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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汇洁（高三文商义）采访报导 

  从队伍的成立，每日的练

习，再到顺利出队，我校的新春

醒狮采青贺岁队伍终于完成光荣

任务，并于3月1日（星期五）在

朝阳礼堂与工委会成员、董事、

家长、校友及老师同聚庆功。 
杨董事长：醒狮采青意义非凡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

长出席当晚的庆功宴，以示答谢

所有为此项活动出力的社会人士、工委会成员、董事、家长、校友、老师及学生。同学们在新年期间，坐

在罗里出外到公司及住家为校筹款，舍弃新年玩乐的时光，他为此而骄傲与感动。杨董事长说，在新春期

间舞狮除了可以发扬中华文化，更为校筹募资金，深感意义非凡，并对新春醒狮采青已成
文转下页 

 杨董事长（左五）颁发最佳团队奖予第6、8、10、11队正副队长。 

 工委会主席拿督陈尚成（左五）颁发鼓励奖予第1、2、3、5、9队正副队长。 

 

 校友会主席颜建义（左一）颁发特别鼓励奖予第7队正副队长。右图为颜主席

颁发奖品给电话招青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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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超强毅力 
许耀强（第7队队长， 

高三文商礼） 

对第7队获得特别鼓

励奖感到非常意外及惊

喜，感觉到此奖是为我们

而设的，因此我们会在生活及课业上延续此

超强的毅力。刚开始时曾对此队感到失望，

直至经历了一段时间，渐渐对他们的表现深

感满意。原本是个零散的团队，经过队员、

队长的互补与沟通，在出队期间，队员们的

表现让我满意和欣慰，感谢他们给予合作，

更要感谢副队长的帮忙，让我们的队伍更完

美，更棒。 

为促进我校董、家、教、校友和同学们的关

系、连成一气的活动值得鼓励推动。 
陈尚成：筹款达标成绩标青 

新春醒狮采青贺岁工委会主席拿督陈尚成

副 董 事 长 指 出，今 年 所 筹 募 款 项 为

RM621,797.20，这是近年来非常标青的成

绩，更打破了工委会的目标。 
今年第6次出任工委会主席的他表示，有

如此好的成绩需要大家的配合与努力，才能完

成这项艰难任务，因此功劳是属于大家的。在

这深感高兴的时刻，可惜的是颜振聪董事离开

了我们，颜董事曾经是新春醒狮采青贺岁活动

的大功臣，因此这份荣耀也属于他。 
颜建义：狮艺文化是华人文化 

中小学校友会主席及新春醒狮采青贺岁工

委会署理主席颜建义表示，醒狮采青队伍已迈

入第28个年头，所筹获的款项都作为建校基

金、行政费用、学校设备等用途。 
他说道，在工委会的领导，各界人士的支持，三

机构、老师、家长、学生的配合下，才能让整个过程

顺利完成，并且获得理想的成果。他总结，狮艺文

化，是华人的文化，让我们快乐地传扬它。 
节目温馨 

当晚，华乐团、舞蹈社、合唱团和扯铃学会也为

大家献上精彩的表演节目。华乐团演奏《欢腾的节

日》《咱来祝福》《金玉满堂》《王小二拜年》《迎

春花》五首动听的曲子，朝阳礼堂顿时充满迎春的愉

悦；舞蹈社带来《财神到》《桃花朵朵开》和《红绸

飞舞》，《财神到》更结合了财神爷的表演和华乐团

演奏，让人耳目一新；合唱团演唱了《天天好天、惜

福、大日子》《庆祝》，虽然新年已过，但经合唱团

团员的带动下，全场的气氛彷佛回到新年般的热闹。

扯铃表演虽然略有失手却不失精彩，让大家拍手赞

好。最后，新春醒狮采青贺岁队伍的高三队员为感谢

师长，献唱了《萍聚》与《朋友》，其它队员也有序

地列队上台合唱，让场面顿时温馨及感动。 
庆功宴上也颁发最佳团队奖、特别鼓励奖、鼓励

奖和电话召青奖。  

文接上页 

 全体狮队队员与杨忠礼董事长、李平福署理董事长、陈尚成副董事长、黄秀玉校长、孙维新教授、醒狮策划小组组长李

荣兴师及来自台湾大学的孙维新教授合影。家长、同学们纷纷举高相机拍下这美好的一刻。 

属于全狮队奖项 
黄引航（第6队队长，高三文商义） 

  荣获最佳团队奖，让我深感意

外，这是属于全狮队的奖项。更要

感谢我的队员的配合，才能有最好

的表现。加入此团队已经4年了，在

生活上，确实带给我很大的影响及启发。自律、负

责，是我在狮队里学到的，并且将它运用在生活上。

我希望能把技术代代相传，这样才不会造成断层的现

象，“青出于蓝”是我对学弟妹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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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颂晴（初二信）林颖倩（高一理仁）采访报导 

为了迎接农历新年及发扬华人的优良传统文

化，我校于2月7日（星期四）举办了一年一度的

挥春比赛暨新春醒狮采青贺岁队伍宣誓授旗礼。

一个个小灯笼点缀了兴华园的每个角落，华乐团

演奏悦耳动听的新年经典曲子，三千多名师生身

穿红彤彤的上服，脸上带着期待迎春的笑容，在

国字型大楼围

观于兴华园进

行的挥春比赛

开笔仪式及醒

狮采青队伍宣

誓授旗礼，这

是我校第一次

将两个仪式并

在一起举行，

场面更热络，同气连声，一气呵成，整个校园弥漫

着浓厚的新春气息。 
在开笔仪式前，舞蹈社首先为大家带来迎春舞

《桃花朵朵开》，曼妙的舞姿捎来了春天的喜讯；

中华武术团呈献的《祥龙翻腾庆蛇年》，龙身时而

翻滚腾跃时而蜷蜒盘旋，灵活灵现，让人看得目不

转睛。 
3名书法家主持开笔 

今年，我校邀请了书法家

赖全合、我校书法课和书法研

习社的指导老师夏振基师，及

美术老师叶宝心师主持挥春开

笔仪式及现场挥毫。他们一挥

一毫的把新年的寄语透过书法

传递给在场的师生。 
醒狮筹款放眼60万 

开笔仪式后紧接着进行新

春醒狮采青贺岁队伍宣誓授旗礼。新春醒狮采

青活动已迈入第28个年头，这项活动不但承传

和发扬中华文化，更为学校筹得经费，意义重

大，所以深受我校三机构和社会人士的支持和

鼓励。 
  工委会主席拿督陈尚成副董事长在致词时

表示今年醒狮采青贺岁筹款的目标为60万令

吉，故他呼吁大家吁请亲朋戚友邀请我校醒狮

团到府上或公司助兴，所谓有

  三名书法家现场挥毫，董事、校长、老师于旁观看。 

 舞蹈社的《桃花朵朵开》捎来春天的跫音。 

 中华武术团的舞龙表演灵活灵现。 文转下页 

 

 工委会主席拿督陈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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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有得，这些筹到的款项都用于学

校和华文教育的发展，所以别具意

义。陈主席也感激参与新春醒狮采青贺岁的180余
位队员为学校出一分力，传承中华文化及贡献华文

教育，值得赞赏。 

文接上页 狮队代表李欣怡（高三文商信）和陈志安（高

三文商信）带领狮队队员宣誓及代表10队的狮队队

员从工委会主席手中接领醒狮团旗幡。之后，准备

就绪的狮队队员为师生们展现了舞狮的基本步法和

打钹的节拍，更有精彩的舞狮表演，把现场的气氛

炒热起来。 
年歌洋溢･全校挥春 
  在两项仪式结束后，同学们集合到指

定地点，包括班上、仁爱广场、篮球场、

朝阳礼堂挥毫。师生们在淡淡的墨香和新

年经典歌曲的旋律陪伴中，欢快的聚集在

一起，展现了兴华大家庭温馨的一面。 
  与此同时，墨艺轩也在进行着校友组

的挥春比赛，不论是在职场的校友还是回

国度假的校友，他们都受到学校的感召及

对书法艺术的热爱与支持，纷纷回母校与

师长们度过美好的一天。 
  此外，高三同学更在挥春比赛结束

后，在兴华园呈献《大团圆》集体歌舞表

演，把当日活动带到最高潮，为兴华人一

年一度的“大团圆”画下美丽的休止符。 

 

文转下页 

 高三同学在兴华园呈献《大团圆》集体歌舞表演，为兴华人一年一度的“大团圆”画下美丽的休止符。 

 董家教代表与狮队队员向大家拜个早年。 

 狮队代表李欣怡（右二）与陈志安（右一）在总指挥林清居董事（左二）的

见证下，从工委会主席拿督陈尚成（左三）手中接领醒狮团旗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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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办事落力演出 

符彩英师 
学校的农历新年

气氛浓，新春走廊更带

出新年气氛，表演者皆

很落力、认真演出，主

办单位更是用心办活

动。挥春是华人传统文

化之一，民间组织非常重视挥春活动，所

以我们更要延续下去，以传承文化。 

挥春深具意义 
刘秀玲师 

兴华的农历新年气

氛比起外面来得浓，因

为到处挂满了新年装

饰。这些活动都很不

错，而且“挥春”是非

常有意义的，因此我认

为大家应该正视，并继

续推广。 

以兴华为荣 
颜骏义校友 

  母校的新年气氛

浓。当天的表演非常精

彩，表现出中学生应有

的活力，当然也办得非

常的棒，真以兴华为荣

啊。挥春是华人的传统

文化，一定要传承下来，但是硬笔字比起

书法也较流行，所以大家更应该举办这类

活动，以有助延续中文字之美。 

可增加更多节目 
张俊澈（初一忠）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不

错，很热闹。我曾在小学

参加过类似的挥春比赛，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观看醒

狮表演、授旗礼、华乐演

奏等仪式及演出。舞龙很

有活力，队员们非常团结及有默契，但是

我个人比较喜欢醒狮的表演。我希望以后

能增加更多表演节目，例如扯铃、合唱等。 

文接上页 

 

 

 

 

新春气氛浓烈 
翁柳艳（高一理忠） 

我感觉活动带出浓烈的新春气氛，

尤其是各班的布置和新春走廊更是带出

了新春氛围。我很享受，也非常庆幸天

气良好，否则就无法那么顺利地进行这

些仪式。我祝大家，新的一年，新的希

望，月月硕果累累，新年快乐！ 

高三同学舞蹈振奋人心 
梁若原（高三理仁） 

我觉得气氛比往年淡，但还是很精

彩。今年是我最后一次参与挥春比赛，

所以感觉非常良好。最后十分钟和高三

同学一起跳舞感觉振奋人心。 

 

 

 同学们于篮球场进行挥春比赛。 

 校友们纷纷响应母校的号召，回校参加挥春比赛。图为黄秀

玉校长（左一立者）到现场为校友们打气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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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思颖（初三平）采访报导 

咚咚锵！咚咚锵！新年逼近，由高

三毕联会主办的新春走廊系列活动趁蛇

年的到来凑上一脚！从1月31日至2月6
日，在教学大楼三楼天井和仁爱广场，

每天的第二次休息节都带给大家不一样

的惊喜！高三生们在活动首两天围绕着

校园，响锣打鼓喊口号宣传新春走廊的

到来，现场播放新年歌曲，各走廊课室

都贴上春联、摆上琳琅满目的年花盆

栽，整个校园的新年气氛沸腾了起来。 
董事主持开幕 

迈入第四年的新春走廊活动由高三

 高三毕联会负责老师与同学们于开幕后合影。 

毕联会举办，2月1日（星期五）为新春走

廊开幕礼，由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潘

斯里拿督斯里陈开蓉董事及黄秀玉校长主

持开幕仪式，他们拉动手上的彩绳，一副

巨型布条从教学大楼五楼迅速垂下，大家

纷纷为写着“新年进步”祝福语的布条鼓

掌贺彩。参与开幕仪式者尚有谢锡福副校

长、苏进存副校长、许梅韵副校长、莫壮

燕副校长、新春走廊总负责老师/毕联会负

责老师林金花师、颜毓菁师、陈颖毅师、

李贤丽师、其余毕联会负责老师洪淑芬

师、林雁冰师、王秀凤师、汤菁绿师、沈

瑰心师、张兴钤师等。 

  当天，尚有合唱团带领高三生

为大家带来《新春大合唱》歌舞蹈

表演炒热气氛，醒狮、大头佛及财

神爷也向大家拜年。最后，由董

事、老师一同抛柑作为新一年的开

始。 
  是项活动以文化氛围为主，除

了有挥春、剪纸、射灯谜、抛柑、

许愿树等例常活动；毕联会也安排

数项特别活动让同学们观赏，其中

有华乐、舞龙、相声、戏剧等各项

年俗康乐活动。这些活动都深受同

学们喜爱，每逢下课必吸引一众人

潮前来凑热闹，使得整个走廊“阻

塞”，场面可观。 
  新春走廊系列活动以幸运抽奖

作为压轴节目。2 月 6 日（星期

三），同学们收集

于活动期间曾经参

 

文转下页  高三毕联会赠送对联予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及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左为

为黄秀玉校长，右一为毕联会主席李文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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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毕联会努力 
颜毓菁师（新春走廊总负责老师之一） 

今年高三毕联会整体表现

很好，都很团结。今年增加了

大合唱，带动了教学大楼的气

氛。新春走廊活动可让毕联会

会员们学习筹划、办事及培养

感情。最后，想对毕联会会员

们说谢谢，辛苦了，大家再接

再厉，为备考及学习努力！ 

活动具特色 
李文彦（毕联会主席，高三理爱） 

新春走廊是为了营造校园新年气氛，凝聚全

体高三生而办。比起往年，今

年我们的“金蛇报喜新春走

廊”有属于自己的特色。今年

较特别的有两层楼长的“新年

进步”布条、高三生跳新春走

廊主题曲《新春大合唱》团康

舞及同学精心制作的许愿树

 

 

与过的项目至少五枚印花，便有

资格参加幸运抽奖。在仁爱广场

进行的幸运抽奖把现场的气氛带到最高潮。 

在毕联会老师与同学们的精心策划和群策群

力下，新春走廊活动成功营造校园喜气洋洋的新

年氛围。 

文接上页 等。我们大概从开学第二个星期就开始筹备，筹

备的过程都蛮顺利，虽然在开幕前一天才获知董

事长夫人与署理董事长将莅临而有些手忙脚乱，

不过整体上都还蛮顺利。这次筹办成功，得感谢

所有筹委与高三同学的参与与配合，谢谢大家付

出时间和精力来布置及筹办，谢谢老师的从旁协

助，还有前来参与活动的所有兴华人。高三这一

年，也是一样要大家同心协力，同舟共济以便全

体一起毕业。 

新春走廊意义大 
戴文征（高三理忠） 

今年的新春走廊更具热情、

活泼、新年气氛。与同学参与抛

柑活动及较早前参与协助布置新

春走廊的感觉很好。我认为高三

生应有高三行为，凡事都要成熟

处理，以积极面迎接各种挑战。 

 

抛柑令人振奋  

刘宇恳（高三理孝） 

看到大家互相帮忙及精心准

备活动而感到很棒！今年与同学

一起抛柑，兴奋难忘！最后，祝

福高三生们加油。 

 

 

 陈开蓉董事（右五）为新春走廊主持开幕后留

影，右起为谢锡福副校长、莫壮燕副校长、苏

进存副校长、李平福署理董事长、黄秀玉校

长、许梅韵副校长、颜毓菁师、林金花师、李

慧玲董事及毕联会主席李文彦。 

 同学们载歌载舞，为迎接生气昂然的春天

唱出人间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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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锡福师报导 

潘斯里拿督斯里陈开蓉董事表示，我校董事

会将尽最大努力，为全体学生提供最好的学习条

件，以取得最好的学习效果。她勉励学生珍惜现

有的学习环境，让感恩之心、回馈之心深植心

底。 
潘斯里陈开蓉是在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的

陪同下，趁着春节的跫音渐近而走访学校，为高

三毕联会于2月1日（星期五）举办的“新春走

廊”主持开幕礼后表示；她语重心长地说，珍

惜、感恩、回馈之心是人格最重要的品质，教育

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培育这样的品

质。她对高三学生自发组织筹办迎春文化活动感

到高兴，她说，传统文化代表一个民族的深度，

优秀的文化，必须薪火相传，一代一代地传到年

轻人身上。 
陈董事稍后也巡视了她一手规划、定期巡

视、维护的兴华园，细心听取园艺工作报告，并

嘱咐有关人员要把兴华园的园艺工作做到最好，

让师生有个赏心悦目和休憩的地方。 

 陈开蓉董事巡视兴华园，

与正副校长合影，右起：

黄秀玉校长、陈开蓉董

事、谢锡福副校长、苏进

存副校长。 

 师长们将写上福语的芦柑

抛向天空，祝福同学们学

习愉快，天天向上。 

 高三毕联会赠送“花开富贵，芙蓉送暖”对联向潘斯里陈开蓉董事

（左）贺年。右为署理董事长李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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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处、洪暐雯（高三理忠） 

黄子倇（高一理廉）报导 

醒狮策划小组于1月19日（星期六）在

朝阳礼堂举办醒狮观摩赛，以发扬舞狮艺

术，推展民族艺术，

通过互相观摩，提升

狮艺。 
  中小学校友会副主

席朱运铁致词时表示，我校

通过新春醒狮采青的方式，

为学校筹措发展经费己进入

第28个年头，学生狮队多年

来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做出

极大的贡献，并获得各界的

称许。醒狮采青贺新春的宗

旨除了传承中华狮艺，为华

族农历新年营造节日的喜庆气氛外，也希望能让学

生参与正当而有义意的活动，并培养爱校、爱民族

文化的精神。他也勉励队员把练狮所锻炼出来的坚

毅不拔的精神用在课业，做一个允文允武的独中

生。 
今届观摩赛有五个主题，分别为“赵云截江夺

阿斗”、“张飞大闹长坂坡”、“蛟龙青”、“鲤

跃龙门”和“醉倒景阳坡”。目前我校所组成的新

春醒狮采青贺岁队伍共有10队，逾180名队员都用心

地投入了这项赛事。 
比赛技术裁判是翁景顺，裁判团由冯广业、王

建龙、张永恒组成，他们都是马来西亚全国龙狮总

会国际合格裁判。醒狮贺岁队伍总负责老师李荣兴

师亦在场督导赛会的进程。 

贯彻狮艺八德教育 

副训导主任李荣兴师受询

时表示，醒狮采青贺岁队伍的

成立，不仅是为了筹款，同时

也努力贯彻《狮艺八德》的教

育，即 忠、正、毅、勇、智、

诚、和、礼。同学们在培训过

程中，多能表现出高度自觉自

律和更高自我要求的精神，能

完成所有老师交待的任务。技

术上亦趋成熟，表现可圈可

点，大家都已为新年出队作好准备。他续称，比赛

 

虽然只有三队获奖，但在他心中，每一队都是

优秀的，大家都享受在比赛的准备和过程中，

他希望同学们通过是项比赛，锻炼意志、加强

体力、提高斗志。 
是项赛会采国际醒狮比赛标准进行，比赛

结果，共三队获优胜奖，他们是：第11队（正

副队长：郑理航、林弘森）、第1队（正副队

长：林达宏、林佑妮）、第8队（正副队长：李

欣怡、叶家扬）。比赛全部奖杯费用由校友会

赞助。 
当天出席观赛者还有黄秀玉校长、谢锡福

副校长、苏进存副校长、体育主任苏爱云师、

副课外活动主任黄志光师及体育老师沈丽瑛

师、薛丽莹师等及老师、家长、校友、学生等

百余人，TV2华语新闻组也派摄制组前来拍摄

采访。翁景顺教练在受访时表示，今年队员们

的表现比前两年进步了，但是狮艺还有进步的

空间。优胜队伍第11队郑理航指出，比赛最重

要的是过程，他也很感谢队员们的配合，使比

赛顺利完成。 

 醒狮贺岁队伍总

负责老师李荣兴

师。 

 中小学校友会副主

席朱运铁。 

 赛会采国际醒狮比赛标准进行，每队比完，评判

即时举分。 

 同学们在比赛中按照阵法名称发挥布置和表演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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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秄沬（高三文商信）采访报导 

我校新春新春醒狮采青贺岁运动至今已有28年
的历史了。出队期间，狮队队员必须于每天早晨七

点前到校，做好出队准备。整个舞狮过程，队员们

必须互助友爱，方能将精彩的表演呈献给大家。 
当狮队队伍抵达目的地，必须先拜会主家及了

解采青情况。其次，会进行试青，以防止正式采青

时出现差错。采青过程中，狮头与狮尾的默契必须

十足，通常坐顶（俗称坐头）的方式采青。 
此外，狮队队员必须熟悉破阵阵法，如：四季

花开、五福临门等。狮头与狮尾的动作也要与鼓、

锣和钹的伴奏配合，方能顺利破阵。 
除了舞狮，财神爷在农历新年期间也扮演了举

足轻重的角色，其打扮更是不可忽略的部分。乐器

主要由女狮队队员负责伴奏。财神面具必须以红布

包裹，不可直接用手触碰，以免破坏神圣的财神气

场。 
大头佛的角色轻松自在，必须娱乐大众。若大

头佛的动作僵硬，将使大头佛失去原有的灵气。 
即使在酷热天气下汗流浃背，但狮队队员仍全

力以赴完成任务，过了一个非常具有意义、充实的

农历新年，培养责任感，更丰富了人生阅历。 

 
获益良多  

林达宏（第一队 正队长） 
我很荣幸能够参与醒狮采青活

动。从练习到出队，都是让人回味

的。过程中，我学习到很多。看见

队员们渐渐成长，我便感到满足。

我希望这文化能一直不断传承下

去。谢谢李老师的栽培与一路陪伴

的师兄与师妹。感恩！ 

 夜幕低垂时，狮队队员仍在为家家户户带来喜庆氛围。 

 

校教育团队不断更新的专业精神

与投入，一定能不负使命。” 
华社闻人云集 

杨忠礼董事长与夫人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多年

来都于农历新年前设宴慰劳我校三机构同人及教

职员，当晚更宴请华社闻人出席，座上嘉宾包括

华总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IOI集团执行主席丹斯

里李深静、顶级手套主席丹斯里林伟才、高产尼

品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拿督林宽城、光华独中董事

长黄华民、巴生中华独中董事长拿督蔡崇伟、台

湾彰化师范大学校长郭艳光教授等。 
迎春晚宴上，杨董事长派发新年红包给每一

位教职员，并由黄校长代领。我校教职员联谊会

正副主席也代表全体教职员赠送一副对联“情忠

兴华书礼传薪 花开黉苑芙蓉送暖”（谢锡福副

校长题，叶宝心师书）及一帧镶起由教职员写给

董事长及夫人的新年祝福语的心型贺卡予董事

长，感谢他带领兴华迈向更高一层楼。 
除了暖煦人心的献礼，当晚的节目也具水

准，著名歌手、音乐制作人等受邀为晚会献艺；

我国著名女高音卓如燕高歌《天路》《青藏高

原》《夜来春》《我怎能离开你》，著名音乐人

周金亮、林文荪和陈艳薇演唱《用马来西亚的天

气说爱你》《一样的月光》《香格里拉》《I  ’ll 
always  love  you》《青藏高原》《两岸》《新年

歌》，皇城华乐团演奏了多首雄壮欢畅的乐曲。

晚宴在来宾、三机构成员和教职员欢唱《贺新

年》《大地回春》，不断萦绕于耳边的“大地万

象新”“愿大家都过个大平年”歌声中圆满落

幕。在这大团圆的日子里，每一个人都拎着一袋

装着董事长与夫人赠送的精致蛋糕及温暖心意回

家。 

文接下页 

 杨董事长贤伉俪派发红包给全体教职员，由黄校长接

领。左起：李平福署理董事长、莫壮燕副校长、许梅韵

副校长、杨忠礼董事长、黄秀玉校长、谢锡福副校长、

苏进存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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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癸巳年的到来，董事会

也为教师捎来教师薪金待遇获调

整，顶薪也将从20年延长至25年
的好消息。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

长于1月25日（星期五）在朝阳

礼堂举办的“癸巳年迎春晚宴”

上，宣布上述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他说，董事会向来关心教师

的待遇和福利，因此教师薪金今

年度全部调整提高，至于在校服

务多年的教师，其顶薪从原来的

20年，提高到25年。 
杨董事长表示，我校在三机

构合作下，学校各方面发展稳

健，学生参加统考、政府考试成

绩均达到98%以上，同时，英文

达100%，比往年有很大进步。 
“本校教育素质有大提高，

成绩令人鼓舞！证明了本校的办

学理念和教育方针是正确的。” 
科技大楼9月启用 

杨董事长说，我校的科技大

楼在今年9月将正式投入服务，

届时将朝向现代化和专业化的教

育目标前进。 
他重申，我校在过去、现在

和将来的办学方针，都采用学校

所累积的办学理念和经验，贯彻

以人为本、与时俱进、促进三种

语文并重的政策；

多年来，不论统考

还是政府考试的成

绩，都让同学们高

兴、家长们开心、

老师们自豪。 
另外，杨董事

长在会上也赞扬署

理董事长李平福事

业有成，积极参加

华社工作，对我校

贡献更是有口皆

碑，今次荣膺雪州苏丹殿下封赐

“拿督”勋衔，乃功在社会，实

至名归。 
黄校长：为正努力工作着的教育团队

注入温馨的正能量 
黄秀玉校长在致词时说，

“董事长虽然主张只要学校有办

法营运，不轻易调高学费，但还

是想方设法取得平衡，调整教职

员的待遇与福利，希望在生活费

用高涨的今天，老师们能安心投

入教育工作。董事会主动给予的

关爱与肯定，为原本富有使命

感，正努力工作着的学校教育团

队，注入无比温馨的正能量。我

在此代表全体同事，感谢董事会

的鼓励与照顾。” 
“在董事长的带领下，这几

年学校硬体和教

育 措 施 快 速 发

展。这是三机构

对学校教育理想

的大力支持，合

作无间的成果。

我们三机构理事

常出现在校园，

我们的感觉是温

馨 的，因 为，董

事、家 协、校 友

有的出钱、有的

出力、有的出钱又出力，百忙中

不辞劳苦，以实际行动支持教育

工作，如：科技大楼建筑工程的

筹划与监督、校舍与设备维修工

作、师生饮用水系统的提升、校

园花草的保养、食堂卫生与食物

健康的维护、奖助学金的处理等

等。感谢大家这样诚恳、无私的

付出，建构了兴华独特的、和谐

的管理文化。 
“新年新展望，除了考试能

力与成绩，青少年面对未来生活

与社会更重要的是全方位能力与

良好品格，学校教育团队将继续

落力拓展与深化相关的养成措

施，以培养有人文科技素养，有

自主发展能力

的学生。以学 更多照片见下页 

 主宾席的嘉宾们互相交流，左起：王伟雄、拿督林宽城董事、拿督黄景裕副董事长、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丹斯里方天

兴、丹斯杨忠礼董事长、丹斯里李深静、丹斯里林伟才、巴生光华独中董事长黄华民、黄玉枝董事、巴生中华独中董事长

拿督蔡崇伟、拿督黄东春董事。 

文转上页 

 

 杨董事长：在三机构合作

下，学校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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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教职员赠送给杨董事长

贤伉俪的对联，由谢锡福副校长

题，叶宝心师书。寄意如下： 

 
  丹斯里杨忠礼博士为兴华学

校创办人，为人笃实仁厚，贤内

潘斯里陈开蓉行事爽朗热肠。夫

妇俩勤勉而富，富而好礼，砥明

而达，达而能馈，允为企业家典

范，是我兴华好儿女。 

  杨董事长伉俪情系兴华，领

导兴华迈向新里程碑，对学校建

设与师生福利无微不至的支持与

关爱，如春风送暖人间，如雨露

滋润大地，让我们感受到教育的

大爱，让我们看到人生的繁花。

你们是兴华的大家长，你们的热

心、贴心和爱心，全体师生由衷

感念，深致敬意。  杨董事长（左一）与已故郑瑞玉校长先生马季勋师（右

二）及其长女马巽嘉（右一）畅谈。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校长郭艳光教授（左二）率团拜访

杨董事长之际也受邀出席迎春晚宴。左起：毕辅处处长

王智弘副教授、郭艳光校长、教育学院院长高淑贞教

授、毕辅处校友服务组组长梁崇惠。 

 教职员联谊会赠礼。左

起：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

福、董事长丹斯里杨忠礼

博士、刘兼阀师、黄秀玉

校长、沈丽瑛师。 

 杨董事长（左二）向兴华小学董事长

兼中学副董事长卢金峰（右一）、小

学校长廖德胜（右二）及家教协会主

席余安（左一）敬酒。 

 著名女高音

卓如燕

（右）与

音乐制作

人周金亮

（左）应

邀演唱多

首悦耳歌

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