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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欣艳、覃信意（高一文商仁） 

刘锦瑜（高一文商和）报导 

  我校董、家、教、校友与全体师生

于7月2日（星期五）聚在朝阳礼堂，为
欢庆我校第63周年校庆暨教师节这项意
义非凡的庆典。 

学生代表林素妤（高三文商礼）在致词时感性地道出老师的心声，她说：总有时候，我们难以体

会，当我们课业有困难时，您有多着急；当我们学习态度欠佳时，您有多难过；当我们学习

今年校庆暨教师节主题为“海岸

线”，意即“学海无涯，唯勤是岸”，

海岸线给我们依靠，也给我们所有航行

的装备，让我们有力量航向知识的大

海，探索一切。“海岸线”也意味着

董、家、教、校友、学生连结起来，是

我们生生不息的生命线。 

文转下页 

前排左起：陈炳顺校友、校友会主席

颜建义、副董事长颜振聪、郑瑞玉校

长、副董事长戴良业、副董事长卢金

峰、家协主席高添发、颜长生董事、

苏顺昌董事。 

 

左图：校庆暨教师节舞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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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而累坏时，您有多心疼；成绩

放榜的那一刻，您有多欣慰。但我们都知

道，您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能学得好，学得

更多。很抱歉，没能体谅您的用心良苦。谢

谢您，总是无怨无悔的耐心教导；谢谢您，

没有放弃，还有一切的包容和谅解。 

林同学也以感恩的心述说：“社会的发

展靠教育，教育的发展靠老师。教师，只是

一份职业，但最难能可贵的是，一切的付出

是用挥洒的，是不能计算的。因为那份炙热

的心，给了我们一万种可能。您真的很棒，

我们以您为荣。 

“对于今天我们能在这如此舒适的环境

中学习，我们心里都明白，这都是学校董

事、校友会、家教协会三机构理事的贡献与

付出。这股兴华人的精神，将引领我们全体

同学前进、再前进。” 

在副董事长戴良业、郑瑞玉校长和林素

妤同学致词后，由高三学生组合成的合唱队

伍，引领大家合唱《教师颂》及《以您为

荣》两首曲子，深情感人的歌声传达了学生

对老师崇高敬意。 

当天出席嘉宾尚有副董事长颜振聪、卢

金峰；家教协会主席高添发及校友会主席颜

建义等等。 

另外，每一年的庆典上，我校都会颁发

教职员服务奖；今年，共有9位教职员获得
此奖，他们是： 

文接封面 

要感谢的

人很多，感谢父

母、感谢妻子、

感谢校长的知

遇、感 谢 董 事

们、感谢行政伙

伴们、感谢老师

们、还有可爱的

同学们。因为你

们，此生无憾，

在兴华是幸福

的。  

 

  在今年的校庆

暨教师节里，我想

向董事会和校长表

达我真诚的感恩之

心！因为您们所给

予的机会，让我成

为了人类的灵魂工

程师，让我能为华

教、为母校奉献20年。在这20年的教育工作过程中，我
想向董事会、校长和各位教职员表达我真诚的感激之

心！因为您们所给予的支持、指导和谅解配合，让我会

继续为母校的发展尽心竭力做到最好。 

我真诚恭祝兴华中学万古长青；各位董事、校长和

教职员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校长、各位老师教师节快

乐；各位同学：学业猛进！谢谢！  

 

 

获教职员服务奖的同仁与三机构理事合影。 

服务年资 教职员 

25年 谢锡福 

20年 庄添辉、朱丽芬、伍友芳 

15年 林爱心、庄慧敏、Khuzimah 
10年 Evon、黄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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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没想过我会在兴华教了20
年，我感到蛮骄傲的。教书生涯走

来不易，充满酸甜苦辣，但在学生

身上学到很多，兴华是让我成长、

增值的地方。我很感谢校方、学生

让我有机会向他们学习，他们也有

机会向我学习。我也很感谢同事们

在这20年来相互
的扶持、鼓励。  

 

 

我感到很荣幸在此服务多

年。这里不只是读书的地方，

也是学习、成长的地方。这里

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和经验，我

要感谢同事与学生们一路给予

的支持。  

回首过去，一路走来因为有

你们的陪伴而让我的生命更绽放

光彩。身为兴华人一直坚信撒下

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谢

谢大家！一个人的成长，往往都

得借助团体的力量。15年来，学
校、同侪朋友、学生给了我这股

力量，陪我成长，谢谢大家！ 

  戴良业副董事长于创校63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上致词全文： 

  各位董事，各位家教协会及校友会理事，郑校长，各位老师，来宾，媒体

朋友以及同学们早上好！ 
今天是我们兴华庆祝创校63周年，同时也是庆祝教师节的大日子。 
转眼间兴华已经跨越第63个年头，作为一个自立更生的独中来说，这么多年以来，当中所经历的艰难

和挑战肯定是不计其数的。 
幸好在当时有一班对华教充满热忱的前辈，扛下了这个重担；也幸好得到了许许多多不计其数的社会

上热心人士，不论是在精神上，在经费上或是行动上的支持，兴华才可以慢慢的茁壮成长，发展到今天，

成为一所令我们每一位都感到欣慰、自豪的学校。 
据我知道当初兴华在1947年创校时，师生人数才大概200人，放眼看我们今天已经有超过2600名学生

站在这里一起庆祝本校的63岁生日。 

 
戴良业副董事长 

文转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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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瑞玉校长于创校

63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上致词全文： 

今天，为庆祝我校创校63周年，我校董家
教学生齐聚 一堂；以学长团为首的全体同

学，也在这里，为我校站在教育最前线的老师

们，策划动员，安排了一系列活动，庆祝一年

一度的教师节。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以“百年树人”论教育，兴华中学63岁，
可谓正处于风华正茂又智慧沛然的盛年。在办

学的道路上，我校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和义无反

顾的精神，无数心血的灌溉，挫折和考验，才

得以化为教育的养分，因而也才累积了点滴的

经验和成果。 

我校董事会在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领导

下，对学校的建设与教职员的福利，给予高瞻

远瞩的鼓励与承担；老师们对教育事业的投入

与对学生的热爱，以及家长们对学校教育的支

持，让我们对学校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兴华中学将以其63年的历练和能量，以越
走越稳健的步伐，迈向另一个发展阶段。然

而，教育的成果是由同学们的表现呈现的。学

校的教育素质的评估，是以学生从入学一直到

毕业的学业与各方面的表现，以及毕业后的发

展为依据。因此，同学们的自尊自爱与奋发自

强，才是学校力量的泉源。 

老师们以园丁的精神，努力耕耘，灌溉，

除害，施肥，期望同学们免遭虫害，以便幼苗

茁壮成长；然而，在空气已被污染和充满诱惑

与迷思的大环境里，更重要的是同学们更多的

自觉与自律。 

常听老师们说，我校大部分同学，都有一定的理

解和体悟的能力，但就不容易自动自发，这是行动力

薄弱的表现，而行动力薄弱则显示了决心的不足。 

同学们，我们大概都记不起自己是怎样学会站起

来的。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曾经跌倒过无数次。

想想，当你还是婴儿，有多少次，你企图站定，但一

个不稳，却可能来个四脚朝天？ 

对于学着站起来的婴儿，跌倒摔跤，甚至跌倒四

脚朝天又算得了什么？也许，在婴儿幼小的心灵，对

站起来，一定有着坚定不可动摇的信念。 

在人生的道路上，跌倒摔跤，很平常。也许大家

不知道，老师们每天都可能会面对困难，但是因为心

中充满着对同学们的爱，和对教育的信念，挫折与挑

战，便算不了什么了。 

其实，当你痛下决心，明确做了一个抉择，一种

“势在必行”的力量也会随之而来。在生命中，不就

是因为许多想要站起来的“信念”，让我们勇往直前

地去追求吗？！ 

校庆与教师节是我校一年中意义最为深长的日

子。在此，我谨代表全体老师感谢董事会的领导和三

机构无私的奉献；我要传达老师们对同学们的爱与期

望，请大家一定要把追求进步的良好愿望，转为行

动。祝福大家。谢谢。 

 
郑瑞玉校长 

各班学生代表在声声《教师节颂》下，将手中的康乃馨献给师长。 

左图:大众传播学会广播组呈献相声，幽默的对话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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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人到今天的超过2600人；
从租用一所亚答屋作为校舍到今天有

九层教学大楼，兴华已经发展成为一

个具备现代化设备的，让我们感到非

常骄傲的华文独立中学。 
与此同时，兴华还是继续秉持了

传统华文教育的美德，着重教师学生

“礼仪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

平”等重要的道德价值观。 
这都是完全符合了本校“人文科

技相结合”的理念！ 
因为这样的理念，兴华栽培了一

班优秀的学生，不断地代表学校在许

多的校外比赛中赢取奖项，为校增

光！从文学到绘画，从数学到运动，

真的可以说是文武双全！ 
当然学生的卓越成绩，除了有赖

于他们本身的努力以外，也必须感激

非常重要的幕后功臣――任劳任怨、

尽心尽力的老师们。 
我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可见教育工作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都

是非常巨大的！ 
在学习和活动的过程中，老师的

循循诱导，细心辅佐，才能让学生们

得到全面的发展，学习更丰富的知

识，发挥个别的才能，从而建立了更

强的信心以面对社会。 
老师们默默地尽心栽培学生，为

社会培育品学兼优的新一代，带领国

家社会走向繁荣进步，国家的富强与

昌盛就是老师们最伟大的功劳！ 
每年的5月16日，是国定的教师

节，也是我们向这班伟大的教育先锋

致最深的谢意及最崇高的敬意的时

候。现在，我希望各位同学和我一起

以最热烈的掌声向老师们表达我们的

感谢。 
在座的朋友，兴华有今天的成

就，有一位女士她的贡献巨大，功不

可没，她引领兴华30多年，使兴华能
发展成为今天，让我们大家都感到骄

傲、自豪、欣慰的学校，她就是我们

的郑瑞玉校长，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我们的校长。 
最后，希望兴华在大家的努力

下，更上一层楼！谢谢！ 

黄锦雯、彭荟嬑、陈萱柔（初二信）、朱钰凌（初二和）报导 

由学长团负责策划的校庆暨教师节庆典，还包括了舞台剧

和师生联谊活动。参与舞台剧表演的学生团体包括戏剧学会、

舞蹈社、华乐团、管乐团、中华武术团、合唱团、少年服务

团、大众传播广播组和学长团，主要以舞台剧形式串联各个表

演，节目紧凑而精彩。 

舞台剧故事讲述一所坐落在海边的微型独中，一班导师鼓

起学生站上舞台的勇气，呈献最完美的演出。 

故事的开始由舞蹈社带来一支动作活泼搞笑的《朗朗读书

声》，使整个朝阳堂充满欢笑声。管乐团带来《My Neighbour 
Totoro》，轻快优美的旋律让现场观众沉醉。 

大众传播学会广播组也首次在庆典中带来两场相声表演—

—《名医》和《地名学》，幽默的内容和声调，使得全场捧腹

大笑。 

“武术不是斗争的场面，它也是一种艺术”中华武术团团
员和指导老师—杨国斌师同台演出《新时代》，将棍术、五虎

枪等元素搬到舞台，刚阳威武的动作赢得掌声连连，将全场气

氛带至高潮。 

合唱团献唱《感恩的心》，表达了对老师的感恩之情。华

乐团演奏《早安老师》和《春晓》二曲，大家都随着旋律唱出

了《早安老师》。少年服务团的扯铃表演，也赢得不少欢呼

声。 

舞台剧在学长团温馨感人的手语表演呈献后圆满结束。 

文接第3页（戴良业副董事长演词） 

舞台剧的演出首先由戏剧学会掀开序幕。图为同学在阅读一封老师留给

他们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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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苑琦（初二义）侯沛妤（高一文商忠）报导 

为促进师生之间的情谊，学长团负责筹备的

师生联谊合唱比赛、烹饪比赛于校庆暨教师节社

团表演后展开。 

合唱比赛： 

在场的人都是评审。出席的观众和评审林颖

茜师一样，可将“星星”投予支持队伍，评判、

观众各掌控一半比赛的成绩，是场“不一样的比

赛”。 

共9支队伍于黄景裕讲堂参赛，每支队伍由4
至10位学生、至少1位老师组成。演绎方式不限，
可选择清唱、乐器伴奏等。 

根据赛绩，三支优胜队伍分别是高一理爱A
队，他们与林庆淼师演唱东于哲的《你看不

到》；高一文商忠和李天岱师演唱英文歌曲

《Always There》；初三礼和邹智聪师演唱基督
教圣歌《Dona Nobis Pacem》，三队优胜队伍皆
获得一神秘礼物。 

烹饪比赛： 

在合唱比赛进行同时，师生联谊烹

饪大赛也同时在烹饪室展开。 

烹饪赛由烹饪学会协办，以培养师

生情感为宗旨，主要让师生在赛中勇于

尝试，烹调出创意料理。 

比赛分上、下半场，每场共5个组
别，至少每组7人。比赛食材由烹饪学
会准备，上半场的主要食材是鸡肉，下

半场的主要食材是猪肉。比赛主题与烹

调方法不限。 

上半场其中一组以“凤凰”为食物

主题，十分有创意。下半场中也有者把

红萝卜雕成相机，栩栩如生，各组都积极地展现

自己的烹饪才华。 

赛后成绩揭晓：上半场的冠军组是以谢佩怡

师为首的团队，而下半场的冠军组则是由黄家禾

先生所率领的团队夺得。当天担任评判的老师包

括庄丽琴师、朱丽芬师、杨四娇师和吴玉琪师。 

下图：有军师在旁，无惧也。 

高一理爱Ａ队唱出冠军，师生们融洽地齐欢呼庆喝。 

一看就知是厨房新手的同学，

总算联手把三层肉给“解决”

了。 

下图：舞蹈社生动活泼

的《朗朗读书声》，传

达了读书的喜悦。 

学长团以手语表达对师长的

感谢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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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荣烽（高二文商礼）杨雨庭（高一文商平）报导 

在“The Lion King”里扮演神似的兔子、熊猫；
在“Beauty and the Beast”里，野兽王子的卖力演
出；“Aladdin”里扮演得惟妙惟肖的鹦鹉和猴
子⋯⋯ 

5月4日（星期二），一一呈现在我校朝阳堂的舞
台上，并赢得连连的喝彩声！ 

由我校英语教学中心举办的高中部英语综合学艺

比赛  E-challenge  决赛，S3  Berlin的“The  Lion 
King”众望所归获得了冠军，亚季军分别是 S1 
Adelaide的“A  Teenage  Christmas  Carol”及S2 
Adelaide的“Aladdin”。 

E-challenge主要让学生参与剧本编写、角色扮
演，在舞台上演绎、歌舞形式呈现，期许学生透过更

多元的活动加强英语沟通、表达能力，让学生学习讲

英语、进而喜欢上英语。 

同学们的演出在戏剧和歌舞的结合下，为大家带

来许多惊喜，每一场都获得师生们热烈的掌声。评审

老师Mr Ong表示：“我觉得很棒，表演充满了娱乐
性、创意性。”透过不同形式验收学生的学习成效，

可让学生都玩得开心。 

评审老师Ms Chua认为，此次的剧本比过去充
实，不仅充满创意性，在演出中也传达了正向的价值

观。唯有剧本中的用字遣词、语法还需要再加强。评

审老师Ms Joanna 则忍不住赞叹：“Well done!” 
S3 Berlin的“The Lion King”由来自高三文商

智、高三文商礼和高三文商爱，幕前幕后共26位同学
参与演出，并在赛前一个月开始练习。 

据高三文商智的蔡卫顺透露，“The Lion King”
的概念是来自醒狮，由原本的醒狮动作，结果慢慢演

变成Lion King。 
“刚开始有些人无法突破心理障碍，但大家越来

越投入。为呈现最好的表演，大家都投入150%的精
力。”对于成绩的结果，他们都表示满意，其中更有

同学高兴得落泪。 

S2 Adelaide的“Aladdin”由高二理忠和高二理
孝的15名学生齐演出。对于得奖，除兴奋外，大部分
同学表示非常惊讶：“因为我们练习和彩排不足，导

致大家上台后陆续出现了一些错误，否则演出会更

好。” 

“A Day at the Museum”组长为高一文商忠黄

以乐，他表示，“A Day at the Museum”的灵感
源自于好莱坞电影“Night at the Museum”。当
初是抱着“如果把荧幕上‘死人’变‘活人’的

剧情搬上舞台，一定很有看头”的想法而写出“A 
Day at the Museum”的剧本。 
他说：“这个表演对大家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回

忆，大家都很享受在台上的那十几分钟。虽没得

奖，但这是个难得的舞台经验，大家都很有成就

感。” 

  以下为E-challenge比赛得奖名单： 
1st  Prize - S3 Berlin (The Lion King) 
2nd Prize - S1 Adelaide (A Teenage Christmas  Carol) 
3rd  Prize - S2 Adelaide (Aladdin) 
 
Consolation Prizes -  
1. S3 Adelaide (Beauty and the Beast) 
2. S1 Washington (A Day at the Museum) 

由S3 Berlin呈献的“The Lion King”。 

由S2 Adelaide呈献的“Aladdin” 

S1 AdelaideE (A 

Teenage Christmas 

Carol) 



HIN HUA MONTHLY         2010年 7月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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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校副董事长颜振聪的带领下，我校

董教职员羽球、乒乓队一行24人参与了于6月
8日结束的第三届华教杯，并取得不错的成
绩；乒乓队勇夺亚军，是现场唯一连续三届

进入四强的队伍。 

是项比赛是由董总与沙巴独中董总主

办，沙巴崇正中学协办，吸引了全国20所独
中参与其盛，其中有15校来自西马，5校来自
东马。 

我校羽球队在小组循环赛中与新山宽柔

中学、沙巴拿笃中学及吉隆坡中华中学同

组，比赛成绩为1胜2负，小组中名列第3，失
去了进入复赛的机会。但球员们仍发挥了高

度的奋战精神，可说虽败尤荣。 

我校乒乓队则与沙巴亚庇建国中学、新

山宽柔中学及大山脚日新独中同组，并在小

组赛中以3战全胜的成绩进了复赛。在8强中
的对手为东道主沙巴崇正中学，乒乓队亦以3
比0的成绩迈向半决赛，与古晋中华一中争夺

  羽球队 乒乓队 

教练 王振扬 蔡 成 

队长 李锦华 李荣兴 

队员 苏爱云、庄荣源、翁敦荣

杨四娇、詹荣贵、吕俍駩

林美燕、林玉莲、翁叶芳 

黄秀玉、郑月圆、刘美娥 

苏进存、吴汶易、李增注

庄丽琴、陈蕙芬、张亚南 

林素妤（高三文商礼）报导 

由留新大马独中生联谊会主办，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与我校

协办的2010年独中留新升学讲座，于6月24日（星期四）在我校忠礼堂举行，全体
高三生皆出席聆听。 

该讲座会主要向独中生讲解有关留新升学之课题，包括介绍新加坡大专学府的

科系、入学资格、奖贷学金资讯等升学概况，并给予有意留新升学的学生相关方面

决赛权。经过一番激战后，我校乒乓队以2比1的成绩连续
二届挺进决赛，与芙蓉中华中学争夺锦标。然而，惜以微

差成绩1比2败下阵来，取得亚军。 
我校为下一届华教杯的协办学校，故除了参与比赛

外，一行24人也与参赛学校进行交流，并取得丰硕的成
果，为下一届的赛会进行热身。 

以下为羽球及乒乓队代表： 

董教职员赴东马崇正中学参与华教杯，乒乓队夺亚军。 

同学们于讲座会积极与主讲人互动。 

 的协助。 

主讲者为留新大马独中生联谊会学生，有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陈淑

玲、林汶凯、黄俊毅、欧阳言冰及林云义。 

留新大马独中生联谊会，即Association  of  Malaysia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 Alumni (简称AMCISA)。该组织成立于1983年，由
留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毕业生组成。 

AMCISA设立主要是维系与增进大马留新独中生之间的感情，协助
独中新生适应大学生活。AMCISA也代表独中生与董教总及各独中保持
联络，提供新加坡大学的最新资料。   

AMCISA 官方网站 ：www.amcis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