共开8班，目前全校学生人数达1千470人，这

已经是连续3年增加初中一班数，显示各界对我校有很好的评价

以及获得家长的信心。 

 在筹募千万元教育基金的计划中，我校目前已筹获了逾

950万令吉，离开目标不远。我校将会善用这笔捐款，用以提升

学校设备以及师资培训，不会辜负热心人士给予的支持和期

望。另外，我校也派出校长和教师前往中国上海闸北第八中学

进行学习与交流，以进一步与该中学商讨互派教师和学生的交

流计划。我校于2012年4月和上海闸北八中签订成为友好学校

后，获得该所中学特别关照，提供教学的成功经验和指导。目

前我校已全面展开教育改革议程，落实“成功教育”理念。 

（上图）全体董事和嘉宾上台向出席团拜的人士敬茶和敬酒 



董事吴章明（右）和校友张南生（左）在现场挥毫“马到功成” 

本校舞蹈工作群表演扇子舞“秧歌” 

本校武术团呈献武术表演 

董事拿督吴国芳大展歌喉演唱新年歌曲 

本校节令鼓队队员呈献24节令鼓表演，获

得现场热烈的掌声。 

新 
大团拜 

之 余 节目 



九洞区新春文娱晚

 第五届“九洞区甲午年新春文娱晚会”于

2月15日在九洞民众大会堂举行，由我校育才独

中、九洞华小、Philomena Convent淡小以及九

洞校友会呈献一连串很有浓厚新春气息的表演，

获得九洞区居民踊跃出席，共同欢庆新年。 

 大会主席严智广致词说，文娱晚会如今已

进入第五个年头，主要是为了把优秀的中华传统

文化习俗传承下去，并获得九洞居民及当地社团

的支持。他希望主办单位能把这活动发扬光大，

并且一年办得比一年好。 

 育才独中副董事长陈汉水则表示，该新春

文娱晚会不只是华人参与，也有友族同胞参加表

演及观赏，这可让各族在新春期间互相交流与庆

祝。 

财神爷来向大家派红包啦 

来自九洞华小的学生呈现舞蹈表演 

来自淡米尔小学的学生呈现印度传统舞蹈表演 

全体工委以及工作人员一同向九洞区的居民拜年 



 趁着农历新年假期的空档，我校多名校友也趁机回校拜访，除了与教导他们的老师话说当年

以外，也让老师知道校友们的近况与发展。回来拜访的校友包括刘秋眉校友、蔡燕娜校友、陈健胜

校友和陈进文校友。 

刘秋眉校友 

·现任职电脑公司销售人员 

蔡燕娜校友 

·篮球校队队员 

·现任职印刷厂采购部主任 

陈健胜校友 

·现为瓜拉光区蔬菜

批发商 

陈进文校友 

·现任职旅游公司营

销经理 

钟易成校友 

·1999年高三汽修班毕业 

·现为二手车行东主 

覃道祥校友 

·2005年高三汽修班毕业 

·现为修车厂东主，专门维

修欧洲车 

蔡至勇校友 

·台湾中兴大学土木工

程学士 

·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硕

士  

·现任职香港AECOM

公司土木工程师 

冼文俊校友 

·现于著名电子零件

生产商任职电子工程

师 

（左图）回校拜访的校友与老

师们谈笑风生 

校友回校拜访 



 我校宿舍于2月24日举办新春晚会，

超过400名寄宿生与舍监及老师们参与此盛

会，另外也有约40多名寄宿生家长前来赴

宴，使整个晚会洋溢着新年的气氛。 

 苏民胜校长致词时表示虽然新年已

经过去，但是当晚的新春晚会在寄宿生们

的合力布置以及带动下，依然有浓浓的新

年气息。他也十分感谢部分的寄宿生家长

拨出时间特地从外坡到来出席晚宴。 

 总舍监陈世文也表示很高兴能够看

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家长出席参与宿舍的重

大活动，这是对宿舍的一项肯定与鼓励。 

 寄宿生新生代表胡玟昕及黄种辉致词时说，宿舍严格以及有纪律的生活让他们有机会学习独

立，磨练自己。他们也说，宿舍生活通常给人的印象是枯燥和乏味，但是入住到育才独中宿舍之

后，才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舍友间的关系很友善，也有许多活动供寄宿生参与，丰富了他们的生

活。 

 晚会也进行多项余兴节目，如舞蹈、话剧、扯铃等才艺表演，也有幸运抽奖以及总舍监陈世

文献唱新年歌曲等等，让参与者度过愉快的晚上。 

宿舍 
晚会 



上海成功教育交流 
 我校董教职员一行19

人，于3月22日前往中国上海

闸北第八中学以及六灶中学考

察学习，在刘京海校长的细心

安排和热诚接待下，团员除了

感到无比亲切和温馨外，老师

在教学交流中获益良多，充分

体现了育才独中与闸北八中友

好学校的关系。  

 我校是第一所与上海闸

北第八中学结为友好学校的华文独中，并连续三年组团访问上海闸北八中，八中也多次委派老师亲

临育才指导交流，协助提升教学质量。为了加强老师们对上海中学以及成功教育办学理念的了解，

以便更有效地落实成功教育的办学理念，这次董事会特别委派包括董事、校长、副校长、行政老师

以及华文老师等共19位成员的教育考察团前往上海。  

 考察团到成员包括团长董事部梁祖肇署理董事长、财政刘子真、副总务刘子清、教育主任王

瑞国以及苏民胜校长、谢志明副校长、训育主任周素云、辅导主任吴鄢如、联课活动主任朱荣熙、

宣教主任王淑媚、华文主任胡丽珍及语文老师李丽珍、周冬梅、赵秀君、陈美云、龚群美、蔡雪

莉、许环伟、潘玮雄。 

 梁祖肇披露访问的目的除了进教室听课学习外，也讨论加强双方的合作交流。其中包括： 

进行“师生交换”计划；安排资深老师到育才独中考察及进行教学经验交流；就教务处、训育处、

辅导处、联课活动以及宣教处的工作进行交流；在华文科的教学方面，就作文教学、文言文教学、

教研和班级经营等方面，进行考察交流。 

 上海闸北第八中学是上海中学获得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连续两届世界第一的主要组

成部分。其“成功教育”办学理念的开拓人刘京海校长在百忙中亲自与访问团深入讨论交流有关课

题。访问团在考察、听课与交流的过程取得具体和扎实的成果，有助于我校加强办学信念和提升教

学质量。  

（上图）在闸北第八中学校园与刘京海校长（左四）

合照，左起刘子清、刘子真、苏民胜、王瑞国、 

梁祖肇、章子伟 

（下图）闸北中学上课情况与教学设备 

耂察团团员与六灶中学校长（后排左六）在校园合照  



 我校于4月10日为校内学生举办一场有关情绪

管理的讲座，以教导学生正确及有效的情绪管理方

式，并邀得国际卡内基训练认证讲师何永良前来主

讲。 

 该讲座以“我要快乐”为主题，主讲人透过叙

说故事的方式启发学生如何把负面的情绪与思想变得

正面，并且以自己作为例子，与学生们分享他的成长

历程，共同探讨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主讲人也不断走

到台下与学生互动，使讲座会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辅导主任吴鄢如表示，由于网络科技日益进

步，时下的青少年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网络与社交媒体上，减少了与别人面对面的实际沟通，而且

他们也不懂得如何过滤来自网络的垃圾信息，因此当面对情绪问题时就无法自我调节，导致思想钻

牛角尖，从而引发更多的问题，甚至导致悲剧的发生。 

她说，一旦发现孩子或学生有情绪上的问题就应该要加以关怀和开解，以免学生的情绪继续

恶化。她表示，举办相关的讲座也能在孩子们遇到

情绪问题时提供一些解决方法。 

苏民胜校长（做）颁赠纪念锦旗给何永良讲师

（中），幵由吴鄢如老师（右）陪同。 

 另外，我校也于4月12日邀请同马来西亚防火

中心（FPC）为全校教职员以及学生举办一项“掌握

消防生存研讨活动”，以提升教职员生的火灾防范

与紧急意识，以便在发生火患时能够临危不乱。 

 

 该讲座的主题分为2部分，第1部分是认识火灾：火的性质与构造、火的破坏性、烟雾的毒

性、电火的严重性；第2部分是预防和拯救：火灾逃生、实施防火措施、自我保护工具、拯救自己

于火灾、消防知识等。主讲人通过投影片段展示各种火灾的情况以及发生火灾时的逃生技巧，并且

示范灭火与防火器具的正确使用方式，也透过火灾生还者的真实故事，让出席者更加深入了解火灾

的可怕。 

 

 训育主任周素云说，火灾

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因此除了

安排提升防火意识讲座外，我校

也将在5月及8月进行全校紧急疏

散演习，让师生熟悉逃生的路

线，以确保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

全体人员的生命得到保障。  

谢志明副校长（左）颁赠纪念锦旗给马来

西亚防火中心的主讲人Eve。 

主讲人Eve向同学们示范使用灭

火筒的正确方法。 

何永良讲师（右）别开生面的演讲方式获得同学们的

热烈支持。 

情绪管理讲座 

防火意识讲座 



秦启庚教授德育讲座 

 配合董总成立60周年，

我校与董总联办了两场德育讲

座，并邀得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秦启庚副教授

前来为教师以及家长探讨教育

孩子的课题，获得家长与教师

的热烈欢迎。秦副教授说，家

庭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

领，而是对于孩子的激励、鼓

舞和唤醒。  

 他说，成功教育的意义是要让孩子不断发展成就感，不断收获自信心，并且引导孩子的知

识、能力和人格都能够和谐发展，相信孩子都有成功的欲望与潜能，这样孩子才能获得成功。 

他特别强调，成功的教育应着重在教导孩子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如学会尊重他人、乐于助人、诚实

公正、加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责任心等，并表示要避免踏入一些教育误区，如：重知识轻人格、重成

绩轻习惯、重自我轻合作、重理论轻实践等。“这些误区往往会导致孩子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凡事

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不懂得孝顺父母。”他列举出多个个案作为例子，让现场的家长们能够更

加了解和体会到进教育误区带来的严重后果。 

 他说，家长在家中的所扮演角色与一言一行对孩子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家长就是孩子的榜

样，因此若孩子身上出现了问题，其根本原因必定是在家长的身上。 “孩子染于苍则苍，染于黄

则黄，一个家长的身教远远重于言教，一打的口号还不如一个实际的行动，因此家长必须约束自己

的行为，因为孩子的成长过程也是家长的成长过程。”他指出，每个孩子体内都有正与负两方面的

潜能，要如何释放与操控这些潜能，钥匙就在家长的手中。 

 较早前，秦副教授在我校的另一场讲座中与教师们探讨和交流成功教育时说，学业成绩的优

秀并不能与学习成功划上等号，这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成功教育，然而真正的成功教育并非如此。 

他说，教育的本质功能是“传授知

识”、“培养能力”和“发展人格”。

成功教育强调传授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培

养能力，最终要发展积极人格。他认

为，每一位孩子都是成功者，知识成就

的表现是因人而异，而能力以知识为基

础，能力也是知识的发展。 

 他指出，能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

知识才是有价值的知识，能促进积极人

格发展的能力才具有提高个体幸福感、

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他表示，比“知

识改变命运”更重要的是“性格决定命运”，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成功教育则让每

个学生获得成功感让学生强化自信主动意识，并引导自己走向进一步的成功。他说，成功教育的核

心思想就是符合每一个人的基本心理需求并伴随其一生，成功教育的实践意义就在于引导学生自我

肯定。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示范与表率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人本教育思想要求教师了解和发展学

生的潜能、尊重学生个性并给予学生自由、引导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并发展自主学习和创造性。 

秦启庚副教授的《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讲座获得不少家长的踊跃支持 

家教联谊会财政吴秀颖（左二）赠送纪念品给秦启庚教授（左三），

左起苏民胜校长，右起董事王瑞国、署理董事长梁祖肇 



高三升学辅导讲座 
 为了让高三的同学在毕业后有更广阔的升学之路，辅导处将不定时邀请国内外的大专学府到

来为高三的同学进行升学辅导讲座，以便高三的同学对于未来的发展有更清晰的目标。近期到来我

校进行辅导讲座的大专学府分别有台湾东南科技大学、台湾明道大学、台湾静宜大学、台湾南开科

技大学以及世纪大学学院（SEGI UNIVERSITY COLLEGE）。讲座会除了介绍有关大专院校的课程以

及基建外，也有奖贷学金的讲解以及毕业后的就业去向。讲座会以互动方式进行，以便让同学们能

够向主讲人提问对升学的疑惑以及其他事项。 

（上图）谢志明副校长（左）与明道大学主讲人（右）互

赠纪念品 

（下图）谢志明副校长（左）与东南科技大学主讲人

（右）互赠纪念品 

·（左图）谢志明副校长（右三）、吴鄢如

老师（左二）及李国君老师（右一）赠送纪

念品给台湾南开科技大学代表。 

·（左下图）谢志明副校长（后排左四）及

吴鄢如老师（后排右二）与静宜大学代表互

赠纪念品。 

·（右下图）吴鄢如老师（左一）与世纪大

学学院代表合照。 



 配合董总出版局与孝恩集团 [把

“知孝，感恩”注入每一个孩子心田——

校园阅读三合一计划]的进行，我校有39

位学生成为该计划的受惠学生，获得该集

团全年赞助三本“家庭与生命关怀”系列

丛书及2014年10期《中学生》月刊。 

 

 董总出版局与孝恩集团共同携手推

动的校园阅读三合一计划，透过“丛书+

杂志+活动”散播阅读种子，提高青少年

的思想教育、建立良好与正确的人生价值

观、积极奋发的精神。该计划除了赞助受

惠学生三本“家庭与生命关怀”系列丛书

以及《中学生》月刊外，也会安排进行生

命教育校园演讲活动，透过阅读与专人分

享传达家庭关怀与生命教育的意义。 

 

 有关赠书活动是在我校李莱生图书馆进行，校长苏民胜表示，此计划能帮助学生培养阅读的

兴趣，他也劝勉学生应该及早培养起喜爱阅读的习惯，并慢慢发掘阅读的好处。  

赠   书   计划 

苏民胜校长（站者左）向同学们分享他的阅读心得幵劝勉同学们

要及早培养阅读的兴趣。 

获得参与该阅读计划的同学兴奋地与师长在图书馆前合照，右一及右二为苏民胜校长以及辅导主任吴鄢如老师，左一

为谢志明副校长。 



爱我育才母校 
 霹雳育才独中千万元教育基金日前获得由冯

瑞岐和温秀英夫妇捐献马币10万零吉，使该基金总

捐款额达到970万令吉，接近一千万令吉的目标。 

 捐款人冯瑞岐夫妇与育才颇有渊源，冯瑞岐

是育才校友，也曾经在育才中学执教，而其太太温

秀英更在育才小学执教长达20年之久，因此夫妇两

人都对育才有着独特的情意结。 

 冯瑞岐说，回馈母校是他一直以来的的心

愿，而他也十分支持育才独中在2008年百年校庆时

成立的千万元教育基金，他认为这项基金有着重大

的意义和使命，能够帮助有需要的学生完成中学教

育，因此才毫无保留地把10万元捐献给千万元教育

基金。 

冯瑞岐夫妇（右二及三）捐献10万令吉予育才独中千

万元教育基金，左起董事王瑞国、董事财政刘子真、

校长苏民胜及署理董事长梁祖肇。 

 我校81岁的老校友张金

荣，以及端洛热心人士江海才，

把珍藏多年的毕业刊赠送给育才

独中，育才董事汤毅和王瑞国亲

往接领，数位大学生参与移交。 

张金荣表示，当他知道今年11月

1日，育才独中为配合庆祝育才

建校107周年校庆，出版纪念特

刊，该校曾呼吁校友以及热心人

士，把有关华教的书刊和文物捐

献给该校，张氏毅然把珍藏了近60年的1956年第二十九届初中毕业刊，捐献给母校育才独中。 

江海才也把珍藏得霹雳育才中学1953年高中第四届、1956年高中第七届、1957年高中第八届

以及1955年初中二十八届毕业刊，赠送予育才独中。他认为这些刊物如果遗失了是非常可惜，因此

他就把收藏多年的刊物送给育才，希望对学校有所帮助。 

汤毅与王瑞国感谢两位人士对育才独中的关爱和支持，并表示他们所捐献的刊物肯定对学

校，无论在编撰校庆纪念特刊和丰富文物馆的内容都有所帮助，同时有利于了解学校在各时期的状

况，因此在教学上也有所帮助。端洛的餐馆老

板周新友也分享了当年他参与独中复兴运动，

筹募独中基金的艰辛过程，以及取得成果的喜

悦，并认为这些事迹应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

在场的几位大学生颇感兴趣，也参与了移交仪

式。 

（左起）杜妙娟、陈詠怡、张静怡、汤毅、江海才、王瑞国、周新友、 

蔡萍玲、吴秀瑛 

（右图）张金荣（左）把毕业刊移交给汤毅

（右），中为张太太彭佩祥 。 



2014年松涛馆联盟空手道比赛 

姓名 班级 获得奖项 

张原彬 高一汽修 1金1铜 

张原泰 高一理 2铜 

黄玮慷 高一理 1铜 

赵思源 高一文美 1金1铜 

谭彦斌 初三义 1金1铜 

刘政贤 初三义 2铜 

张婉晴 初三义 1银1铜 

张涌键 初二义 1银 

江勇乐 初二和 1铜 

后排左起：苏民胜校长、张婉晴、赵思源、张原彬、张原泰、

黄玮慷 

前排左起：江勇乐、张涌键、谭彦斌、刘政贤 

2014年霹雳州校际跆拳道邀请赛 

姓名 班级 获得奖项 

吴汶希 初一爱 套路1铜 

林宏晋 初三仁 套路1金，三步对打1铜 

戴家旋 高一商二 套路1银，三步对打1铜 

江圳淮 初三仁 自由对打1铜 

黄子峰 初三信 自由对打1铜 

姓名 班级 获得奖项 

林建锋 初二孝 套路1金，自由对打1铜 

罗远历 高一商一 套路1铜 

黄家荣 高二汽修 套路1铜，自由对打1金 

钟肇恒 高二汽修 套路1金 

李宜声 初三信 套路1铜，自由对打1铜 

凌文浩 初三忠 套路1银，自由对打1铜 

后排左起：苏民胜校长、吴汶希、黄家荣、

林宏晋、罗远历、李宜声、钟肇恒 

前排左起：戴家旋、江圳淮、黄子峰、凌文

浩、林建锋  

主办单位：霹雳州教育局以及霹雳州ITF跆拳道协会  

比赛地点：司南马拿督哈芝胡申国中 

主办单位：松涛馆空手道联盟  

比赛地点：怡保巴占嘉玛广场 



2014年霹雳学联MSSDK（Utara） 

Zon A男女篮球团体锦标赛 

女子团体赛——Zon A 亚军 

左起：伍碧玉（S3CA）、陈晓萱（S3CA）、王乐怡（S3S）、陈苇雁（S3S）、刘菁佩

（S3C）、胡翠菱（S2C）、苏民胜校长、邹国强老师、李伟盛老师 

右起：罗秀丼（初一和）、张乐萱（初一平）、陈美桦（初二孝）、陈明欣（初二义）、 

张善恒（S1S）、张可颐（S2S） 

男子团体赛——Zon A 季军 

左起：冯俊贤(S1S)、邓嘉佑（S3AM）、钟凯霖（S1AM）、林致光（S2S）、黄统扬

（S1AM）、张海洋（S1AM）、唐国宪（S3C）、苏民胜校长、邹国强老师、李伟盛老师 

右起：杨芑雄（S2S）、曾伟程（S1CA）、周宏杰（初二和）、黄俊翔（初三信）、 

陈嘉俊（初三忠） 

主办单位：SMJK Perempuan Perak, Ipoh  比赛日期：2014年3月3日～3月7日 

比赛地点：怡保昆仑喇叭公共篮球场 



2014年霹雳学联MSSDK（Utara）田径赛 

姓名 班级 名次 

曹绿桔 初三孝 女子15岁以下标枪——冠军 

古骏业 S3AM 男子18岁以下标枪——冠军 

周洧健 S1C1 男子18岁以下跳高——冠军 

江昌骏 S2S 男子18岁以下铅球——亚军 

陈亮宏 初三爱 男子18岁以下标枪——亚军 

左起：苏民胜校长、刘佩欣、 

曹绿桔、曾立茹、江浩南、 

李浩泽 

右起：邹国强老师、周洧健、 

江昌骏、陈亮宏、古骏业 

2014年第六届霹雳州九独中羽球团体锦标赛 

殿军 

姓名 班级 名次 

李浩泽 初二义 男子15岁以下三级跳——亚军 

刘佩欣 初三孝 女子15岁以下标枪——季军 

曾立茹 S1CA 女子18岁以下三级跳——季军 

江浩南 初三仁 男子15岁以下铅球——季军 

后排左起：王瑞国董事、苏民

胜校长、刘俊良（S1AM）、

刘皓升（S1S）、陈明辉

（S1AM）、赖庆安（S3C） 

 

前排左起：李浩泽（初二

义）、文隆耀（初三孝）、 

熊伟康（初三孝）、江圳淮

（初三仁） 

比赛日期：2014年3月10日，3月17日，3月20日  比赛地点：怡保市体育馆 

主办单位：金宝培元独中 

比赛日期：2014年4月10日～4月12日 

比赛地点：金宝培元独中 



2014年霹雳学联MSSDK（Utara） 

Zon A男女排球团体锦标赛 

女子团体赛——Zon A 亚军 

左起：王瑞国董事、江效营（初二孝）、张嘉璇（初二忠）、曾靖晏（初二孝）、刘艾彤（初二

孝）、连伊俐（S3CA）、陈伽慈（初三忠）、谢蔚莹（S3C） 

右起：王明华师、苏民胜校长、李汶静（初二爱）、林家琪（初三爱）、梁思敏（初二爱）、 

陈家莹（初二爱）、林韵盈（S3S） 

男子团体赛——Zon A 季军 

后排左起：王瑞国董事、冯俊贤（S1S）、黄俊翔（初三信）、黄统扬（S1AM）、 

苏迪文（S1C1）、唐国宪（S3C）、李浩彦（S3AM）、王明华师、苏民胜校长 

前排左起：张皓航（初三爱）、吴德维（初三忠）、徐式轩（S1S）、黄浩昇（S1S）、连杰祺

（S1AM）、蔡文竣（S1CA） 

主办单位：SMK Wira Jaya, Ipoh  比赛日期：2014年4月8日～4月10日 

比赛地点：SMK Raja Permaisuri Bainun, Ipoh 



2014年第17届霹雳州九独中乒乓团体锦标赛 

女子团体赛——季军 

男子团体赛——季军 

左起：王瑞国董事、苏民胜校长、钟惠欣

（S2S）、张芷珊（初一仁）、 

徐柔景（初二义）、黄永美（S1C1） 

左起：王瑞国董事、苏民胜校长、周靖汉（初三

孝）、陈建玮（初二信）、 

姚玮益（初三爱）、卢俊豪（S1S）、王伟航

（S3S）、杨登将（S3S） 

2014第17届霹雳州九独中排球团体锦标赛 

女子团体赛——殿军 

左起：王瑞国董事、苏民胜校长、连伊俐

（S3CA）、刘艾彤（初二孝）、曾靖晏

（初二孝）、陈伽慈（初三忠）、张嘉璇

（初二忠）、江效营（初二孝） 

右起：王明华师、黄诗格（S3C）、林韵盈

（S3S）、谢蔚莹（S3C）、林家琪（初三

爱）、陈家莹（初二爱）、梁思敏（初二

爱）、李汶静（初二爱） 

男子团体赛——季军 
后排左起：王瑞国董事、苏民胜校长、冯俊贤

（S1S）、黄俊翔（初三信）、 

徐式轩（S1S）、黄统扬（S1AM）、唐国宪

（S3C）、李浩彦（S3AM）、王明华师 

前排左起：黄浩昇（S1S）、张皓航（初三

爱）、吴德维（初三忠）、 

连杰祺（S1AM）、蔡文竣（S1CA）、苏迪文

（S1C1） 

主办单位：曼绒南华独中 

比赛日期：2014年4月25日～4月26日 

比赛地点：曼绒南华独中 

主办单位：班台育青中学 

比赛日期：2014年5月8日～5月10日 

比赛地点：班台育青中学 



2014年纪念霹雳独中复兴运动40周年常识比赛 

高中组 

名次 姓名 班级 奖金 

冠军 苏国权 高二理 RM50 

亚军 谭琦恩 高三商 RM40 

季军  
陈秀华 高二文美 RM30 

朱凯源 高二文美 RM30 

韩旭艳 高三商 RM10 

优胜奖  
吴梓轩 高三商 RM10 

罗慧恩 高二文美 RM10 

蔡俊安 高三汽修 RM10 

初中组 

名次 姓名 班级 奖金 

冠军 吴谢安 初二忠 RM50 

亚军 刘洁颐 初三义 RM40 

季军 刘美萱 初二孝 RM30 

第四名 陈晓晴 初三义 RM20 

徐鹏真 初一忠 RM10 

优胜奖  

黄钰凌 初一忠 RM10 

陈良迅 初一忠 RM10 

刘洁萦 初三义 RM10 

黎志安 初三义 RM10 

（左图）谢志明副校长（后排左）与初中组得奖者合

照，后排左二起黄钰凌、陈晓晴、刘洁萦、刘洁颐、

刘美萱；前排左起徐鹏真、陈良迅、黎志安、吴谢安  

（右图）苏民胜校长（后排左）与高中组得奖者合照，后排

左二起陈秀华、罗慧恩、谭琦恩、韩旭艳；前排左起朱凯

源、苏国权、蔡俊安、吴梓轩 

 为了纪念霹雳州独中复兴运动40周年，霹雳州内9所独中皆同步举办了一项华教常识比赛，

让9独中的同学共同参与。 

 200年华教历程难辛坎坷，40年独中复兴运动自强不息，尽管征途有荆棘，路上有险阻，但

华社坚持民族教育，发展独中。 

 为了让新生代不忘黑夜点灯的先贤，披荆斩棘，缅怀创业，先从通过资料展广化的贯输入新

手代脑海里，再以常识比赛深化入新生代心中，进而继承守业推动独中的发展。 



English Elocution Contest 2014 

Category A Result 

Prize Name Class 

Champion Woon Xiao Xuan J1 Zhong 

1st runner-up Ang Dun Min J1 Ren 

2nd runner-up Wong Yong Jia J1 Zhong 

Consolation prize Lau Shiuan Mun J1 He 

Consolation prize Cheong Yi Xuan J1 Ren 

Category B Result 

Prize Name Class 

Champion Lin Xin Yue J2 Zhong 

1st runner-up Chan Chee Kei J3 Ai 

2nd runner-up Billy Tam Chee Tack J3 Yi 

Consolation prize Ooi Ann Zhi J3 Ren 

Consolation prize Wong Kok Yang J3 Ai 

(from left)Cheong Yi Xuan, Lau Shiuan Mun, 

Ang Dun Min, Wong Yong Jia, Woon Xiao Xuan, 
Mr. Lai Chung Kong 

(from left)Wong Kok Yang, Ooi Ann Zhi, Billy 

Tam Chee Tack, Chan Chee Kei, Lin Xin Yue, 
Mr. Lai Chung Kong 

 The English elocution contest 2014 was held on 20th March 2014 at the school hall. As an interna-
tional language, English is important especially to a Chinese school like us. Thu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English elocution contest is not only encourage students to go on stage to give their speech, but also devel-
op their vocabulary and language skills and build their confidence too. It also helps build listening, speak-
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students.  



English Elocution Contest 2014 

Category C Result 

Prize Name Class 

Champion Cheong Xin Han S1S 

1st runner-up Chai Ru Yi S1C1 

2nd runner-up Crystal Chong Siew Wai S1CA 

Consolation prize Kong Wei Le S1C1 

Consolation prize Poh Hok Jun S3AM 

Category D Result 

Prize Name Class 

Champion Leong Mei Kar S3S 

1st runner-up Hon Xu Yan S3C 

2nd runner-up Wong Yung Fei S2S 

Consolation prize Tan Siao Yun S2CA 

Consolation prize Fong Shi Men S3S 

(from left)Mr. Soh Mun Sing, 

Cheong Xin Han, Chai Ru Yi,  
Crystal Chong Siew Wai, Kong Wei 
Le, Poh Hok Jun 

(from left)Mr. Soh Mun Sing, Leong Mei 

Kar, Hon Xu Yan, Wong Yung Fei,  
Tan Siao Yun, Fong Shi Men 



Pertandingan Syarahan & Mendeklamasi Puisi 2014 

 Keputusan Kategori A 

Tempat Nama Kelas 

Johan Tan Jia Ye J1 Zhong 

Naib Johan Liew Shir Ying J1 Zhong 

Tempat ketiga Lai Jie Yi J1 Xiao 

Tempat keempat Moo Shao Qi J1 Zhong 

Tempat kelima Beh Jun Yen J1 Ai 

 Keputusan Kategori B 

Tempat Nama Kelas 

Johan Eliza Chong J3 Zhong 

Naib Johan Chan Kar Xi J2 Zhong 

Tempat ketiga Fion Voo Ann Yee J2 Zhong 

Tempat keempat Tham Chee Tack J3 Yi 

Tempat kelima Sandy Liew Mei Xuan J2 Xiao 

(dari kiri) Cikgu Azlan, Tan Jia Ye, 

Liew Shir Ying, Lai Jie Yi,  
Moo Shao Qi, Beh Jun Yen 

(dari kiri) Cikgu Azlan, Eliza Chong, Chan 

Kar Xi, Fion Voo Ann Yee, Tham Chee Tack, 
Sandy Liew Mei Xuan 

 Sebagai seorang rakyat Malaysia, Bahasa Malaysia haruslah tidak diabaikan. Oleh itu, pertandingan 
syarahan dan mendeklamasi puisi diadakan di sekolah kami pada setiap tahun. Pada tahun ini, pertandingan 
tersebut diadakan pada 15hb April 2014 di dewan sekolah kami. Tujuan pertandingan ini adalah untuk 
mencungkil bakat dalam berbahasa serta melatih teknik pertuturan pelajar. Selain itu, pertandingan ini juga 
memupuk sikap keyakinan pelajar naik ke pentas untuk menyuarakan pandangan mereka. 



Pertandingan Syarahan & Mendeklamasi Puisi 2014 

 Keputusan Kategori C 

Tempat Nama Kelas 

Johan Chin Mei Yee S3CA 

Naib Johan Crystal Liew Kar Khay S3CA 

Tempat ketiga Tan Siao Yun S2CA 

Tempat keempat Amanda Liew Tong Yan S2CA 

Tempat kelima Thum Wei Ling S3CA 

 Keputusan Kategori D 

Tempat Nama Kelas 

Johan Leong Mei Kar S3S 

Naib Johan Puah Mei Chie S3S 

Tempat ketiga Cheng Joo Yee S1C1 

Tempat keempat Chuang Ai Juen S3C 

Tempat kelima Foo Bei Qin S3C 

(dari kiri)En. Cheah Chee Ming, 

Chin Mei Yee, Crystal Liew Kar 
Khay, Tan Siao Yun, Amanda Liew 
Tong Yan, Thum Wei Ling 

(dari kiri) En. Cheah Chee Ming, 

Leong Mei Kar, Puah Mei Chie, 
Cheng Joo Yee, Chuang Ai Juen, 
Foo Bei Qin 



2014年校内华语演讲比赛 

甲组成绩 

名次 姓名 班级 

冠军 梁美家 高三理 

亚军 胡贝沁 高三商 

季军 何政贤 高三理 

优胜奖 庄艾筠 高三商 

优胜奖 戴征恒 高二理 

左起：苏民胜校长、梁美家、胡贝沁、何政贤、庄艾筠、戴征恒 

乙组成绩 

名次 姓名 班级 

冠军 丘颖翰 高一文美 

亚军 陈美仪 高三文美 

季军 梁煜鸣 高一文美 

优胜奖 包晋瑔 高一商一 

优胜奖 李文骞 高一理 

左起：陈丼碹师、丘颖翰、陈美仪、梁煜鸣、包晋瑔、李文骞 

 为了培养同学们的演讲兴趣以及提升演讲技巧，我校华文学会每年都举办华语演讲比赛，公

开给校内同学们参与。比赛分为初赛及决赛，在经过了初赛的遴选后，进入决赛的同学将在礼堂内

进行比赛，并由资深的华文老师评判给分，选出冠、亚、季军及优胜奖。今年的华语演讲比赛决赛

于4月30日举行。 



2014年校内华语演讲比赛 

丙组成绩 

名次 姓名 班级 

冠军 李采阳 初三义 

亚军 朱桂薇 初三忠 

季军 刘美萱 初二孝 

优胜奖 黄安琪 初三仁 

优胜奖 黄国扬 初三爱 

左起：胡丼珍师、李采阳、朱桂薇、刘美萱、黄安琪、黄国扬 

丁组成绩 

名次 姓名 班级 

冠军 廖宝盈 初一忠 

亚军 吕慧馨 初一孝 

季军 张翊绚 初一仁 

优胜奖 王咏稼 初一忠 

优胜奖 梁煜彤 初一和 

左起：王咏稼、梁煜彤、张翊绚、吕慧馨、廖宝盈、赵秀君师 



2014年校内相声比赛 

甲组成绩 

名次 逗哏 捧哏 脚本 

冠军 甘志颖 陈晓韵 地名学 

亚军 刘于涵 刘俊庭 咨询热线 

季军 刘威霖 张晓慧 说一不二 

优胜奖 黄国顺 谭志权 顺顺与大只 

乙组成绩 

名次 逗哏 捧哏 脚本 

冠军 许水糠 张涌键 武松打虎 

亚军 刘启瀚 陈慧慧 攀比 

季军 凌文浩 凌文轩 超人村 

优胜奖 王凯翔 陈慧欣 我和蟑螂是朋友 

【甲组优胜者】 

左起：甘志颖、 

陈晓韵、刘于涵、 

刘俊庨、刘威霖、 

张晓慧、黄国顺、 

谭志权、谢志明副校长 

【乙组优胜者】 

左起：张涌键、 

许水糠、陈慧慧、 

刘启瀚、凌文浩、 

凌文轩、陈慧欣、 

王凯翔、朱荣熙老师 

 相声（Crosstalk）一种民间说唱曲艺。中国相声有三大发源地：北京天桥、天津劝业场和奉

天（今沈阳）北市场，相声艺术源于华北，流行于京津冀，普及于全国及海内外，始于明清，盛于

当代。主要采用口头方式表演。表演形式有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等。是扎根于民间、源

于生活、又深受群众欢迎的曲艺表演艺术形式。  

 相声在内容上是喜剧艺术，在形式上则是对话的艺术。相声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这两大特点，

并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 相声在形成

过程中广泛吸取口技、说书等艺术之长，寓庄于谐，以讽刺笑料表现真善美，以引人发笑为艺术特

点，以“说、学、逗、唱”为主要艺术手段。  

 为了承袭以及发扬这项中华传统，我校每年都会举办相声比赛给同学们参与，让同学们能够

从中锻炼自己的相声技巧以及深入了解相声的意义。 

http://baike.baidu.com/view/67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064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59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6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10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6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25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50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65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87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1508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8999/5127364.htm


2014年校内相声比赛 

A B 

C 
图A——甲组最佳逗哏：甘志颖（左） 

   甲组最佳捧哏：陈晓韵（中） 

 

图B——乙组最佳逗哏：许水糠（中）、 

        刘启瀚（左） 

 

图C——丙组最佳逗哏：王乐民（中） 

   丙组最佳捧哏：黄种辉（左） 

【丙组得奖者】 

左起：黄种辉、王乐民、陈俊

毅、赖迪珅、苏小婷、吴冠

贤、彭绍洺、陈智霖、陈丼碹

老师 

 另外，相声内的两个主要人物被称为“捧

哏”及“逗哏”。在对口相声中，甲（逗哏）在

叙述时，乙（捧哏）常有些插话、帮腔。他对甲

讲的内容，或同意、或反对、或敬佩、或讥讽、

或提问、或补充、或辩论、或引申，话虽简短，

十分重要。乙所讲的，也是观众们想要说的；而

甲回答的，则正是观众所要听听的。因此，乙有

时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在传统相声中，逗哏的笑料应远多于捧

哏。对口相声中，通过捧逗的衬托、铺垫，逗哏与捧哏合作，使叙述中逐渐组成包袱，产生笑料。  

丙组成绩 

名次 逗哏 捧哏 脚本 

冠军 王乐民 黄种辉 手机症候群 

亚军 陈俊毅 赖迪珅 反义词 

季军 吴冠贤 苏小婷 说一不二 

优胜奖 彭绍洺 陈智霖 说一不二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1214.htm


2014年第24届全国美术与设计奖学金甄拔赛 
主办单位：马来西亚艺术学院（MIA）  比赛日期：14/6/2014 

比赛地点：马来西亚艺术学院（MIA） 

特优奖·温欣薇·高三文美 
特优奖·周国进·高二文美 

优胜奖·黄嘉宁·高二文美 

安慰奖·黄元骏·高三文美 

安慰奖·蔡仁杰·高二文美 安慰奖·刘嘉俊·高二文美 

安慰奖·陈晓韵·高二文美 安慰奖·丘育康·高二文美 安慰奖·王启轩·高二文美 

安慰奖·区雪静·高二文美 
安慰奖·黄秀丽·高二文美 

安慰奖·黄盈媚·高二文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