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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叶在空中盘旋，谱写着一曲感恩的乐章，那是大树对滋养它的大地的感恩；白云在蔚蓝的天空中飘荡，绘画着那一幅幅感
人的画面，那是白云对哺育它的蓝天的感恩。因为感恩才会有这个多彩的社会，因为感恩才会有真挚的情谊。因为感恩才让我们
懂得了生命的真谛——题记。

　　感恩是发自内心的。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父母，亲友为你付出的不仅仅是“一滴水”，而是一片汪
洋大海。是否你在父母劳累后递上一杯暖茶，在他们生日时递上一张卡片，在他们失落时奉上一番问候与安慰，他们往往为我们
倾注了心血、精力，而我们又何曾记得他们的生日，体会他们的劳累，又是否察觉到那缕缕银丝，那一丝丝皱纹。感恩需要你用
心去体会，去报答。

让感恩走进心灵

感恩父母

　　父母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任老师，从一个孩子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倾注了父母无尽的爱与祝福。或
许，父母不能给我们奢华的生活，但是，他们给予了一个人一生中不可替代的——生命。

　　父母为子女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当你受伤时、哭泣时、忧郁时、难过时、你可以随时回到父母的怀抱里，享受
着父母的爱。这，便是幸福。感恩父母，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只要能让他们感到欣慰，这就够了。如：父母下
班回来后，递上一杯茶、帮忙做家务，以减轻父母的负担、努力学习，让他们放心等等。这些事，每个人都能够做到,
但又有多少个人愿意去做呢？

感恩老师

　　感恩老师，给我前进的动力；感恩老师，给我飞翔的翅膀；感
恩老师，给我指明人生的方向；感恩老师，给我放眼世界的慧眼…
…老师就像是一支红烛，一点一点的融化我们心灵的冰川，走近我
们的心灵，让我们远离寂寞。他给我们的爱，轻轻的，柔柔的，像
茉莉一般，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味。老师的爱，无私中透露着平凡,
却又暗含一些伟大。它像一股暖流, 渗入我们的心田；像一种呼唤，
帮助我们落寞的心灵找到回家的路；像一阵春风，给我们温暖和温
馨。我们的老师，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簇拥的鲜花，一支支马克
笔是他们耕耘的犁头；课堂上，是他们奉献的战场。他们的幸福，是
桃李满天下，是学生唤他的一声“老师”。感恩老师，用优异的成
绩，用可骄的成功,用你一点一滴的进步来告诉老师，“老师，我们
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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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他人

　　一个生活贫困的男孩为了积攒学费，挨家挨
户地推销商品。他的推销进行得很不顺利，傍晚
时他疲惫万分，饥饿难耐，绝望地想放弃一切。

　　走投无路的他敲开一扇门，希望主人能给他
一杯水。开门的是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 她笑着
递给了他一杯浓浓的热牛奶。男孩含着眼泪把它
喝了下去, 从此对人生重新鼓起了勇气。许多年
后，他成了一名著名的外科医生。

　　一天，一位病情严重的妇女被转到了男孩所
在的医院。他顺利地为妇女做完手术，救了她的
命。无意中，男孩发现那位妇女正是多年前在他
饥寒交迫时给过他那杯热牛奶的年轻女子！他决
定悄悄地为她做点什么。

　　一直为昂贵的手术费发愁的那位妇女硬着头
皮办理出院手续时，在手术费用单上看到的是这
样七个字：“手术费：一杯牛奶。”那位昔日
美丽又年轻的女子没有看懂那几个字，她早已不
再记得那个男孩和那杯热牛奶。然而，这又有什
么关系呢？

      让感恩走进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吧！因为，
感恩可以消解内心所有积怨，感恩可以涤荡世间
一切尘埃, 感恩是一种歌唱方式，感恩是一种处
世哲理, 感恩更是一种生活的大智慧。懂得了感
恩，学会了感恩，每个人便会拥有无边的快乐和
幸福。

资料来源：
励志一生https://www.lz13.cn/ganenlizhi/83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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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印记

复兴运动的发生并非偶然，
有它必然的政治经济背景……

        1948年马来亚共产党展开
武装斗争之后，6月16日英殖
民政府宣佈霹雳和柔佛进入紧
急状态，6月18日宣布全马来
亚进入紧急状态，一直持续到
1960年才解除。期间，英联邦
军队与马来亚人民解放军之间
进行了长达12年的游击战。

        独立之后，新生的马来亚受“ 紧急状态”束
缚和原产品下跌的影响，经济停滞不前，甚至
下滑。70年代初，单元主义延伸到经济领域，“
新经济政策”为官僚资本打开方便之门，特权阶
级刻意被拉抬，非土著受到压抑。在政治上发
生1969年的 “513事件” 骚乱。 国内族群矛盾高
涨，社会动荡不安。 如果说，独立之初，已转
变为公民的华人对独立政权抱有平等对待的幻
想，十多年后政经压迫加剧，幻想破灭，不得
不寻思非土著的前景究竟在那里。

 1952年英殖民政府颁布教育法令，制定了以
英文或马来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学校制度，并提供
免费教育。这个法令公布后，受到华人社会的强烈
反对。1956年，政府发表《拉萨报告书》，并依据
该报告书于独立前制定了《1957年教育法令》，把
学校区分为“国民”及“国民型”，这些学校都采用共同
的课纲，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让各民族接受以
马来文为教学媒介的教育制度。1960年，以教育部
长阿都拉曼达立为首的教育检讨委员会检讨了之前
的法令，随后发表《达立报告书》，依据该报告书
制定《1961年教育法令》，成为此后我国教育政策
的依据。由于《1961年教育法令》过度强调马来文
至上，因此导致华人社会强烈反对。

《拉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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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印记《1961年教育法令》主要内容：

（一）小学教育是免费教育。

（二）从1962年起，只有接受改制成为国
 民型中学的学校才可以获得全部
 津贴，否则得放弃一切津贴而成
 为独立中学。
 
（三）为了实现最终目标，必须逐步发
 展一种以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
 的教育制度。
 
（四）中学所有公共考试的语文，仅限
 于使用马来文和英文。

（五）法令第21条第二项，授权教育部长
 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可以下令
 将国民型小学改为国民小学。

《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
（又称《拉曼达立报告书》）

“为霹雳独中筹募百万元基金”的新闻稿。 

1972-1974 筹募经费的开始

        1972 年，原为培南独中副校长的沈亭与董事曾敦化，联合霹雳九校
校长点燃的小小火头， 解开了华社的思想束缚，把精神力量变成行动。
当时，沈亭因为独中面对的招生和经费问 题，建议各自为政的霹雳九所
独中联合起来，向社会筹款，以解决独中的经费问题，保障师资来源。
1973 年 4 月 1 日，在江沙路育才独中蔡任平图书馆召开的霹雳九所独中
校长暨董事长的 第 3 次联席会议，议决联函霹雳董事会联合会，为全州
独中筹募 100 万元发展基金的新闻 后，不久，董总宣布支持此计划，形
成全国性的热潮。

曾敦化 沈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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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为霹雳独中筹募
百万元基金”的运动中，深斋
董事长胡万铎被推选为筹募
工作委 员会主席。这个筹款
小组诞生像一声春雷，之后
筹款小组如雨后春笋，在霹
雳州各地成立， 成了名副其
实群众运动。义卖、义演、
义剪、义踏、义驶，如火如
荼的展开，义款纷至沓 来，
筹得 140 多万，大大超出目
标。

        这场运动发起后，华社上中下三大阶层奋起团结一致，不但在短时间内
达到和超过百万元 的目标，并且更重要的是霹雳州华教首先提出复兴华校
母语教育体制的《独中建议书》， 全面复兴华教的鲜明旗帜在霹雳州高高
举起。霹雳州这一创举，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复兴 运动。

        1973年 7月 8日，霹雳董联会会议上提出为了保存华文，独中工委会应
有明确办学方针。 在同年 9月 30日，霹雳独中发展基金工委大会上，正式成
立统一课程小组。小组受委任 范围是，参酌南北马各有声望的华文独中课
程，对霹雳华文独中今后的课程提供建议，以 求统一。12月 30日，董总全
国发展华文独中运动工作委员会召开会议成立“统一课程及 考试小组”，小组
议决以董教总已接受之《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有关建议，为该小组之 工
作指南。复兴运动起来后，育才在 1975 年育才的学生人数，从 1972年仅剩
的 157 人剧 增至 515 名，并且以后每年均稳步上升。

1974-1977 独中体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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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以改革为己任的杨苍茂取代张国林为董事长，校长由走传统路线的郑
国武担纲（1979），提出“重振育才雄风”的口号，董家教员生一条心，采取一系列革
新措施：扫除受国中萎靡颓败风气影响的校风、采用董教总出版的母语教科书、参
加全国统考、提倡讲华语，积极筹款充实财务等，育才呈现新面貌。这个巨大的转
变，杨苍茂在他的回忆录中概括为：“民众办学”，将新人新活力注入董事部，加强行
政效率，延揽新教师，提升师资待遇和素质，充实教学设备。人的思想解放了，经
费也随之而来，董事部的目标与计划，都比较顺利的一一实现。这个过程，陈蔚波
女士1981年接任校长之后加速进行。

        学生增加，育才独中原在大会堂的校园开始感到空间不足了。这是前进中的
困难，是好现象。为了摆脱国中的困扰，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育才生存和发展的
硬体问题，重新踏上自力更生的道路，以杨苍茂为首的育才董事部，在思想上更
上一层楼----开始构思迁校，建筑自己新校园的宏图大计。
 
        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迎着困难而上的积极苦干的新一批育才人──杨苍茂、
杨金殿、黄锦坤、林清宗、汤毅、黄仲轴、吴荣集等组成新力军，一马当先，加
上遍布近打谷的联委会的基层活跃干部，组成筹备育才迁校的大军，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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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印记

        1979 年，以“万人宴“筹得的款项购买育龙岗校地，当时是野草丛生的荒野。董
事部联合郑国武校长和李明堂老师规划出整个校园的蓝图，组成清芭、动土、兴建
的义务劳动大队。 动土时的情景动人，几十辆推土机在育龙岗上下来回移动，就好
像满山的蚂蚁爬来爬去! 这是一幅”民众办校“的动人的图景。

1978-1985 硬体建设
九洞育龙岗建校

万
人
宴

义
卖
会

        1985 年 7 月育才异地为良。7 月这个月份，恰好是育才中学 1948 年从休罗街校园搬迁到江沙
路大会堂校园的同一个月份。期间时间相隔十余二十年，两次搬迁，意义大不相同。 1948 年的
搬迁见证了育才的神速发展，1985 年成功迁校，从被消灭到重生，从无到有， 延续华文教育的
传统。育才的复兴，是母语教育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的巨大胜利，宣告单元主义阴谋消灭华教的
可耻破产!育才的复兴较晚，在培南独中数年之后，但它是霹雳复兴运动精神的主要体现者。从一
开始，育才就是母语教育坚定的实践者，母语教育路线使它迅速重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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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印记

霹雳州改制后的独中变迁概况

资料/照片取自：《百年育才》特刊卷二百年长征、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科书初中历史第三册

校名 创办 复兴

霹雳怡保育才独立中学 1908
（后考证为1907年）

•1972年学生人数降至谷底只剩175名。
•1974年复办初中一年级，新生逐年增加。
•1978年空前规模的万人宴，为迁校的前奏。
•1978年杨苍茂任董事长，郑国武任校长，厉行改革，
  走上独中复兴正轨，加速复兴的进程。
•1985年迁校怡保九洞育龙岗新校园，摆脱国中羁绊，
  复兴母语教育路线，为稳健发展打下基础，实为独
  中发展之典型。

改制后，因独中不支关闭，
校园被国中独占者

1.怡保霹雳女子中学
2.和丰兴中中学
3.美罗中华中学
4.实兆远实天中学
5.华都牙也育群中学

独中、国中共用
校园者

1.金宝培元中学

独中迁校后、校园为
国中所独占者

1.怡保育才中学
2.怡保培南中学
3.江沙崇华中学
4.安顺三民中学
5.实兆远南华中学

独中在原校地发
展者

1.太平华联独中
2.怡保深斋独中
3.班台育青独中

育才国中董事长杨金殿局绅在签约仪式上 育才独中与国中租借建筑物签约上，国中财政林青
宗(右二)将租金一元 交给本校董事长杨苍茂接领。

        搬迁前，独中与国中签署了合同，声明以一元象征式租金“租凭”于育才国中使用大会堂的校园与设施,
条件是：任何时候必须维护华教的主权，国中校长必须懂得华文，必须教授华文；如果违反合约，独中可
以无条件收回国中的使用权。

        育才在改制前 10 年里，大兴土木，进行三期扩建工程，投下大量资金与人力。在被迫的情况下，育才
独中抱着痛苦的心情离开苦心经营的大会堂。华教传统不可丢失，育才独中是传承育才传统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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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于1985年迁校至现在的校园九洞
育龙岗，36年来在风雨中砥砺前行。去年
3月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肆虐,之后政府宣布
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包括行动管制令，学校
被迫关闭并安排学生上网课，在种种防疫
限制中一切难以运转，包括校务也近乎停
滞下来。

     但，随着顺应环境并及时调整，本校
董事部没有停止推动学校发展的脚步，在
学生在家上网课的日子，积极地改善校园
的硬体设施，把这36年来已陈旧的设施汰
换，希望在这次的困境中再次复兴育才独
中。

教师办公室

训育处

校长、署理董事长等人参观完成翻新工程的学校行政部门。

疫
期
不
停
歇

校
园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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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研室

活动处

多元用途活动中心英语多媒体教学中心

育才·印记



李莱生图书馆的扩建及翻新工程仍在进行，届时其
用途包括图书馆、校史暨文物馆、阅读中心以及
董事会秘书处办公室。

苍茂园安装遮雨铁棚

宿舍内的洋灰地面全部换上瓷砖干净美观。

教职员整理及筛选部分旧书籍，再把书籍以接力方式搬下楼。

宿舍盥洗室的设备已更新。宿舍厕所原本的洋灰地和墙壁换上了瓷砖。

扩建图书馆。 翻新图书馆每个楼层的设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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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保2日讯）“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拥有逾百年历史的霹
雳育才独中致力强化学校硬体设
备、优化学校教学环境，希望这
间百年学校可再创辉煌，吸引更
多学生就读、为社会培育更多人
才。
    霹雳育才独中目前有1 1 3 0 名学
生， 约260名为寄宿生、当中5名
为中国籍学生；包括老师及校工在
内，教职员则有132人。
    该校有超过45间课室，且设有2栋

教学楼，其中拥有5层的梁婉清教
学大楼于3年前建竣，除了设有约30
间课室，其中一层还是电脑室，其
他楼层还有音乐室、英语中心、美
术室；至于旧教学楼的教师行政办
公室在去年的行动管制令期间，完
成全面的翻新工程。
    在各方坚持下，这所独中的软硬
体设备逐步提升及完善，除了翻新
行政办公室，学生宿舍也在如火如
荼提升中，如翻新寝室内的地砖、
安装冷气等，让师生都可在优良的
环境下学习。
    该校校长黎镇
光在副校长刘国
荣、朱荣熙陪
同下，接受
《中国报》

访问时说，在近几年里，该校也逐步
提升校内的硬体设备，除了行政办公
室已翻新，也为初一所有课室及初三
部分课室增设电子智能白板，日后也
会陆续替换电子白板，让教学可以更
加顺畅，学生快乐学习。

翻新图书馆
    他说，该校的图书馆翻新计划也在
展开中，预计明年可竣工。 
    “翻新后的图书馆，1楼至3楼属图书
文物及校吏馆，4楼则是董事部秘书
处,我们会在图书馆旁安装电梯；我们
有大约260名寄宿生，该图书馆主要是
希望能吸引学生主动去学习及看书，
至于开馆及闭馆时间也会作出调整。”
    他说，翻新后的图书馆会增加电脑
器材，每层都设有视听室、阅览室、
会议室，底层会有简单的咖啡吧。

          设英语中心，盼提升学校学
          术水平、英语教学环境，让
学生可与世界接轨。
    黎镇光说，该校订下3年计划，
以期可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特
别是英语教学环境，副董事长张
福兴也全额赞助1个英语中心。
     “我们近年来也在探讨如何提升
英语程度，因此才设立了英语中
心，有关中心会有教师特别去负
责，希望在3年内可见到成果。”

增     另外，黎镇光说，董事部拥有
前瞻性，董事长及董事自掏腰包
去中国建立关系，与当地的大学
交流，以获取更多教学及升学资
讯。
    “如中国清华大学、天津大学、
天津师范职业大学、广东育才集
团、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
我们与这些学校都有联系及合作,
我们也积极为学生开拓更多深造
机会。”

拥有逾百年历史的育才独中致力强化学校硬体设备、优化学校教
学环境

及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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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独中的图书馆翻新计划也在进行中，工程预计明年可
竣工。

        镇光说，该
        校收生人数下
跌，因此希望可吸
引更多外州，如来
自吉隆坡的学生前
来就读。
    “目前我们也有
不少来自吉隆坡及
雪兰莪一带的学生
，其实这里很方便
，我们会准备交通
，载送学生至火车
站购票，抵达吉隆
坡后再由家长接送
。”
    他说，吉隆坡一
带学生人数众多，
故申请入学竞争特
别激烈。
    “很多人还不认
识霹雳育才独中，
我们曾试着将学校
资料放到面子书上
，让更多外州市民
认识育才独中，我
们有技术科、美工
科、理科、商科,
无论学生的兴趣是
那一方面，都可前
来就读。

黎

黎

学生为校园进行美化工作。寝
室
内
的
地
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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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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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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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光说，该校有稳定师资，80%至90%
         的教师已超过10年的教学经验。
     “我们有不少学生来自中下层，学习成绩
不太好，我们也会尽量多些时间去培训他
们，希望他们可考获好成绩。”
    他说，该校设有多个不同的小组，分别
负责不同的项目，当中就有一个小组探讨
成功教育及弱势教育。
     “同时，我们会继续推广成功教育，成功
教育主要是多关注学生的亮点，多提多讲
是他们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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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印记

配合4月份独中复兴运动纪念日，本校图书馆、
历史暨文物馆，举办了“华教常识比赛”，以
让同学们对独中复兴运动有更深入的认识。如
今评分工作已完成并出炉，获奖的同学如下：

校内华教常识比赛

比赛得奖名单：比赛得奖名单：

冠军：
亚军：
季军：

安慰奖：

李恩馨（初二忠）

翁子晴（初二忠）

叶伊晴（初二忠）

张峻豪（初二忠） 

刘爱薇（初二忠）

李伟祥（初二忠） 

房彤彤（初二忠）

阮恩慈（初二忠）

甲组
冠军：
亚军：
季军：

安慰奖：

郑汶晶（高一文美）

陈萱怡（初三忠）

林家欣（高一文美）

陈栎婷（高一商一）

冯嘉恩（高一理）

黄锦顺（高一商一）

沈安之（高一文美）

陈易恒（高一文美）

乙组
冠军：
亚军：
季军：

安慰奖：

吴嘉伟（高二理）

卢俊皓（高二文美）

张建文（高二文美）

梁可盈（高二理）

罗凯琳（高二文美）

梁宇慷（高二理）

黄子谦（高二文美）

李佳颖（高二理）

丙组

黎镇光校长的讲话：

     自从国家颁布《1961年教育法令》，全国的华文中学
被迫一分为二，华文独中便在风雨飘渺中依靠华教先贤坚持
不懈的努力建立并延续，把华文教育及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下
去。

     他表示，尤其是育才独立中学，它是一所民办学府，自
独中复兴运动期间迁校建校至今超过百年，不管是在招生、
征求、义卖筹款、资助在籍清寒学生奖助学金，甚至到大专
升学贷学金等，靠的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支持与协助。

     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在一代又一代的热
心华文教育社会大众鼎力支持独中华文教育之下，独中学子
今天才能够在软硬体设施完善的校舍安心求学，所以身为独
中的一分子一定要熟悉先贤的华教奋斗史，学习感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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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史课本读物
推广爱校爱华教

     本校今年正进行编写以“霹雳育才独立中学及独中复兴运动
课题”的简易版读本。小组将访问包括董事、校友、家长等，
冀能采集更多相关资料，包括文献和照片，以利编写工作。

    编辑组顾问、董事会副总务兼教委会主任王瑞国博士披露，
本校设立以校长为首的小组，进行编写简易读本的目的，让大
家不忘初心，了解本校的发展，以及推广爱校爱华教教育。

     王瑞国联同两名副校长刘国荣和朱荣熙及主编李嘉茵,访问育
才独中董事会总务刘子真、董事张德常、九洞华小董事长黄俊
来、九洞华校校友会理事长罗淼祥，以及校友黄云龙。

     他们分别讲述斗华新村及九洞，当年支持育才独中迁校建校
的事迹。 本校的建设获得广大华社的鼎力支持，尤其是怡保北
区除了出钱出力之外，更把孩子相继送到育才独中就读，支持
华文教育，令人感动和敬佩。

      刘子真认为，兴学办校需要庞大的费用。华文独立中学
是民办学府，是仰赖广大的华裔同胞出钱出力，维护母语教
育，才使独中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让华裔子弟享有学习母
语和文化的机会。他认为，争取华文教育， 也是争取民族教
育平等的基本权益。当年斗华新村主要是通过义卖等方式支
持育才独中的建设。他说单靠学杂费无法平衡收支，学校能
够正常运作，除了感谢家长支持外，还得感谢每年捐助该校
的广大华社。 

     张德常认同编写该读物，让学生温故知新，不忘初心,牢
记先辈对华教的坚守与捍卫是非常重要的。 他分享了当年身
为九洞农民协会主席与会员奋起支持育才独中，维护华教的
感人故事。编委将继续访问有关人士，收集文献等资料。

照片说明：

一：李嘉茵（左起) 、王瑞国、朱
荣熙（右起）和刘国荣、访问刘
子真（左3）采集怡保北区支持
育才独中迁校建校的事迹。

二：王瑞国（坐者右起）、张德
常、李嘉茵、朱荣熙（站者右起）
和刘国荣，交流支持育才独中的
事迹。

     1970年，罗淼祥担任星洲日报记者，他说，九洞校友会于1970
年12月20日正式成立，他开始投入了华教工作，贯彻校友会宗旨，
维护华教、维护母校的发展、参与地方福利事业、扶危救难等社会工
作。1978年4月1日，他采访在怡保江沙路育才中学校园举行的万人
宴，当晚筹获了40万令吉。他回忆道40万当然不足以建校,但当时整个
霹雳、怡保各地的华团、华社都风起云涌的响应这个筹款活动，为育才
独中迁校建校奠下了基础。

     亦是九洞华小校友黄俊来，2007年担任九洞华小董事长至今。在
1998年育才独中董事长吴亚明任职时期，育才校友会主席锺洪坤招揽
他进入育才独中董事会，这成为华小独中之间的桥梁，促进频密的互动
和交往。自从担任了育才独中副董事长他更加积极为学校的建设奉献力
量，以及推动该区的文教活动。

     黄云龙认为，九洞校友会主要是带动该区的文化教育活动。如在九
洞民众大会堂举行《九洞区新春文娱晚会》，当时九洞区华小、淡米
尔小学、国民中学以及育才独中的学生都呈献节目，与九洞村民共庆新
年。罗淼祥和黄俊来等人协助育才独中醒狮团沿户征求村民支持采青活
动，此外，九洞华小每年举行的中秋提灯游行，游行队伍人数可达逾
1000人，亦是九洞区的文化盛会。

黄俊来（坐者左起）、罗淼祥、王瑞国，黎镇光（站者右起）、凌炜
善、李嘉茵、黄云龙、朱荣熙。

育才·印记



     今年7月27日育才独中教师节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由
董事资助老师500令吉津贴与日常食品，以提升教学网络
及电脑设备及减轻压力。居家网课进行至今，本校老师在
面对长期性的线上教学时，面对不少压力和不便，因此本
校董事决定自掏腰包发放津贴。除了老师500令吉，职员
也获得100令吉津贴，以及赞助全体教职员每人一份食品
礼袋。

     本校署理董事长黄亚珠、董事会副总务兼教委会主任
王瑞国博士代表董事会，移交教职员津贴，校长黎镇光、
副校长刘国荣和朱荣熙、事务处主任锺国华和副主任周启
良一同接领。

      董事长郑美云说, 每一年举行教师节庆典，都有学生
表演、教师宴、发放津贴、长期服务奖等犒劳教职员。
无奈一场新冠疫情无法进行,学校经济也比去年更为艰难。
她表示感谢各董事坚守岗位、出钱出力、征求捐助、使到
今年教师节顺利完成。

     署理董事长黄亚珠表示去年疫情爆发之后，董事部尽
最大的力量维持教职员的薪金待遇，另一方面成立“疫情
援助金”，以减免面对家庭财困的学生的学杂费，以及减
免宿舍生膳宿费等。因此，学校的经济面对困难。他说本
校的学生，教职员都是育才独中的一份子，董事会尽量协
助教职员生，克服困难，继续提升教学绩效、稳定学校运
作，培育莘莘学子。

     王瑞国说本校订于7月27日庆祝教师节，是铭记
1980年7月27日，董事会在怡保江沙路原校址举办“育
才行”义跑，筹募迁校建校基金。当年组织动员霹雳32
个区的热心人士参与，场面盛大并筹获28万令吉，超过
预期目标。董事会决定把该天定为教师节，除了感谢教职
员同舟共济、积极参与和贡献, 也破除“董事会只顾找钱,
教职员只管教学”旧观念。

     校长黎镇光感谢董事会的体恤，在经济不景
气和疫情恶化时刻，非常关心教职员的福利。
同时，他也感谢老师在疫情期间努力完善线上教
学，职员处理好校内事务，大家在疫情期间坚
守岗位，携手合作，共克时艰。他说2021年获
得教职员长期服务奖共有9名获奖者，即郭秀珠
（40年）、李绣秀（30年）、
周素云（30年）、李丽珍（30年）、
游志明（30年）、傅玉清（30年）、
谢志明（20年）、纪瑞芬（10年）、
刘顺辉（10年）。 

727
庆
祝
教
师
节

·黄亚珠（左4）和王瑞国（左2）代表育才独中董事会移交教职员津贴予
校方，由黎镇光（右3）、朱荣熙（右起）、周启良、刘国荣（左）、锺
国华（左3）接领。

·教职员开心地领取学校由董事与热心人士赞助的食品礼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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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大小事 教职员长期服务奖感言

教学路上，虽有风雨，但教学相长，从中我得到不少启发。教
学生涯40载，不言休的原因是自得其乐。感恩我服务的大家庭
-----育才独中。

在育中的30年，一路走来，是我过得充实，快乐的时光。因为
我遇到了许多帮助我，照顾我，包容我的贵人。谢谢你们。

    我喜欢教书，所以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也享受这份工作，乐在其中。每天和
这些花朵在一起，觉得自己更年轻了，也得到很多的欢乐。付出很多时间、心血
教导学生，给他们机会教育，从学生身上也学习了很多。
    在育才30年有16年是在训育处渡过的，在训育处这段时间很辛苦、很劳碌，同
时加上几分无奈。近这10年，学生称呼我 “周妈妈”，这是对我的肯定和鼓励。
    在学校认识一群朋友，当我在工作上遇到困难时给予帮助，感恩。在此，感谢
育才各位校长们信任我的教学工作，让我有机会在育才服务长达30年。

    踏进育才独中执教不知不觉已经三十年了。
    在育龙岗的这段时间是我学习的历程、成长的阶段，也是我储存能量得以继续教
学的链接。经历了写黑板、白板到触控的电子白板，从手拿粉笔、麦克笔到抓滑鼠，
最近更因为疫情关系，迫使老师的教学从实体教学，改变成与学生通过网络远距离的
进行。这看似无奇，但是当中的艰辛，又有谁能理解呢？
    我喜欢育才，育才丰富了我的人生，让我的生活更充实，再加上育才环境优美，
师生感情融洽，看着自己的孩子，学生在育才茁壮成长，让我更热爱在育才当老师。

    30年了！我在育才独中执教30年了。
    在这些日子里，很感谢校方和老师们给予我的帮助及指导。每当我遇到困难
或有不懂之处，总会有友善之手在我面前出现，这令我很感动。我很珍惜每一个
学习及提升自己的机会，这令我的教学生涯又添上一份色彩。
    身为一位老师，最开心是看到同学认真学习，考到好的成绩及在各项活动有
好的表现。当同学获得各方面的成功时，老师就会觉得很欣慰，希望全体同学加
油！
    最后，感谢董事及校方颁发这份“长期服务奖”于我。对我而言，这是一份很
有意义的奖也是对我的一份肯定。感恩，谢谢。

李绣秀老师（ 30年长期服务奖）

李丽珍老师（ 30年长期服务奖）

游志明老师（ 30年长期服务奖）

周素云老师（ 30年长期服务奖）

郭秀珠老师（ 40年长期服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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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91年12月从巴生来到育才，当时是因为校园周围优美的环境而来
到这里。好快就30年了！虽然心中好像有很多感触，却不知如何表达，总
之“一切尽在不言中”，感谢之前和现在的校长和教务主任、老师和我的同
事们。爱你们哟～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
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
三代之际，非一代之智也。

这10年在育才的教学生涯里，有满足、快乐、感动、欣喜，当然也有迷惑、困
顿、紧张、慌乱⋯⋯是实实在在充实地过着。感谢校方给予的许多学习机会；
同事之间的友爱、鼓励和支持，还有学生的可爱和包容，教学生活里的点点滴
滴让我的生活多姿多彩。期许接下来的教学生涯，能够继续前进，谢谢！

    感谢校方批准我的申请！感激当年保送我留台升学的母校，让我能赴台受到专业的教育培训得以在
独中执教以回报母语教育的栽培。感谢教导过我的老师们，甚至现在成为同事的老师们，感谢在执教这
十几年给予我的帮助以及指导，只是学生我不才、偏执，增添大家的麻烦与困扰，多谢你们的包涵。还
有感谢父母对于我以教师为事业的选择的支持，而默默担心我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当初在申请服务奖时，在犹豫要到2024年后再申请二十年的服务奖？还是申请十年的服务奖呢？子
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
逾矩。”刚过了不惑之年，准备向五十前进，这一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巨变之下教学出现新的形态，以
及学校行政换血等新的变化也动摇了我的“不惑”，我还适合继续教书吗？最后申请了10年的服务奖，为 
    这十年做一个记录，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啊？

纪瑞芬老师（ 10年长期服务奖）

教务处助理傅玉清（ 30年长期服务奖）

刘顺辉老师（ 10年长期服务奖）

谢志明老师（ 20年长期服务奖）

    托新版高中生物的福，因应教学而重新制作课件的过程中，温故而知新，
从中也获得不少的启发。例如：在备课“现在综合演化论”时所获得的启发，一
个班级里的所有学生是一个种群，他们学习的能力强弱程度就像基因库里面的
等位基因，当他们从稚气未脱的小学进入初中、初中升高中或继续深造或出社
会工作，我想老师们都希望他们能在短短的6年的黄金中学时期内，学会(突变
获得)做人处事的道理(有利变异)---礼、义、廉、耻(育才校训)；诚正勤朴(师大
校训)、止于至善。希望学生们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在面对层层的考验能在“有利
变异”作用下“适者生存”，并终身学习以获得更多的有利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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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eel so grateful to receive a service reward and which is 
meaningful and encouraging. A special thanks to Dong Zhong for the 
effort and time taken to appreciate all the teachers for their contribu-
tion. As an English Teacher, it was not an easy ride to teach th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level of understanding and needs, and yet I 
still manage to get it through just because of the love and passion that 
I have towards teaching. I believe, to be a great educator, we must 
connect with the students and reach them on multiple levels, because 
the best teachers are committed to their students’ well-being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I would like to honour my gratitude 
to the principal and my colleagues for their unending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also for giving me an opportunity to share my experience 
working in Yuk Choy High School as an English Teacher. I
 have actually gained a lot of treasurable memories throughout my 
service.

Ms.Santhia（ 5年长期服务奖）

 As I stand here today, I exude joy and feel glad to have chosen the profession of teaching where I got the 
chance to make a difference and change people’s lives for better. Despite, all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come in the way of teachers, all those moments with the students really keep us going ahead. They push us to 
work harder and better and shape the young minds. To be honest, I have worked with passion and focus, knowing 
that,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required.
 Besides that, I have experienced teaching all the levels including junior and senior classes. When my 
students, never miss any of my classes and when they really take part in the intriguing discussions, my heart fills 
with pride and happiness, which at times hardly to describe in words. I get my actual salary from the satisfaction 
that comes after hearing that I have been able to help my students in some ways. The responds and the results 
that I received from all of them are truly overwhelming. Moreover, these students have been a significant part of my 
journey in this school. Seeing myself grow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while simultaneously seeing my students 
grow and go on to do greater things are my biggest satisfaction.
 I am grateful for all those that have been an instrumental part of my learning and growth. I value my service 
here and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e helping the school and the student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opportunity 
and encouragement that given to me throughout all these years, and all the good stuff that still and will be coming 
in the next ones!

 After many years of working as a teacher, I realised that 
teaching has become a part of me. Although it is challenging 
sometimes, I keep my mind positive and tell myself that I carry a huge 
responsibility on my shoulder as in to educate my fellow students. 
Moreover, I am honoured and pleased to be recognised and to be 
given long service award this year. 
 I feel overwhelmed and emotional at the same time. This 
award definitely has motivated and encouraged me to perform better in 
my career. I have learned so much working in this school and also 
from my incredible working colleagues. This recognition really helps to 
encourage me to give my best in my teaching career. Also, receiving 
this long service award will be my lifetime inspiration and I will be more 
dedicated to my profession. Last but not least, I am happy and thankful 
to God as I am working as a teacher in an amazing and reputable 
school. Thank you!

Ms.Nithia（ 5年长期服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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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大小事 董总2021年第一届华文独中
友族教师长期服务奖

Anugerah Penghargaan Perkhidmatan Lama kpd 
Guru- Guru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Tahun2021 (Dong Zong)



Cikgu Adawiyah（ 5年长期服务奖）

 Terlebih dahulu saya ingin merakamkan ucapan ribuan 
terima kasih kepada pihak Dong Zong kerana julung kalinya telah 
mengadakan Anugerah Penghargaan Perkhidmatan Lama pada 
tahun ini. Sesungguhnya, saya amat gembira dan terharu dengan 
penghargaan yang telah diberikan oleh pihak Dong Zong kepada 
saya.  Selain itu, penghargaan terima kasih ini juga saya berikan 
kepada pihak Sekolah Menengah Yuk Choy (SUWA) kerana telah 
memilih saya untuk memperoleh anugerah ini. Sesungguhnya 
tanpa pihak sekolah, saya tidak akan memperoleh anugerah ini. 
 Selama lima tahun menjadi warga pendidik di Sekolah 
Menengah Yuk Choy (SUWA) banyak pengalaman pahit manis 
yang saya tempuhi. Saya sangat bersyukur kerana dikelilingi 
dengan rakan sekerja  yang sangat baik dan senang untuk beker-
jasama. Apabila terdapat persoalan, pasti mereka akan membantu 
untuk menyelesaikannya.  Selain itu, pihak atasan juga banyak 
membantu apabila saya menghadapi masalah. Akhir kata, saya 
ingin mengucapkan terima kasih kepada semua warga pendidik di 
Sekolah Menengah Yuk Choy (SUWA) .

Cikgu Norza（ 5年长期服务奖）

 Di sini saya ingin merakamkan sekalung penghargaan dan 
ucapan jutaan terima kasih kepada pihak tertinggi Dong Zhong 
kerana telah memilih saya untuk menerima anugerah ini. 
 Jutaan terima kasih diucapkan kepada pihak Sekolah 
Menengah Yuk Choy (SUWA) kerana telah memberi peluang kepada 
saya untuk mencurahkan bakti kepada pelajar-pelajar di sini sejak 
tahun 2014 lagi. Pihak sekolah juga memberi bimbingan, didikan dan 
tunjuk ajar kepada saya selama ini tanpa mengenal erti penat lelah 
dan jemu dalam melayan karenah dan ragam saya yang pelbagai ini. 
Jasa pihak sekolah semua pasti akan dikenang sehingga ke akhir 
hayat.

 Buat ibu bapa saya serta adik beradik yang lain, terima kasih diucapkan kerana tidak pernah berhenti 
memberi tunjuk ajar, didikan, dorongan dan semangat kepada saya selama ini. Ucapan jutaan terima kasih juga 
ditujukan buat teman teristimewa kerana sentiasa memahami situasi saya serta tidak pernah berputus-asa memberi 
sokongan dan semangat selama mengenali saya ini. Pastinya impian dan cita-cita kita akan tercapai.
 Saya ingin mengucapkan jutaan terima kasih kepada semua sahabat yang mengenali saya selama ini yang 
sentiasa bersama saya dikala saya senang atau susah dan gembira mahu pun bersedih. Semoga kalian semua 
akan berjaya sama ada di dunia mahu pun di akhirat kelak.
 Pada kesempatan ini, saya sekali lagi ingin mengucapkan setinggi penghargaan dan terima kasih atas 
anugerah ini. Saya juga memohon maaf sekiranya sepanjang tempoh perkhidmatan di sekolah ini, mungkin 
terdapat kesilapan yang tidak disengajakan atau pun tidak disengajakan.
 Hanya Allah subhanawata’ala sahaja yang mendapat membalas segala budi dan bakti untuk bersama 
berganding bahu memajukan lagi sekolah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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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8名教师在4月份已完成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的“马来西亚
境外教育专业文凭课程”（教专），并获颁教育专业文凭。该8
名教师分别是陈志文、张耀荣、邹振宇、林慧敏、施嘉嘉、刘玮
芊、锺微丝和吴君仪。

     教务主任胡丽珍对于以上8名教师顺利毕业表示恭喜，并希望
教师们能够学以致用, 不要白白浪费了就读课程的两年光阴。

     校长黎镇光说，他感谢董事会十分鼓励和支持教师参与国内
外各类型的课程，除了自我增值外，也能提升教学素质，为学生
带来益处。他说，教专课程有助加强教师的专业知识，让教学更
加专业。另外，本校也在初一和初三班级增设电子白板，希望学
生能在新颖的教学辅助器材下提高学习效果与乐趣，老师们

也能快乐教学并有效传达知识。他也补充，育才独中的师资充足，教
师们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家长可安心把孩子送到该校接受教育。

     受访的教师表示，以前常对学生说“学无止境”，直到自己
参加了教专课程才深深领会到这句成语的意思。随着时代的变迁，
教学的方式也要跟着改变，在完成这项课程后,学到了更多在教导学
生方面需要注意的事项。此外，他们也感谢校方提供机会让他们进
修，向专业更迈进一步。

     出席颁发文凭仪式者包括该校董事总务暨教委会主任王瑞国博
士、校长黎镇光、副校长刘国荣和朱荣熙及教务主任胡丽珍。

8位教师完成教专课程

育才独中8名教师顺利完成教专课程，并获颁专业文凭。前排左起为林慧敏、施嘉嘉、刘玮芊、锺微丝、吴君仪；第二排左
起为陈志文、张耀荣、邹振宇；第三排左起为刘国荣、黎镇光、王瑞国、朱荣熙、胡丽珍。

     配合财政部在人民关怀振兴配套下所发
放的200令吉援助金，本校把有关援助金发
放给校内的222名高中三学生，包括34名寄
宿生，以协助减轻学生家长的负担。

     本校遵守卫生部所定下的标准作业程序
（SOP），采取了数项措施，如：测量来访
者体温、维持安全距离、准备消毒搓手液、
强制来访者佩戴口罩及填写自我声明表等，
以保障本校教职员和学生的安全。

    出席领取援助金的学生对于能够减轻家庭
负担表示欣慰，并期望能够尽快复课，重新
回到课室内与同学们一起上课的日子。

财政部派发援助金
本校42学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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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名誉董事长、杰出校友黎锦华博士于2021年7月19日，不幸
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育才独中董家教职员生、各区联委会，育才国中董、家教协会，
霹雳育才校友会、雪森彭隆霹雳育才校友会、育才暨霹雳女中校友会
（新加坡），以及育才中学1955年初中及1958高中同学及朋友，对
于他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

深切哀悼名誉董事长黎锦华博士

     黎锦华1953至1958年就读于霹雳育才中学，高中毕业后到
台湾台大农学院兽医系深造，完成学业后曾在新加坡新兴栈工作。
1967年获得德国政府的德国学术交流奖学金（DAAD），该年远
赴德国专修德文4个月后，进入汉若华兽医学院并于1970年考获
Doctor in Veterinary  Medicine 学位成为一名医生，曾在德国工
作。 

     1987年黎锦华移居瑞士日内瓦，就职于联合国中文组负责处
理中文文件，作为联合国职员他曾出差丹麦、维也纳和肯雅内罗毕
等地。

     黎锦华自奉甚简，无房产汽车。他虽
然定居瑞士，却常在假期返马与亲友同学
相聚，尤其关注母校与华文教育的状况。
2014年育才独中筹建梁琬清教学楼如火
如荼展开，黎锦华就此与育才独中结下深
厚情缘，他以大姐与堂兄、他与女伴 
SCHERER ELSA、他的父母、以及好友
伍丽莲及永和堂的名义，捐助梁琬清教学
楼建设基金共马币25万令吉，并以5间教
室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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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说明：
01：黎锦华（前排左5）移交捐款予本校，由张天成（前排左2）代表接领。前排左1王瑞国，左3起李喜发、黄亚珠，前排右起
      吴景光、黄俊来、黄伟生、许显儒，后排左起苏民胜、刘子真、覃介邦、梁祖肇、吴俊隆。
02：本校安排黎锦华博士于2019 年4月2日与“黎锦华与 SCHERER ELSA 清寒学生助学基金”受惠学生会面。
03：本校学生赠送黎锦华博士一副纪念品，感谢他慷慨解囊。

     随后，他也以他和 SCHERER ELSA 的
名义捐助育才独中马币100万令吉设立教育基
金，以每年的利息作为清寒子弟助学金，他另
外再捐助马币4万令吉，作为第一年的利息以
便及时派发助学金。他每次回校都与受惠的同
学座谈交流，言多鼓励与关怀。基于育才独中
是民办学校，它的建设与发展经费主要来自广
大社会，他盼望同学饮水思源，对母校要有回
馈和感恩之心。

1

32

     当黎锦华博士获知育才独中为了推广“成功教育”发掘学生多方面潜能，因材施教办学理念，建设
新的汽车维修实习厂的时刻，他毅然再捐献马币30万令吉作为建厂基金，学校因此把实习厂命名为“黎
锦华汽车维修实习厂”。他进一步捐献马币12万余令吉作为李莱生图书馆翻新经费。黎锦华也捐助育才
国民型中学马币5万令吉和华都牙也育群小学5千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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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和行管令影响之下，课外活动
和校内外赛事一度被迫暂停，居家网课则
成了新常态。为了促进学生全人发展，本
校于7月尾开始了2021学年第一次线上联
课活动，学生们都非常踊跃参与。

     校方认为除了注重学生的正课学习，
也应该让学生们有机会参与课外活动，于
是联课活动处将课外活动搬到线上，让学
生从中体验学习额外知识的乐趣。学生仍
可以在联课团体中学习团队精神、沟通能
力、领导能力、知识等，在新常态中仍健
康成长，留下丰富多彩的回忆。

线上考试质量严把关 避免流于形式化
     本校于5月尾举办了为期5
天的线上半年大考，让各科教
师在遵循以往实体考试的考题规
格下依科目特色灵活设计考题,
避免考试质量打折, 流于形式。

     校长黎镇光表示，在新冠
疫情肆虐下，线上考试是学校
检视学生在线上学习的成果，
同时作为学校线上教学状况的自
我评估，以进一步加强线上教
学工作。

线上半年大考：学生穿校服并全程打开摄像头，在监考老师监督下完成考试。

第
二
次
线
上
期
中
考

多
元
化
方
式
考
核
学
习
成
效

        本校于8月
尾进行校内线上第
二次期中考，本
校吸取今年首次举
行线上半年大考的
经验，完善考试
规则。此次线上
第二次期中考以多
元化方式考核学生
的学习成效。

线
上
第
二
次
期
中
考
︓
学
生
穿
整
齐
校
服
赴
考
︒

学生们都非常踊跃参与2021学年线上联课活动。

启动线上联课活动
学生踊跃参与

从线下转化到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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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台线上交流会
助学生规划疫情下升学之路

     继留学台湾的线上交流会后，本校辅导处陆续安排了其他相关的升学讲座、说明交流会，以协助该校学生规划疫情
下的升学之路。

     疫情下未来充满未知数，高中毕业生在疫情下面对着升学和投入社会的严峻考验，因此本校希望毕业校友能够保持
乐观及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新常态下的升学之路，更希望能够帮助毕业生和家长早日作出最适合的决定。

“为您导航”升学辅导与教育资讯日
圆满举行

     本校和升学情报中心
联办的2021年度“为您
导航”升学辅导与教育资
讯日于9月15日在Zoom
线上视讯平台圆满举行。
这项活动让育才独中全体
高中二年级和高中三年级
的学生直接接触国内、外
大专学府，以获取升学资
讯和辅导，以协助他们提
早规划升学的途径。

本校和升学情报中心再次联办教育展，校长黎镇光（第2排左）、辅导处主任许环伟老师（第1
排右起）、辅导处丘明申老师与参展代表们相谈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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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主办的“2021年第五届陈景润杯数学比赛”成绩日前揭晓，本校高一理班学生高文
谏成功夺得中阶组冠军荣誉，同时本校也在团体赛中获得中阶组季军和高阶组季军荣誉。与此同时，本校学生
分别在各组中，共有23名学生获得表扬奖。

        除此以外，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也提供学费减免奖励予成绩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包括了梁宇慷、张武
杰和黄政谚获得75%学费减免；黄锦铭、莫嘉伟、梅溧庭获得50%学费减免；郑糠茹、高婕丝、吴嘉伟、黄彦
武则获得25%学费减免。

        黎镇光校长恭喜所有获奖的学生，并勉励他们继续努力，为自己和学校争取更多的荣誉。

        出席颁发奖状仪式者包括黎镇光校长、刘国荣副校长、数学科主任朱荣熙副校长及教务主任胡丽珍老师。

【陈景润杯数学比赛得奖】

获得奖项 姓名

高阶组季军

中阶组季军 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获得奖项 姓名

优秀奖

第四名

第九名

杰出奖

梁宇慷

张武杰

黄政谚、黄锦铭、莫家伟

梅溧庭、郑糠茹、高婕丝、吴嘉伟、
黄彦武、黄玮恩、陈嘉宝

获得奖项 姓名

优秀奖 王垲铮、彭恩源

初阶组

获得奖项 姓名

优秀奖

冠军 高文谏

周洁诗、吴芷欣、施傲风、
刘臻、黄恺谦

中阶组

高阶组
“2021年第五届陈景润杯数学赛”本校成绩

2021年第五届陈景润杯数学比赛线上进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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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本校高一理班高文谏同学（中）凭着2020年初中统考华文科考获优异
的成绩，今天获得董总颁发“2020年度海华奖励金”，由黎镇光校长（左）代表
颁发，教务主任胡丽珍老师（右）见证。

【颁发“2020年度海华奖励金”】

校园大小事

 朱荣熙（后排左起）、黎镇光、刘国荣和胡丽珍在颁发奖状后与得奖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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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派出4位同学参加”第四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马来西亚区）”，在纪瑞芬老师的指导下，参赛
同学皆获得不俗的成绩。校方在此恭喜获奖的同学，同时也感谢纪瑞芬老师的指导和培训。 

        本校学生于9月初代表学校参加2021年全国华文独中国语论坛（霹雳B区）比赛，在全体学员首次参
赛而且时间紧促的情况下，经过一个星期的密集训练，为校争光，夺得亚军，让老师欣慰不已。

        代表本校参赛的学生有何明轩、杨曲星、冯嘉恩、锺愷颐、张炜琳（候补），国语老师Cikgu 
Adawiyah为指导老师, 也非常感谢其他国语老师、诺扎和朱蒂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予以协助。

【第四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马来西亚区）获奖】

霹雳独中国语论坛大赛
育才夺亚军

本校学生冯嘉恩（左起）、何明轩、杨曲星、锺愷颐、张炜琳（候补）参加2021年全国华文独中国语论坛（霹雳B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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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iatuladawiyah Bt Razali
        Terlebih dahulu saya ingin merakamkan ucapan terima kasih kepada pihak penganjur yang 
terlibat dalam menjayakan Pertandingan Forum Pelajar Peringkat Negeri Perak pada tahun 2021. 
Saya selaku penyelaras forum pelajar sekolah ini sangat terharu dengan kemenangan ini. 

        Pada mulanya, saya tidak menjangkakan bahawa sekolah kita akan memperoleh kemenangan 
ini kerana semasa latihan kami menghadapi beberapa kekangan seperti masa dan kelajuan Internet. 
Namun, kekangan ini tidak mematahkan semangat kami untuk memberikan persembahan yang 
terbaik.

         Oleh itu, di kesempatan ini saya ingin mengucapkan tahniah kepada semua peserta forum 
kerana telah mengharumkan nama sekolah. Berkat kesabaran, kegigihan dan kesungguhan yang 
ditunjukkan oleh mereka dengan sanggup mengorbankan masa dan tenaga telah membuahkan 
hasil yang sangat membanggakan pihak sekolah seperti kata pepatah Melayu, jika tidak dipecahkan 
ruyung manakan dapat sagunya. 

       Akhir kata, semoga peserta forum pelajar sekolah ini akan memperoleh kemenangan pada 
tahun hadapan. 

        Sekian, terima kasih.

Ho Ming Hin   S2S
         Bagi pertandingan forum ini, saya berasa amat hairan bahawa pasukan forum sekolah kami 
dapat memenangi tempat kedua dalam pertandingan forum .Masa diberikan untuk membuat 
persediaan tidak melebihi dua minggu,apabila diberitahu masa persediaan ini ,saya berasa 
gementar dan teruja.Saya amat syukur kerana guru pengiring memberikan tempat pengerusi 
forum kepada saya,dan juga kerjasama,timbang rasa,dan  sikap berusaha  yang diberikan oleh 
ahli-ahli panel.

         Proses persediaan memakan masa yang amat panjang,kita mengalami pelbagai masalah teknik 
seperti internet yang tidak lancar.Walau bagaimanapun,kita tidak merasa keletihan dan berputus 
asa ,kita mengatasinya dengan sikap yang positif dan bersemangat.Kejayaan ini terletak sepenuhn-
ya atas kerjasama antara cikgu dan ahli-ahli panel.Jika tiada kerjasama  dari mereka ,persediaan ini 
akan menjadi susah-payah.

         Oleh itu ,saya amat syukur atas kerjasama semua orang .Saya berharap agar dapat bertemu 
kita sekali lagi dalam arena pertandingan forum pada tahun hadapan.

Fong Kar Eng  S1S
         Pada tahun lepas, saya telah dijemput untuk menyertai pertandingan forum ini. Tetapi, 
kemunculan COVID-19 yang tidak terjangka ini amat memasalahkan seluruh dunia dan 
menjadikan pembatalan pertandingan ini . Pada masa yang sama, hatiku  berbenihkan perasaan 
kecewa dan hampa. 

           Pada tahun ini, bentuk pertandingan forum ini diubah dan dijalankan atas talian. Pengubahan 
ini memang menyusahkan guru pengiring dan para peserta kerana tidak kenal-mengenal sebelum 
ini. Namun demikian, peserta-peserta masih mampu berjuangan sama-sama ke hala tuju kami. 
Guru pengiring kami, Cikgu Adawiyah juga tabah membimbing kami dengan penuh kesabaran 
kendatipun hanya dapat berkomunikasi melalui jaringan komputer. Kami juga membuat persiapan 
dengan corak �kiran untuk  memajukan diri. 

         Terlebih dahulu saya ingin mengucapkan ribuan terima kasih kepada guru pengiring dan guru 
lain kerana sudi mengorbankan masa dan memberikan nasihat yang amat bernilai. Saya juga berasa 
amat bersyukur kerana mendapat koordinasi yang rapat dengan ahli panel lain.

得奖感言得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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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 Wai Lam S1C1
         Saya sangat gembira kerana berpeluang untuk dipilih oleh guru bahasa Malaysia saya-Cikgu 
Rabiatuladawiyah Bt Razal sebagai salah seorang ahli Forum 2021 dan dapat menyertai pertandin-
gan ini dengan mereka. 

            Dalam pertandingan ini, saya dapat menambahkan banyak pengetahuan dan pengalaman. 
Semasa latihan, Cikgu Adawiyah merupakan seorang guru yang bertanggungjawab , penyayang, 
dan berpengalaman.Beliau sentiasa membantu kami untuk membetulkan aksen, intonasi dan 
sebagainya. 

            Di samping itu, semua orang juga sangat menghargai pertandingan ini dan berusaha sedaya 
upaya. Walaupun kadang-kadang terdapat beberapa masalah dengan kabel rangkaian dan 
sebagainya semasa latihan, semua orang masih mengatasi pelbagai kesukaran dan akhirnya 
memenangi tempat kedua dalam pertandingan ini . 

          Akhirnya, saya sangat gembira dapat terlibat dalam pertandingan dan berharap agar dapat 
mendapat keputusan yang lebih cemerlang pada masa depan.

Yong Siew Fei   S1C1
         Saya berasa amat bersyukur dan sukacita atas kejayaan kami kerana saya tidak menyangka 
kami akan memenangi naib johan dalam pertandingan forum tahun ini. 

         Dalam pertandingan ini, kami telah menghadapi banyak halangan. Yang pertama adalah 
kami terpaksa berlatih atas talian disebabkan penularan wabak Covid-19 di seantero dunia. Yang 
kedua adalah kesuntukan masa. 

         Saya hendak mempergunakan kesempatan ini untuk mengucapkan ribuan terima kasih dan 
kesyukuran kepada Cikgu Adawiyah, Cikgu Norza dan Cikgu Judith yang sudi berkorban masa 
untuk melatih dan memberikan pendapat kepada kami. Saya akan berterusan usaha saya dalam 
pertandingan forum pada masa kelak.

Cheng Kai Yi  S1C1
        Saya berasa sungguh bertuah kerana dipilih oleh guru Bahasa Malaysia saya-Cikgu 
Rabiatuladawiyah Bt Razal untuk meyertai pertandingan forum 2021 pringkat negeri Perak . 

      Beliau merupakan seorang guru yang bersabah,penyayang, bertanggungjawab, dan 
berpengalaman.Pengerusi kumpulan ini ialah pelajar Ho Ming Hin,ahli panel pertama ialah 
pelajar Yong Siew Fei, ahli panel ketiga ialah  pelajar Fong Kar Eng dan saya merupakan ahli panel 
kedua. Selepas mendapat teks forum yang disediakan oleh guru pengiring kami, kami bermula 
menghafalkan. 

         Selain itu,kami menggunakan app Zoom untuk berlatih sebutan,penjanjian tersirat antara 
sama lain dan menambah kefahaman terhadap teks itu. Setelah beberapa hari berlatih, kami 
mencuba untuk rekod keadaan apabila kami mempersembah dan membuat pembetulan dengan 
bersungguh-sungguh.

         Walaupun kami tidak memperoleh johan dalam pertandingan ini tetapi saya telah memdapat 
banyak pengalaman dan menambah pengetahuan yang baharu dan berguna.

         Akhir sekali, saya ingin berterima kasih kepada guru pengiring dan ahli- ahli panel kerana 
keputusan ini merupakan hasil usaha kami dan berharap kami akan mendapat keputusan yang 
lebih cemerlang pada tahun had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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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高中毕业校友陈柏盛
获得中国上海复旦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专业系）
录取并获得上海市政府给予A类奖学金，
为期4年。

2020年高中毕业校友区靖仪，
获得马来西亚泰莱大学的泰莱卓越奖学金
（Taylor's Excellence Award）的赞助，
可获得4万5000令吉奖学金，为期3年。

2020年高中毕业校友张宇慷获得3所知名
大学录取，
即中国清华大学（电子信息类）、
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及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及郭氏基金提供的4年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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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允彤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航运管理学系

邬杭蓒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航运管理学系

熊靖枰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

工业设计系家具与室内设计

林嘉慧
岭东科技大学
服饰设计系

曹子彦
树德科技大学
表演艺术系

许芷卉
树德科技大学
流行设计系

刘泰铨
东南科技大学

创意产品设计系

徐绍天
树德科技大学

动画与游戏设计系

陈芊柔
朝阳科技大学
传播艺术系

郭俊希
朝阳科技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系

刘苇萱
实践大学（高雄）

服饰设计与经营学系

锺子蕙
铭传大学（台北）

新媒体暨传播管理学系

梁皆庆
义守大学

电影与电视学系

李佩恩
中国文化大学
韩国语文学系

章泽芊
静宜大学

大众传播学系

唐国晋
中国文化大学

建筑及都市设计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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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蔚
天主教辅仁大学
广告传播学系

李各恩
天主教辅仁大学
景观设计学系

陈均庭
天主教辅仁大学

裁品服装学系与裁品服饰行销组

张巧恩
天主教辅仁大学
广告传播学系

温家玮
慈济大学
医学系

刘伟宏
天主教辅仁大学
新闻传播学系

陈加恩
天主教辅仁大学
广告传播学系

丘荣哲
天主教辅仁大学
影像传播学系

刘冠轩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侨生先修部第一类组

锺慧敏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人类发展与家庭学系
幼儿发展与教育组

叶祖渝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人类发展与家庭学系
幼儿发展与教育组

李佳恩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社会教育学系

刘恩绮
国立屏东大学
幼儿教育学系

曾繁良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侨生先修部第一类组
 

蔡笠祥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侨生先修部第二类组

叶晋恒
国立屏东大学
视觉艺术学系

戴智涛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
黄清悦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
国际企业学系

周梓珊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

咨商心理与人力资源发展学系
咨商心理组

陈宇昕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

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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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声泽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

国际企业学系

林子轩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

观光休闲与餐饮管理学系
餐饮管理组

陈紫蔚
国立东华大学
国际企业学系

刘亮宇
国立东华大学
资讯管理学系

廖紫荔
国立高雄师范大学

事业经营学系

叶紫祺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建筑与室内设计系

室内组

尤嘉浚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创意生活设计系

叶健翔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创意生活设计系

黄玮乐
国立台东大学

音乐学系

徐筱瑜
世新大学

图文传播暨数位出版学系

谢维轩
国立台湾大学
外国语文学系

覃沛云
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餐饮管理系

叶子图
国立成功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杜宇恒
国立成功大学
土木工程学系

张媛
国立虎尾科技大学

飞机工程系
航空电子组

苏枫恩
清华大学

清华学院学士班



吴美媚，2019年毕业校友，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

     我现在在中国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修读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是学校的20级 戏剧影视学院的学生。不过，由于疫情的关系，
目前是在上网课。

     中国传媒大学的专业主要是以传媒为主，在我认知中这间
大学最出名的科系是播音专业，但是我选的科系是比较冷门的
“戏美”（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先说一说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科系吧，一开始在我选择读文
美班时，便开始思考大学要读什么，而我最终决定就读“戏美”。
在文美班这三年，我参与过很多次的舞台制作，也很享受制作舞
台时的感觉，无论是和团队一起分工合作、讨论或争吵的过程中，
都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我也渐渐习惯了这种办事模式，以后也
想往这方面去发展。每一次完成了舞台的制作，我都会感到非常满足，而且很有成就感。“戏美”这个科系非常符合我的喜
好，是一个我喜欢又适合我的科系，所以便选择了它。

     至于为什么选择中国传媒大学,其实我是在决定要读这个“戏美”之后才去选择要进入哪一间大学。欧美的大学费用太高,
而中国大学的费用对我的家庭来说是比较能够负担的，而且尽量争取一些贷学金和奖学金，那么经济负担就不会过重。中国
传媒大学的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科在中国的大学排名第三，实践的机会也比较多，所以我便选择它。我没有选排名第一第二的
学校，仅仅是因为那两间大学的报名听说是必须先到中国去面试，所以才没有去选择它们。 
     如果想要到中国传媒大学深造的话，报名的渠道还蛮方便的，我本身是通过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报名，只需要
把指定的资料和报名费呈交上去（报考艺术类需要交上作品），等待录取通知即可。

角
立
杰
出

“戏美”专业？
虽然冷门，但我选我所爱

撰文：吴美媚校友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培养学生运用戏剧影视美术思
维方式，掌握戏剧、戏曲、影视和其他舞台美术设计。本
专业分为场景设计方向和人物造型方向。

     主要课程包括戏剧影视美术造型基础（素描、速写、
色彩、创作）、影视美术设计总体造型——场景、人物、
道具、影视美术理论与创作、影视美术概念设计、影视特
效、舞台美术理论与创作、影视人物造型设计及造型创作、
舞台服装设计及化装技术、数字化设计——特效服装及特
效化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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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非常感谢陈世文老师多年之后与我在面子书上取得联系，也感谢
李秉颖老师越洋远程与我联系，我才有这个机会与各位育才的学弟妹们在
《育才人》刊物里会面。

     先说一下我在育才的寄宿生活吧。回想起在育才当时作为砂拉越州唯
一的代表的寄宿生，我的回忆是美好的， 无论是在学校使用讲堂的电子钢
琴练习考级的曲子，还是在周末外出到槟城钢琴老师的家去上课，如果不
是因为陈舍监Simon老师对我的信任，我是不太可能在这两年的寄宿生涯,
同时面临高中统考的压力下，还能顺利考到英国伦敦音乐学院（ALCM）
的钢琴演奏文凭。

     从学习的角度，有两位老师对我的学习方向和对自己的观点起着决定
性的因素及影响。第一位我毕生一直感谢的老师就是97年高二理班的刘寿
如老师。刘老师当时非常重要的一句提醒，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强项在于语
言而非数理工方面，所以我在高二快结束的最后两个月做了一项非常重要

的决定，那就是从理转文，并且也在接下来的考试中，考获了全级高二第一名。因为这个决定，我在高三统考也能考获较理想
的成绩并且后续也报读了吉隆坡Stamford College的法律系（当时获得全额奖学金），随后就从英国诺森比亚大学毕业。实话
说，这整个转变如果不是因为刘老师的鼓励和肯定，作为一个17岁的高中生来说肯定是很难下决心拍板决定的，尤其是父母不
在身边的情况之下。

     把这则故事分享给大家主要是想说明一点: 首先一定要尽早了解自己的强项在哪里。其次，请不要踏入误区,认为自己如果
没有办法把理工科科目学好，那就是自己不够努力，甚至是天资不够聪颖。尽早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才能集中精力努力把学
习搞好。我真心希望学弟妹们在求学的过程当中，都能像我一样，很幸运的遇到一个真正了解你们强项的老师，因为好的老师
对于一个人后续的方向是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第二位老师对我的美术启发有着颠覆性的认知，她就是郭素菁老师。在高三那一年，郭老师亲自授课，让我能在短时间内
将统考美术课的考试内容全练习一遍。在郭老师的指导下，我也顺利的在98年统考美术科，拿下A1的佳绩。

角
立
杰
出

认清自身强项  思想不设限
只要你愿意 万事皆有可能

撰文：范文君校友

妥善安排寄宿生活
学习 爱好 不耽误

     分享到这里，我的感触非常深。育才给我带来不仅
仅的学习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我在住校的期间也通过
有序，有规律的集体寄宿生活，学会了生活上和精神上
独立性和包容性。在育才短短的两年时间，无论是老师
还是同学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让我能在学习和
兴趣爱好的培养两头不耽误，所以我的回忆是非常美好
的。感谢校长，老师们当年的教诲，提供各种平台（
参加国语论坛，辩论赛，担任钢琴伴奏陪同学校的男女
高音同学们去怡保市政厅演出，都是毕生难忘的宝贵经
历），让我能有如此精彩的高中生活,我非常感恩。

     希望在阅读这一期的校讯的你，能像我一样,对生
活充满热忱，充满期待，学弟妹们，你们就是国家的
栋梁和花朵，明天的你们，相信一定能比我过得更精
彩，更充实，更有滋有味。记得，不要给自己太多思
想上的局限，只要你愿意. 万事皆有可能。祝福大家！

20年职涯多姿多彩

     回想这快20年的职业生涯，除了感恩所遇见的一切机会，我感
觉自己不停的在颠覆很多固有的一些概念。例如,至少在我上学的那
个年代，统考毕业生是不太可能进入马来西亚政府部门工作的，而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砂拉越州政府律政司公署担任四年的法律官
State Legal Officer, State 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 
Sarawak, Malaysia. 合约满了之后，我再次回到英国伦敦就业，除
了在国际律师事务所任职之外，也有在英国清算局的公众利益小组
担任调查官（Investigation Officer, Public Interest Unit, 
Insolvency Service London）。我在伦敦生活和工作也很偶然看到
了伦敦爱乐乐团合唱团 （London Philharmonic Choir）的一个招
聘业余合唱团员的广告，当时也没想太多，虽然身边也有好多人认
为就你一个小国家来的人真的能面试成功吗？当时，我也是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就去面试了，还真通过了，就这样，在伦敦工作的第一
和第二年是白天处理案子，晚上练唱，周末演出的生活。

     在英国住了4年之后，在我时任老板的推荐下，我被外派到北京
去工作。在这段期间内，除了工作上的成长，我也致力于从专业领
域方面通过协会的平台回馈给法律界的同仁们。也很感恩，因为有
这些平台，我无论是讲课，办座谈会还是与律师事务所共同撰稿写
文章，都能得到业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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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历简介：
•1998 高三文班毕业
•学历：
     ■2001年英国诺森比亚大学法律本科
     ■2002年英国Barrister-at-Law执业律师资格
       (林肯法学院)
     ■2004年英国伦敦大学法律研究生毕业
     ■2009年考获英国Solicitor of England and Wales执
       业律师资格
•工作：
     ■目前任职某美国国际时装品牌合规和数据隐私亚
       太区总监
•业界活动和奖项
     ■2019年入围全球杰出女性合规官奖项 (Finalist, 
       Compliance Officer of the Year Award, C5 
       Communications, London)
     ■2019年受邀巴西Insper法律学院当合规客座讲师
     ■2020至今上海美国商会道德与合规委员会副会长2002 考获英国林肯法学院Barrister 

at Law执业律师文凭
 2009年考获英国Solicitor执业律师证书

 英国伦敦爱乐乐团合唱团团体照。

2004年至2008年在砂朥越州政府州律政司任职州法律官。 2019年参加全球杰出女性合规官研讨会。

2021年参与上海美国商会道德与合规委员会的活动

2010年在伦敦Royal Albert Hall演出通过英国BBC电视台直播截屏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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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教育·惠泽后学

接领霹雳州政府拨款

     本校接领霹雳州政府的20万令吉拨款，由霹雳州州务大臣
华裔事务特别秘书锺燊庆（前排右4）代表移交支票给本校董
事部，本校署理董事长黄亚珠（前排右3）接领。前排左起为
聂翠芬、何伟铭、罗桂平局绅、拿督王林清，前排右起是黄伟
生和拿督吴国芳；后排右起是司徒育敏、黎镇光、刘子真、冯
丽娟、张杰麟、锺镇鸿和刘国荣。

育才独中建校
霹雳QUEST捐5000令吉

     霹雳Quest国际大学于4月9日捐助本校5000令吉建校基金,
助本校强化学校硬体设备,优化学校教学环境。校长黎镇光接领支
票并移交感谢状和锦旗予该大学代表张保平和该大学招生部副经
理李睿（左）二人，并进行交流。本校对于Quest国际大学的支
持，感激不已。

热心华教人士胡昌源捐3万 

     热心华教人士胡昌源捐献3万令吉，认捐育才独中李莱生图书
馆一间大会议室，以协助翻新及提升学校图书馆。胡昌源（右3
起）和民政党霹雳州组织秘书植旷荣（左）两人，一同到本校移
交有关捐款支票，由校长黎镇光和副校长刘国荣接领，并颁发感
谢状和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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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谷素之缘捐赠日常用品

     Green House Vege 61翠谷素之缘素食馆负责
人郭爱莉（左3）代表善心人士把捐赠物资移交于
本校，并由校长黎镇光（右2）代表接领。左起为
刘国荣副校长和王瑞国博士，(右1）为朱荣熙副校
长。善心人士所捐赠的物资都是日常用品，如白
米、食油、罐头食品、饼干、方便面、米粉、炼
奶、巧克力即溶饮料等,希望这些物资能够在疫情期
间为本校的清寒学生家庭带来帮助。

本校通过“得来速”方
式分发善心人士所捐赠
的50份物资给该校清寒
学生。

狮子会捐赠蔬菜和物资

     疫情防控期间，部分学生家庭经济收入受影响，怡
保中央狮子会、金马仑山景狮子会与5名热心人士，分
别捐赠50份物资和850公斤的蔬菜，以援助本校清寒
学生家庭。另外，怡保中央狮子会也捐赠了本校一台饮
水机。怡保中央狮子会和金马仑山景狮子会济贫送暖之
善举，暂缓了清寒子弟家庭的困境,展现了对社会的关怀
和服务的精神。

图1. 黎镇光（站者左5）在副校长刘国荣（左）、朱荣熙（右）、辅导主
      任许环伟陪同下，移交感谢状和锦旗予狮子会，由黄世方接领，黄有为
      （左2起）、杨景华、黄靖纬（左6起）、魏明贵、Yvonne Yup、陈
      国联、谢汉权、庄国华、高嘉贤（前者左起）、潘美伶见证。

图2. 怡保中央狮子会在杨景华（左）赞助下，赠送一台饮水机予育才独中，
      黎镇光颁发感谢状和锦旗予黄世方（右2），魏明贵（左2）和黄靖纬
      （右）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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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大学捐赠口罩

     拉曼大学（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向各源
流学校分发向社会大众筹得的口罩，而该大学捐赠6000个
口罩予本校，为育才独中对抗疫情送暖。

     拉曼大学软技能资源部副经理张钦益（右2）代表拉曼
大学移交6000个口罩给霹雳育才独立中学，由校长秘书丘
窈睿（右起）、宣教处助理李宇铤、事务处助理陈诗韵接
领并见证。

热心人士提供资助

     热心人士熊敏贻、Aylicia Low和汤慧萍通过征求
经费和捐献日常食品，为育才独中送来温馨关怀，协
助本校清寒子弟舒缓生活压力，仁风义举令人感动，
应予赞扬。本校副总务王瑞国（左）和事务处主任锺
国华接领捐助品后留影。

署理董事长黄亚珠捐赠雨伞

     最近天气反复多变，感谢本校署理董事
长黄亚珠先生赠送360把雨伞给本校寄宿生
和老师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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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赠送玉米予教职员

     董事张德常把自家栽种的玉蜀黍运送到学校，
分发给教职员享用，共庆教师节。每年能够多次获
得免费又香甜的玉蜀黍，全体教职员生开心之余，
也感谢张先生心系于学校每一份子。

     副校长刘国荣（右起）和朱荣熙、事务处主
任鍾国华（左）把玉米分发给全体教职员。

金马仑校友回馈母校
捐蔬菜捐助学金助学弟妹

     在国家复苏计划期间，来自金马仑的本
校热心校友杨芑雄捐赠许多蔬菜给母校，并
捐款2000令吉作为母校清寒助学金。校友
在这特殊时期对母校饮水思源的精神，这份
心意让人感动不已。

在校值班的教职员一起把蔬菜，
一一打包、分发给学校教职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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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免息贷款申请
Interest-free Education Loan Application

本校每年3月份开始都会接受学生“大专免息贷款”的申请，直至6月中旬截止。
有意申请者可联系本校辅导处。

“大专免息贷款基金”设立于1980年代，其宗旨为减轻学生在毕业后继续深造所面对的财务重担，
故提供免利息贷款予毕业生申请，以帮助他们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在各所大学深造。

申请资格
1.凡在育才独中修完高中三年课程，
品学兼优、身心健康、家境贫困者。

2.获大学录取者

3.在籍大学生。

所需资料
1.高中三年学业成绩影印本。

2.三张两寸半照片。

3.五百（500）字的自我介绍。

4.大学录取通知书（若有）。

申请方式

有意申请者，请亲临本校
辅导处申请。

此基金内的款项都是由社会人士所捐助，因此校方希望受惠者不要辜负社会人士的帮助，在完成
大学及踏入社会工作后，就要按时把这笔贷款还清，让这个基金有足够的资金去帮助更多有需要
的学生。在现今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有足够的知识才足以和他人竞争，因此学生们要勤劳和
用功学习，将来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以下是今年（2021）获得此项贷款的学生:

刘姿璇
世纪大学
教育系

陈加恩
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
传播院广告传播学系

教育系

刘恩绮
台湾屏东大学
幼儿园教育学系

温家玮
拉曼大学
化学工程系

刘懿萱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

黄亚珠（前排右三）移交支票予其中一名受惠者，前排右起为黎镇光、
黄伟生和刘子真；后排右起为朱荣熙、许环伟和刘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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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资讯： PK.C.199(T) 
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YUK CHOY HIGH SCHOOL
Address: No. 2, Hala Jati Meru 29, Jelapang, 
30020 Ipoh, Perak.
Tel:+6(05)526 0963/ +6(05)526 7912 
Fax: +6(05)526 1510
E-mail: smyukchoy@yukchoy.edu.my

《独中颂》    
作者：吴岸

怎能忘记啊
当灯火辉煌
那最先在黑夜里
提灯的人

怎能忘记啊
当百花盛开
那最先在荒野中
播种的人

听百年洪钟
又在清晨敲响
召唤着
一群群族人的子女
跨进独中的大门

怎能忘记啊
那无数创办华校的
劳动者和战斗者的功勋

我们是你钟爱的儿女
啊     独中
在你的怀抱里
我们撷取着
珍珠般的语言
在你的宝库中
我们吮吸着
五千年文明的芬芳

你那洪亮的钟声
永远在我们心中回响
母亲的语言
将世世代代闪光
民族文化的芬芳
净洁了我们的心灵
爱祖国
爱人民
与各民族人民友爱相亲

啊
独中
你在热带的荒林中诞生
你在赤道的风暴里成长
你屹立在祖国的土地上
象征着我们民族的精神
如果绿洲变成了沙漠
你将是风沙里的驼铃
如果陆地变成大海
你将是浪涛里的明灯

Website: www.yukchoy.edu.my
FB: www.facebook.com/YuCaiDuZh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