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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嘉宾为球赛进行开球礼。右一起为巴生中华独中董事长拿督蔡崇伟、滨华中学董事长谢松坤博士、我校董事长丹

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我校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光华独中董事

长黄华民、尊孔独中董事长沈德和、循人中学署理董事长蔡庆文律师。 

庄晓毓师、潘思颖（高一文商智）采访报导 

第八届全国独中球类赛于9月14日（星期日）

在我校揭开序幕，于9月18日（星期四）圆满落

幕。这项为期5天的赛事是我国独中体坛盛事，由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主催，雪隆华校董

事会联合会主办，巴生四独中工委会承办，雪隆

八独中联办，我校总筹划。 

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在致词时指出，全国独

中球类赛于1985年由雪隆华校董联会举办第一届

开始，每三年一届，这么多年以来，华社同仁薪

火相传，延续这项传统活动至今。他说，独中不

只重视学业方面的发展，体育也是学习中非常重

要的一环，因为没有健康的体魄，快乐的心灵，

就无法培育出心智健全的新一代。他希望赛会有

助大家努力发扬球技，发扬体育精神，同时，为

我国培养杰出的健儿，代表

国家参加国际大赛。 

赛会名誉主席丹斯里杨

忠礼董事长赞助闭幕礼群英

宴，筵开200席宴请全体健

儿、全国独中、华教界领导

及工委会成员，慰劳所有参

与者，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

阁下也受邀莅临现场共襄盛

举。出席嘉宾尚有华总会长

丹斯里方天兴、董总兼雪隆董联会主席叶新田

博士、董总兼雪隆董联会署理主席邹寿汉、筹

委会主席兼我校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滨华

中学董事长谢松坤博士、巴生中华独中董事长

拿督蔡崇伟、光华独中董事长黄华民、循人中

学董事长黄仕寿、坤成中学副董事长丹斯里吴

德芳、尊孔独中董事长沈德和、隆中华独中董

事会代表陈吉祥、芙蓉中学董事长拿督张贤

炳，及各校董事会代表、校长等。 

本届球类赛的主题为“超越极限、挑战自

我”，这项赛事共有来自全国38所独中，1千

560名运动员参与，分别在篮球、排球、羽球

及乒乓4个赛场切磋球艺，促进友谊。赛会场

地分别在我校、巴生福建会馆礼堂、沙亚南19

区排球馆、及莎阿南的Setia Badminton Acad-

emy进行。 

筹委会主席拿督李平

福在开幕礼上表示，这项

赛事能使独中各代表擦出

友谊的火花，体现独中一

家亲的精神，参与球赛的

独中健儿，都是国家未来发

展的生力军，希望通过比

赛，展现独中生勇往前进
署理董事长拿

督李平福 

  

董事长丹斯里杨忠礼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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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优秀品格 

的 精 神，

更重要是藉

此平台，团

结大家的力

量，同心协

力把华文独

中办得更出

色。 

重在培养运 

董事长丹斯里杨忠礼博士在群英宴致

词时表示，举办比赛是为了激发学生重视

体育活动，培养力争上游精神最有效的途

径，同时也贯彻培养能文能武，张弛皆行

的教育理念，因为锻炼强健的体魄是人生

一切的基础。他也表示，这项赛事除了能

提高学生的球技水平及培植新血，同时也

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全国独中的体育老师

和球员互相观摩及联络感情。此外，他也

感谢雪隆八独中董事会的鼎力相助，以拿

督李平福为主的筹委会及邹寿汉为主的工

委会同仁竭尽所能，努力把本届赛会办到

最好。杨董事长也勉励各独中代表，他

说，参与就是成功，坚持就是胜利，好的

竞技成绩固然值得赞赏，但顽强的毅力更

是每个运动员优秀品格的展现。 

中国驻马大使

黄惠康阁下在致词

时赞赏华人社会为

华文教育努力不懈

的精神，他也为健

儿们捎来好消息，

即报效动物园观赏

熊猫的门票。 

经过一番龙争

虎斗，我校男生组

乒乓赛荣获冠军宝

座。同时，林志远与苏熙肯更入选为全国

独中乒乓明星队成员，为校争光。我校男

生组乒乓球员有苏韦豪(初二智)、林志远

(初三义)、苏熙肯(初三仁)、邓世劼(高一理

孝)、张耀仁(高一理孝)、蔡杰胜 (高一理仁)

及陈劲恺 (高三理仁)。 

在大会闭幕仪式上，主办单位将大会

旗臶交予下一届（2017年）主办单位吉打

华校董联会代表庄俊隆。届时，期待球员

们有更杰出的表现！ 

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左五）移交大会旗帜予吉打州董联会副主席庄俊隆（右四）。左起为尊孔董

事长沈德和、巴生中华董事长拿督蔡崇伟、循人董事长黄仕寿、隆中华董事会代表陈吉祥、董总主

席叶新田、我校董事长丹斯里杨忠礼、滨华董事长谢松坤、坤成副董事长丹斯里吴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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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心态很重要 
张耀仁（高一理孝） 

能够获得乒乓冠军让我感到非

常兴奋。我们在赛前非常用心地练

习，就是为了能有杰出的表现。队

员们之间练出了很好的默契，也常

常互相砥砺。此外，经过这次比赛后，我认为身为一

个运动员，除了有良好的体能与技巧，也必须学习如何

调整好心理状态。 
 

了解优缺点 
邓世劼（高一理孝）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非常用心

地练习，并不断提醒自己不要轻易

松懈。当初我们设下的目标是进入

四强，结果我们把冠军捧回来了，这是令人振奋

的。从比赛中我了解到自己的优缺点，这也是非常

珍贵的收获。此外，我要感谢一直对我们很细心的

教练，感谢他的循循善诱。 

友谊第一 
刘地康（新山宽柔中学） 

我参加羽毛球单打及双打。这

是我第一次到兴华中学，我觉得这

里的师生都相当亲切友善，很热情

地招待我们。我认为能与大家齐聚

在这里就是一种缘分，所以我会好好享受比赛过

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我校男生组乒乓赛荣获冠军。后排右一为体育主任苏爱云师，

右二为赛会名誉主席黄华民。 

 

 

 

中国驻马大使黄惠

康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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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倖伃（初二智）采访报导 

练习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到了上场发挥的

时刻了！为了增强同学的体魄、培养毅力和鼓励

热爱体育运动，我校于9月6日（星期六）举办了

两年一度的全校运动——第26届越野赛跑。此项

赛事共吸引了逾三千名董事、家长、校友、教职

员和学生参与，场面热闹。当天早上天气晴朗，

聚集在篮球场上的学生个个精神奕奕，期待即将

开始的越野赛跑。 

校友会署理主席陈静翔

律师在开幕仪式上说，人生

的道路不会事事顺遂，跌倒

了，要学会自己爬起来。只

要不放弃、坚持不懈，就会

获得成果。人生中每每遇到

的挫折都是一种磨练，磨练

我们的毅力、恒心。她也表

示很高兴大家都非常投入、

积极地参与这项赛事。 

本届越野赛跑分为学生组、男女公开组及男

女宿将组。上午8时30分，越野赛跑准时开始。首

先，宿将组与公开组的选手在听到鸣声响起后，

皆全力向前冲刺。紧接在后头的参赛队伍是女

丙、男丙、女乙、男乙，最后是女甲和男甲。跑

道上，负责老师及童军在不同站点协助指挥交通

及派发过关卡片。我校圣约翰救伤队的成员也在

沿路待命，而摄影学会成员也顶着大太阳在路上

捕捉参赛者挥洒汗水的画面。 

上午10时左右，所有参赛者都已顺利跑完全

 参赛者在鸣笛声响起后，皆鼓足干劲往前奔跑。  

 

校友会署理主席陈

静翔律师 

全力以赴不放弃 

吴静瑜（高三文商平） 

这是最后一年参与越野

赛跑，我感到很开心。比赛

前，我为自己设下的目标是

要获得10名以内，但由于甲

组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我

未怀抱太大希望，只是尽全

力。对于比赛成果我很满意，但还可以更好。 
 

过程结果一样重要 
林纪宏（高一理孝） 

我认为越野赛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因

为不少同学常因课业忙碌而忽略 文转下页 

 

程，回

到学校

歇息。

仁爱广

场顿时

人潮汹

涌，大

汗淋漓

的参赛者纷纷向记录台的老师登记参赛结果。

上午10时20分，在朝阳礼堂举行了简单隆重的

颁奖仪式。在颁奖礼上同学们都给予得奖者响

彻云霄的掌声，现场热血沸腾。是项仪式于早

上11时45分圆满结束。 

 开跑前先做一些简单的热身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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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运动，这项活动恰好

可以给大家一个运动的

机会。我们班的目标是要获得团体奖，

所以我也希望自己能挤进70名以内，为

班级积分。虽然最后没达到我的目标，

但我从中领悟到坚持不懈的精神。 

享受比赛的过程 
洪凤祺（初二智） 

这次的越野赛跑我没达到自己定

下的目标，我想是因为赛前的练习不够

多。从这项比赛中，我领悟到坚持是很

重要的，除此之外，我也非常享受比赛

的过程。希望在下一届的我能获得70名

以内，为自己的班级积分。 
 

赛跑尤如人生  

邹云桂(学生家长,公开组第一名) 

今天我全家人都来参与

盛会，我参加公开组，初一

的儿子是丙组的一员，孩子

的妈妈和小儿子来为我们打

文接上页 
 

 

组别 冠军 亚军 季军 

男生宿将 陈海元（破记录） 李锦华 刘清祥 

女生宿将组 翁月蓉 邝美玉 黄美婷 

男生公开组 邹云桂 李文骏 刘健豪 

女生公开组 黄博颖 吴佩颖 颜佳妮 

男生甲组 林迂光（高二理忠）（破记录） 列建璋（高二文商信） 何子贤（高二理仁） 

女生甲组 陈可譞（高二文商平）（破记录） 黄佳梅（高三理仁） 赖昕颖（高三理信） 

男生乙组 梁硕灵（初三义）（破记录） 马庆阳（高一理孝） 林哲宇（初三廉） 

女生乙组 王佳雯（初三爱） 陈苇恩（高一文商义） 刘芸卉（初三智） 

男生丙组 钟征峰（初一礼） 周尔谦（初一智） 陈炜扬（初二爱） 

女生丙组 纪婧温（初二义） 李雨璇（初二和） 杜紫瑄（初二礼） 

团体奖项的班级： 

冠军：高二理廉、高一理忠、初二礼 

亚军：高三理信、高一理孝、初二义 

各组团体冠军：  

男甲：高二理仁；女甲：高二理廉 

男乙：高一理忠；女乙：初三爱 

男丙：初二忠；  女丙：初二义 

各组团体亚军：  

男甲：高二理廉；女甲：高三理信 

男乙：初三义；  女乙：高一文商义 

男丙：初一智；  女丙：初二信 

气加油，谢谢学校提供亲子相处的平

台。平时和孩子一起跑步，我除了教

导他们跑步技巧外，也教他们如何在

越野赛跑过程中耐住性子，把节奏控

制好，并将体会运用在学习上。越野

赛跑尤如人生，是一场耐力、毅力

赛，不是起步早就能越早到达终点

的，与孩子们共勉之。 

  

同学们越过学校附近的住宅区。 

服务同学为跑完赛程的参赛者送上白开

水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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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玲报导 

我校学生于8月10日（星期日）参加由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及吉隆坡华校教师

公会联办的2014年雪隆中学华罗庚杯数学比

赛中，荣获高中组团体殿军、初中组团体亚

军；在个人奖项方面，初中组荣获殿军、2

人获优秀奖及5人获安慰奖；高中组则有7人

荣获安慰奖。事项比赛宗旨是为了鼓励学生

研究数学，向科技进军。 

得奖名单如下：  我校代表荣获独中高中组团体殿军。  

独中高中组团体殿军 许友文（高三理信）关孟贤（高三理信）陈国益（高三理爱）伍迎祯（高

二理廉）廖政彰（高二理廉） 

独中初中组团体亚军 黄冠华（初二廉）陈嘉庆（初二智）徐宜菱（初三仁）黄祺晟（初三爱）

郑建佑（初三孝） 

初中组殿军 徐宜菱（初三仁） 

初中组优秀奖 黄祺晟（初三爱）陈嘉庆（初二智） 

初中组安慰奖 尤湄斯（初三信）吴嘉尹（初三爱）郑建佑（初三孝）黄冠华（初二廉）

黄靖翔（初二廉） 

高中组安慰奖 陈国益（高三理爱）关孟贤（高三理信）吴嘉恩（高三理信）许友文（高

三理信）曾宇晨（高二理廉）伍迎祯（高二理廉）李浩天（高一理信） 

继续努力 
谢国君师（领队老师） 

我校参加这项比赛已经迈入

第29个年头，我觉得很开心今年

参加的学生都得到很不错的成绩。所谓“胜不骄，

败不馁”，我希望学生们依然要加倍努力，别忘了

先打好基础，平时要多做练习。我期许下一届的比

赛中能获得更标青的成绩，为校争光。 
 

会更努力准备 
伍迎祯（高二理廉，独中高中组团体

殿军，高中组安慰奖） 

这次是我第3次参加这项比

赛，前2次都是参加初中组的。我

非常感谢老师们和一起参加比赛

的队友们，在备赛过程中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虽

然比赛中，只赢得独中高中组团体殿军，及

高中组个人安慰奖，但我相信明年我们会更

加努力准备，取得更好的成绩。 

谢谢老师和队友 
徐宜菱（初三仁，独中初中组

团体亚军，初中组殿军） 

很高兴可以在这次的比

赛中得奖，我一开始对这比

赛没什么信心，但在老师和

家人的鼓励下，我便坚持下

来了。能赢得奖项，我要感

谢谢国君师一直以来的细心教导和队员们的

努力，我们会继续加油以获取更好的成绩。 

 

 

 

 我校代表荣获独中初中组团体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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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玲报导 

由马来西亚华校校友联

合会总会主催，沙巴华文独

中校友会联合会主办，斗湖

巴华中学校友会协办的第36

届（2014）全国华文独中三

语演讲比赛于9月13日及14

日在斗湖巴华中学圆满举

行。全国47所华文独中的参

赛者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

我校林纪鸿（高二理廉）在

比赛中脱颖而出，荣获高中

英语第一名、高中华语第六

名、高中组总季军；黄允欣

（初三仁）则获初中英语第

七名。指导老师分别有：华

语：华文科教研组组长李贤

丽师、黄雅幼师、李天岱师、翁月芳师；英

语：蔡佩贞师、朱馷杺师；国语：国文科教研

组组长李锦华师、Cikgu Rozita、Cikgu Ja-

milah、叶雅幼师、翁秀兰师、庄添辉师。 

此项比赛宗旨为启发学生演讲才华，提高

独中生对华、国、英三语的表达能力及联络各

校学生感情，促进全国独中团结。除了国语及

英语的比赛均采用事先准备的方式进行；华语

是即席演讲，非常考验参赛者的知识及思路。 

林纪鸿在受访时表示，参加这演讲比赛认

识了一群来自四海滔滔不绝的“演说家”，也

许就是七、八年前被封为“叽喳公、叽喳婆”

的小屁鬼，但这一次，每个人终于藉由这个平

台有表现强烈内心欲望的机会。从交谈中了解

朋友，从参赛剖析自我，从体验领悟人生。令

人振奋的是，说得口沫横飞，大家都为了证明

自己，为的是传递正能量，从而擦出许多思想

的火花。 

他说到，那三天与参赛者一起生活和学

习，有紧张、有玩乐、有惆怅、有心痛、有震

撼、有失望，但是三天后的离别更觉得不舍的

心酸，希望有机会再相聚。 

他也提到，为了这项比赛，一个月的不辞劳

苦，一再重复地演练上百次，就是为了台上四分

钟。然而四分钟后，那种感觉竟不是放下重担终

于喘了口气；而是一种内心的宁静，以及一种说

不出的无比淡然的快乐——我成就了自己。他欣

然的觉得人生的路上，有感动、有刺激、有温

馨、有流泪、有进步，最重要的，在你细细地倾

听别人的演讲，你也有一群细细听你演讲的朋友。 

即将面临初三统考与校外考试的黄允欣坦诚

要兼顾考试与比赛确实不易，在时间上需要做出

适当的安排。她表示在这场比赛中获得很多启

示：要有所成就，就要付出努力。所谓“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我们付出多少努力，最后就会

得到多少回报。千万不要以侥幸的态度去面对事

物。既然要参加比赛，就得尽力做到最好。要有

好的演讲能力，平时就要多听、多看、多阅读，

临时下的功夫是不足够的。 

她感谢一直支持她的朋友、家人还有老师

们。她说：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我相信我无法

那么顺利地以最好的心态去完成比赛。感谢这次

比赛的带队老师还有高中代表给予的照顾，让我

在比赛的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  

 

林纪鸿（前右二）与黄允欣（前右三）和指导老师合影。华语指导老师：华文

科教研组组长李贤丽师（后右二）、李天岱师；英语指导老师：朱馷杺师(后

右一)；国语指导老师：Cikgu Rozita（前左一）、叶雅幼师（后左一）、

Cikgu Jamilah（后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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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奖的参赛者与评审老师合影留念。后排左六起：陈慧蓉师、校外评审杨迤芬和蔡弥轩。  

谢幸容、叶鸿婷（初三爱）报导 

由我校相声社和大众传播学会广播组联合

举办的第二届校内相声比赛“相有兴声”于9

月9日（星期二）圆满落幕。经过8月28日（星

期四）初赛的一番龙争虎斗，成功进入决赛的

参赛队伍一共有12组，共聚在陈开蓉大讲堂逐

鹿中原。初赛的评审由刘久进师、白黄采欣师

和邓世轩校友担任，而决赛的评审为陈慧蓉

师，校外评审有蔡弥轩和杨迤芬。 

风趣幽默带动气氛 

在决赛中，主办单位增设了人气奖，让观

众们投选自己喜爱的队伍，同时也能让观众有

参与感。而参赛者们逗趣的表情、幽默的言

语、夸张的动作，让观众都笑得乐开怀。经过

评审们的深思熟虑后，比赛结果出炉了。获得

最佳人气奖的组别是李婉绮（高一文商义）与

郑可丽（高一理忠），题目为《说与唱》，同

时她们也是本届相声比赛的冠军得主！她们除

了唱功好以外，在模仿方面也可说是惟妙惟

肖，让人印象深刻。题目为《哑语》的詹亨一

（高一理忠）与林勤勇（高一理忠）精湛演出

让大家捧腹大笑，炒热了现场的气氛，更因此

得到亚军的殊荣。此外，詹亨一也获得了最佳

逗哏奖，而他的搭档林勤勇则获得最佳捧哏

奖，可说是当之无愧。季军得主是题目为《说

唱》的陈筱暄（初三平）与黄意棱（高三文商

忠）。在她们自创的相声段子里，加入了时下

流行的话题，再配合动听的演唱功力，成功吸

引了观众，也让人感到耳目一新。郭美琦（高

一理爱）与施宛青（高一理爱）的《作弊》、邱

钟宏（初一智）与陈欣滢（初二和）的《反意

词》虽只获得优秀奖，但他们两组的演出可是生

动活泼，别有风味。 

参赛者水准高  

评审蔡弥轩表示，参赛者的表现各有千秋，

评选结果是以多数票来决定。这次比赛的水准比

第一届高。此外，参赛者选择的段子接近同学的

年龄，贴近生活，令人感到亲切。评审杨迤芬也

表示，不少参赛队伍的表现可以与专业相声演员

媲美，可见参赛者对这次比赛相当用心。她认

为，有些同学能自创段子真是很不简单，而不少

参赛者虽是初一、初二生，但表现却十分优异，

值得赞许。 

相声是中国传统说唱曲艺，在明朝即已盛

行。相声演员透过说、学、逗、唱来完成表演。

庆幸这门传统艺术在兴华能得到传承，通过这次

相声比赛更能让大家认识相声，爱上相声。 

对相声有更深了解 
林家蔚（初一信） 

从小就对相声充满兴趣，

这次能参与相声比赛非常的开

心，虽然没有得奖，但能进入决

赛已经很满意，毕竟我还需要再

磨练。经过这次比赛，我对相声

这门艺术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此

外，很感谢队友的付出, 也感谢华文老师悉心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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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晓毓师、陈紫莹（初一智） 

郑慧颖（初一智）采访报导 

我校四大服务性社团（学长团、童军

团、圣约翰救伤队、少年服务团）于9月7

日（星期日）下午2时至4时30分，在朝阳

堂举办第20届四大团体步操比赛。比赛目

的在于培养团队的默契及服从精神，增进四

团之间的感情，以及互相切磋步操技术。今

年的主办团体是圣约翰救伤队。荣获冠军的

是童军团，这也是童军团第8度摘冠，可喜

可贺。获得亚军的是圣约翰救伤队，而少年

服务团及学长团获得了进步奖。 

今年的比赛形式，在前6分钟是基本

操，之后进入花式操，基本操必须以“默契

操”方式进行。当天担任比赛评审的是雪兰

莪滨海区圣约翰救伤队长邓耀国长官，以及

童军团前教练罗竹诚。 

在评审仔细检查参赛者服装的整齐度

后，比赛就正式开始。第一组上场的是少年

服务团，接着是学长团，然后是童军团，最

后则是圣约翰救伤队。 

一连串精彩的步操结束后，评审提出

了一些建议。罗竹诚教练表示，今年参赛者

的水准大致不错，令人欣喜。他建议学长团

应该挑选身材及高度相近的参赛者，如此能

改善整齐度的问题。另外，他认为学长团的

步操富有创意，但同时也应注意失误的问

题。邓长官则认为，若条件允许，参赛者最

好不要同时担任比赛的其他职务，避免身兼

多职，影响表现。 

四大团体的步操能有今日的成就，是

经过无数次

的苦练以及

锲而不舍的

精神才得来

的。来届四

大团步操比

赛将由少年

服 务 团 主

办，希望各

团体再接再

厉，精益求

精，在下届

比赛中能带给大家更出色的表现！  

积极投入筹备工作 
张棋媚师（圣约翰救伤队负责老师） 

我认为圣约翰救伤队这次的表

现不俗，但仍有进步的空间。身为

主办单位，圣约翰救伤队的会员人

数相对比较少，在处理事务方面有

点力不从心，因而造成一些不完善之处。虽然如

此，会员们还是非常的投入筹备工作，努力做到最

好。另外，我认为今年在时间安排上不太理想，本

来是希望让整个比赛过程有较宽裕的时间所以特排

在星期日举办，但当天的观众较少，导致现场有些

冷清。 
 

学会团结的重要 
吴依琳（高一文商义） 

很开心童军团再次获得冠军，

今年已是八连冠了，我的心情非常

的激动。我们从

上半年就开始练

习，每天都会趁一休或周末来练

习。虽然对比赛感到很紧张，但

同时也很享受比赛的过程。从

中，我学会了团结的重要性，团

员之间的默契也更好了。虽然练

习过程非常地艰辛，但我认为一

切都是值得的。 

 

 赵征义同学（右一）代表童军团从邓耀

国长官（左一）手上获取冠军的奖项，

童军团前教练罗竹诚（中）陪同见证。  

 

 

 四大团体：（左起）少年服务团、学长团、童军团、圣约翰救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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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锡福师报导 

中小学五机构联委

会主席陈伟后指出，民

族节日具有丰富的内涵

和优良的价值观，藉民

族节日让大家更接近中

华文化，并加强兴华人

的凝聚力。 

陈伟后是于9月6日

（星期六）在小学举辨

的中小学五机构中秋晚

会园游会时如是指出，共有一千五百余位中小学

董、家教、校友、家长、师生出席是项盛大而多

姿多彩的中秋晚会。他说，中秋节表达美满、和

谐和安康的美好愿望，也成为团结、团圆、庆丰

收的象征，它符合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对构建和

谐社会是很有意义一个节日。 

他表示，小学多年来致力推动中华传统文化

教育，中小学也长期重视宏扬中华文化相关活

动，主要是希望中华传统文化能与生活紧密结

合，尤其是内容丰富的民族节日，如春节、清明

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每一个节日都

有它的历史渊源，美妙传说和独特情趣。它们反

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道德价值，寄托着整

个民族的憧憬。我们要通过这些节日，传承中华

民族悠久的、灿烂的文化。 

当晚节目计有中学学生呈献的廿四节令鼓、

舞龙、口琴、魔术表演，以及小学学生呈献的舞

蹈、扯铃和手语表演等，同时现场还有中小学五

机成员和学生设臵的文化园游档位，包括：猜灯

谜、魔术、书法、绘画等。许多家长也陪着孩子

在校园内成队地提灯笼游行。配合校园内盏盏闪着光

明的灯笼和歌舞乐表演，真有“花千树、星如雨、凤

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的情境。 

陈伟后希望大家以感恩的心来过中秋，感恩

一切造就我们的人，感恩一切帮助我们成长的

人，感恩我们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恩！我们才

懂得尊敬师长，才懂得关心帮助他人，珍爱自

己，才会拥有快乐和幸福！” 

他也感激以小学家协主席郭耀星为首的中小

学董家教筹委团队，将是项活动办得有声有色，

 五机构联委会主席陈伟后（左起）、中学家协主席余安、黄秀玉校长、署理董事长

拿督李平福、副董事长卢金峰、陈家福校长、小学家协主席郭耀星、校友会主席颜

建义一同主持亮灯仪式。   

 

当晚出席的中小学五机构成员尚有小学董事长

卢金峰、家主席郭耀星、陈家福校长、中学署

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家协主席余安、黄秀玉

校长、中小学校友会主席颜建义等。 

 中学部二十四节令鼓掀开序幕。   

 小学部的山地舞蹈生动活泼，赏心悦目。    

 魔术演员扮小丑为孩子们折气球，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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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名同学带领大家一起去探究生命的意义及未来的方向。前排右一为翁柳洁师、后排右一黄燕娣师、后排

左三为刘兼阀师，左四为李尉帷师。 

黄子倇（高二理廉）报导 

今年高二级摆脱了以往级联论坛的严肃，

为高二级设计了富有意义的论坛活动。论坛于

8月12日（星期二）在陈开蓉大讲堂举行，出

席者也包括了高二级班导师。论坛以《生命的

价值》（you  only  live  once，YOLO）为主

题，由12名同学以讲述、分享、影片观赏、短

剧、带动唱及写信的方式进行，这组同学带领

着大家一起去探究生命的意义及未来的方向，

并由叶梓阳（高二文商和）担任主持人。 

主持同学一开始先让参与者了解生命就像

一场游戏，玩游戏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困难是游

戏的一个重要关卡，重点并不完全在于游戏结

果和输赢，而是我们是否有遵守它的规则。多

人参与的游戏需要设定规则，且必须被遵守；

就像在生活中我们都必须学习接纳，以及尊重

彼此的原则和局限。此外，游戏是有始有终、

富有动力、创意力以及需要一颗轻松却不失认

真的心去对待。 

了解生命的意义 

有人四肢健全，有人天生残缺。在残疾人

士的身上我们总可学到坚韧不拔和积极坚强的

精神，体现出生命的意义。论坛现场也邀请了

几名同学上台尝试用嘴画画、用手肘运乒乓

球、使用单手单脚跳舞等，使同学了解残疾人

士所面对的困难，藉以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

切。 

论坛中，也介绍了自幼有先天性四肢切断

症，却文笔出色的日本作家乙武洋匡；自小患上

小儿麻痹症而只有一米高，但凭着不服输的运动

精神在2008年北京残奥举重项目中获得铜牌的萧

丽娟；一对来自河南的残疾舞蹈演员马丽和翟孝

伟靠着刻苦勤奋的练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台湾

知名的口足画家谢坤山；这些残疾人士都在各自

的生命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主持同学也以这段话来勉励在场的同学:“这

世上有许多人渴望生命却无法得到，有些人却轻

视生命选择自杀。每个人对于生命的意义都有不

同的诠释，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在于

你如何去利用它完成自己的梦想造福社会。” 

最后，现场的所有同学为明年的自己写一封

信，写完毕后将信放入信封，并由级联老师保

管，一年后他们将从高三班导师手中拿回这封富

有意义的信件。 

 同学们费尽心思为明年的自己写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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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钰煊（高一文商义）刘佩妤（初一孝）采访报导 

“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

ganization）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英文简写。

我校于2006年杪开始引进ISO，同时进行教职

员培训，于2011年接受外来机构的审核，并成

功取得合格认证。 

我校于9月9日（星期二）下午2时，在陈

开蓉大讲堂进行一场关于ISO概念的讲解，由

训导处副主任，同时也是品质促进处培训组组

长李荣兴师主讲。 

此次的讲座主要是为初一新生介绍我校所

倡导的ISO理念，并且让他们了解身为兴华人

的责任。 

李荣兴师首先简单介绍 ISO的概念。他

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始建于1946，总

部设在日内瓦，而我校所引进的（程序）是

ISO 9001:2008。“9001”是标准的编号，所

代表的是品质管理模式相关的标准条文；而

“2008”则是表示文书版本。ISO 9001系列

标准涉及航空、航天、金融、房地产、教育、

科技服务、卫生保健与社会公益事业、公共行

政管理、信息技术等39个行业，教育是其中的

第37个行业。目前，全球通过ISO9001认证的

学校和教育机构数量已超过500家，其中包括

著名的哈佛、剑桥、牛津等大学。 

李老师说，学校接受ISO认证的意义在于

使学校教育、行政与管理品质趋向标准化水平

的规范；建立自我持续改善、不断创新的机

制， 保障教育素质得到持续提升；以及提高

学校的竞争能力，促进学校持续稳定，健康地

发展。他同时也强调，这项认证是每一位兴华

份子都必须参与的。 

他说明PDCA分别是计划（Plan）、执行

（Do）、检 查（Check）和 改 善 处 理

（Action）。PDCA周而复始的运转，不断解

决问题，使品质阶梯式上升。 

此外，李老师也希望大家能贯彻持续改善

的 精 神，并 且 以

“PDCA”的概念将学习

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改

正和更新，并加以总结和

调整，形成更为完善的学

习与工作方法。 

李老师也以曾子所说

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

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

不信乎？传不习乎？”为

例子，向各位同学说明这就是古人的自我省思、

力求改善的方式。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生

活上的PDCA；是一种自我反省的模式。 

接着，李荣兴师也讲解了我校的教育使命和

愿景。学校的教育使命是“为孩子的成长和社会

的进步服务；创造积极正向的校园文化；栽培有

自主发展素质的学生。”籍此希望促进和谐的校

园风气，并且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使整个

校园有凝聚力。李老师也嘱咐同学们，除了读书

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并且培养素质，在众多

活动中发挥自己的能力，不要成为社会的负担，

而是要为社会有所贡献。 

学校的愿景则是：“营造互动创新，与时俱

进的学习园地；培养自觉自学自律的学风；以积

极态度正向行为，激发潜能，步向大成。”李老

师认为，自学，自觉与自律是相辅相成的，只要

全体同学努力去实践，就可以步向大成。 

另外，李荣兴师也提到有关成功人士科维所

提出的七大习惯（主动积极、以终为始、要事第

一、双赢思维、知彼解己、统合综效、不断更

新）。李荣兴师说，七大习惯和ISO是有所串联

且息息相关的。他相信，以品格教育为基础教育

是正确的，只有改变自我才能影响他人。 

最后，李老师希望同学们能认真对待ISO精

神，在学习中坚持不懈，保持着持续改善的心态

与愿望。他也期许同学们首先做一个合格的兴华

生，其次做一个优秀的兴华生，再来做一个出色

的兴华生，并作一个光荣的兴华生。  

 训导处副主任李荣

兴师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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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配合学校发展 
郑婧涵（初一仁） 

PDCA概念对我的学习很

有帮助。此外，ISO认证能推动

兴华往更好的方向前进，身为兴

华人，我们应全力配合学校发

展。 

文接上页 
收获满满 

陆加蓁（初一孝） 

通过这次的讲座，我不

但更了解ISO这项认证的意

义 与 目 的，也 学 会 了

“PDCA” 概 念 的 计 划、执

行、检查和处理。不仅如此，我也更加掌握了

成功的策略，也就是所谓的七大习惯。我们必

须不断改进，不断创新，才能成功。 

 

 

蔡燕芩（初一智）洪振丰（初一义） 

杜恺昕（初一平）报导 

我校于9月2日（星期二）下午1时50分至3

时，在陈开蓉大讲堂举办初一级级联论坛，论

坛题目为《谈使用资讯科技的礼仪和素养》。

资讯科技与我们息息相关，几乎每一天每一个

人都会接触到资讯科技，因此，各班代表都踊

跃提出看法，表达现今人们与资讯科技的关

系。 

初一忠代表吴沁怡指出，资讯素养固然包

括各种使用相关科技的知识和技能，但最重要

的还是个人使用资讯科技的正确心态及价值观

等资讯伦理方面的素质。她认为，在使用资讯

科技时，必须小心保护个人资料，同时也必须

尊重他人的隐私权。初一孝陈恩琳在发表时劝

告大家在接收资讯时必须做出明智的选择，避

免囫囵吞枣，在网络散播消息之前，也必须谨

慎思考，否则将会误导别人。除此之外，她也

指出，大声讲电话和沉迷电子产品是一种不尊

重他人的行为，必须警惕。 

初一仁代表陈佳瑜将重点放在如何善用资

讯科技。他说，在完成学校作业之后，可以利

用资讯科技来作娱乐，例如听音乐或玩益智游

戏，切勿流连色情网站或沉迷电脑游戏。初一

爱颜怡春和初一信颜国权也同样说明了同学应

该要善用资讯，勿利用资讯科技作奸犯科。初

一和邱雅惠则表示，同学应避免被网络世界所

迷惑，应该利用资讯科技处理重要的事，例如

使用电脑做作业或使用手机来联络家长等。 

初一义陈松裕表示，同学们在使用网络发

言时必须尊重他人，避免使用恶劣的字眼，或

发表极端的言论。初一平陈联乐举例说明微信

（wechat）应用软体的运用带给人们的影响。

从中表达人们经常围绕着电子产品而忙碌，却

忽略真正需要关心的事。 

初一礼洪欣仪和初一廉李文捷则播放短

片，从短片中同学们了解到，除了要保管好自

己的电子产品外，也切勿到处炫耀财物。最

后，初一智邱钟宏表示，许多同学被电子游戏

所迷惑，导致学业荒废，健康耗损，得不偿

失。加上游戏中有不少色情与暴力的成分，影

响同学身心。他也说，同学应该善于安排时

间，勿成为电子产品的奴隶。 

这次的论坛题目引起同学广大的回响，主

要是因为资讯科技贴近生活，但衍生不少问

题，值得大家深思。初一级级联论坛，在一片

热烈的讨论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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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祥师报导 

独中升学道路是宽广及多

元的，目前独中生可向国内外

400所以上的大学申请继续深

造。我 校 近 年 的 升 学 率 在

84.00%以上，而 2012年的升

学 率 更 高 达 87.79%。我 校

2013年毕业生，凭借高中统考

文凭（UEC）申请就读国内外

著名大学外，且同时获得大学

提供全额或部分奖学金，现摘

录部分校友就读大学及奖学金

讯息，详见下述说明。此外，尚有众多毕业生升

学及奖学金讯息，恕未能一一登录。 

陈苛甜与侯佳祺分别就读于新加坡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Bachelor of Science）

及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Physics），并获得亚细安大学奖学金，学费全

免，并每年提供新币5千8百元生活津贴。 

李颖洁就读于澳洲University of Melbourne

（Bachelor of Environments），并获得该大学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Scholarship，3年

学费全费。此外，冯立琦、赖维俊及李慧颖也被

录取就读该大学Bachelor of Commerce。 

王舒涵与陈心媛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并获

得入学优异奖学金（Top Scholarships），每年

HK$160,000（约US$20,550)，足可支付每年学

杂费、住宿费及生活费。 

蔡兴翰与刘洧玮分别就读于台湾国立交通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及管理科学系，同时获取

该大学奖学金，学费全免及每月生活津贴。 

陈平原就读于台湾成功大学数学系，并获得

该大学奖学金，学杂费全免及每月生活津贴。 

林仪敏就读于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BS  Quantity  Survey-

ing），同时获得UTAR Scholarships for Top 

Achievers，学费全免。 

另外，就读于泰莱大学的校友们，亦获

取泰莱大学独中生奖学金，每年学费减免

RM5,000 或RM10,000不等。他们分别有黎

佩仪、叶盛杰、赵莉敏、李巧莹、颜知义、

黄浚玮、李家贤、林思恩、陈莹譞、翁书

凌、陈俊豪、李源荣、黎紫贤、刘荠允、张

嘉文。 

就读在双威大学的陈欣惠、李心媛、薛

文权、莫家诚、刘锦财、李嘉丽，皆获取双

威大学独中生领导力奖学金，每年学费减免

RM8,000, RM10,000或RM15,000不等。 

此外，以下校友也获取双威大学Tan Sri 

Dato' Seri Dr. Jeffrey Cheah入学奖学金，学

费获得50%或25%减免。他们分别有詹泫

慧、吕馨儿、林丽媛、张俊豪、廖凯盈、黄

引航、洪佩譞、陈雅莹、吕靖恺、吴嘉煌、

王沁仪、颜伟光。 

 部分荣获双威大学奖学金的去年毕业生与辅导处副主任李辉祥师(右三)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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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兴华中学家教协会 
Persatuan Ibu Bapa dan Guru (PIBG) Sekolah Menengah Hin Hua 

141, Persiaran Raja Muda Musa, 41200 Klang, Selangor. 

TEL:03-33714241 / 03-33714801   FAX:03-33713005 

 

日期：27-8-2014  

致：全体家长、三机构同仁、热心人士  

 

请支持筹募提升图书馆设备费用义卖晚宴 

本会每年例常开销总额超过RM35,000。本会秉持团结与汇聚家长、教师的力量，配合董事

会以更好地支持兴华中学校务发展。凡学校举办之各项学艺、体育活动，学生参加校外健康

学习活动，本会一贯支持并拨款赞助。涓涓滴滴的努力，只希望学校的教学设备能日臻完

善，学生们在进德修业各方面能获得鼓励，进而有更好的表现。 

2.  学校图书馆是一座宝山，是开启孩子求知的一扇窗。现今是一个信息化、网络化的时

代，图书馆要开发馆藏信息资源，以适应新的时代。有鉴于此，本校图书馆将于近日进行维

修，提升馆内各项设备，以营造温馨、便利、舒适之阅读环境，让学生喜欢上图书馆，善用

图书馆各项设施以延伸、拓展阅读，进而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 

3.   本届理事会在第7次理事会议中通过将拨款30万作为提升我校图书馆设备的费用。谨此

吁请大家鼎力赞助，您可以按“赞助办法”捐献，共襄义举。 
 

让我们继续以热忱和决心来协助推动学校发展。 

义卖晚宴详情如下： 

日期：18/10/2014（星期六） 

时间：6:00pm至10:30pm 

地点：吉隆坡塔Atmosphere360º 旋转餐厅 (Atmosphere360º Revolving Restaurant KL Tower) 

 

[赞助办法] 

1. 捐献RM3000或以上，获赠VVIP餐券1张及纪念品1份。（共有20位） 

2. 捐献RM2000或以上，获赠VIP餐券1张及纪念品1份。   （共有30位） 

3. 捐献RM1000或以上，获赠嘉宾餐券1张及纪念品1份。 （共有200位） 

4. 乐捐 

 

家教协会主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启 

                ( 余  安 )  

注: 本会理事拿督黄耀佳先生报效义卖晚宴所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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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日期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注 

准
备 

13/09 
/ 

21/09 

SPM预试 

05/09、09/09、

12/09~13/09、

15/09、

17/09~19/09 

教务处 SPM科任老师 教学大楼 

全国独中球类赛 14/09~18/09 雪隆董联会 巴生四独中 13/9 球员报到 

马来西亚成立日公共假期 16/09  (二)       

14 
22/09 

/ 
27/09 

家长评量学生在家表现 22/09~27/09 训导处 班导师/学生家长   

2015学年度助学金申请 22/09~27/09 校长室/训导处 班导师   

遴选2015年新任学长 22/09~27/09 训导处 全体老师   

开始转换、退出学会申请 22/09~04/10 课外活动处 学会负责老师   

ISO外审 23/09、24/09 QSC/行政各处室 全体教职员生   

班会（初一、初二、高一、高二） 23/09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三、初三毕业考试 23/09~26/09 教务处 高三、初三科任老师 
高三：朝阳堂 
初三：教学楼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三) 
初二：忠、孝、爱、义 23/09  (二)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2.30pm~4.30pm  

忠礼堂 

学生仪容检查 24/09  (三) 班导师 各班学生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三) 
初一：忠、孝、信、平 24/09  (三)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2.30pm~4.30pm 

忠礼堂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三) 
初一：仁、爱、义、和 26/09  (五)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2.30pm~4.30pm 

忠礼堂 

15 
29/09 

/ 
04/10 

继续高三、初三毕业考试 29/09~02/10 教务处 高三、初三科任老师 高三：朝阳堂 
初三：教学楼 

推荐高中毕业生服务奖候选人 29/09~04/10 训导处 全体老师   

推荐全能表现奖候选人 29/09~04/10 训导处 全体老师   

班会（初一、初二、高一、高二） 30/09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三) 
初二：礼、廉、智 30/09  (二)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2.30pm~4.30pm 
忠礼堂 

高二升高三选科辅导 01/10  (三) 辅导处/教务处 任课老师 第1、2节 讲堂/忠礼堂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三) 
初二：仁、信、和、平 01/10  (三)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2.30pm~4.30pm  
忠礼堂 

高三级停课备考（统考） 03/10(五)开始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三) 
初一：礼、廉、智 03/10  (五)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2.30pm~4.30pm  
忠礼堂 

哈芝节公共假期 05/10  (日)       

16 
06/10 

/ 
11/10 

哈芝节公共假期补假 06/10  (一)       

高中周会/初中班会 07/10  (二) 课外活动处/班导师 行政各处/各班学生   

2015年度醒狮采青贺岁队员集合 07/10  (二) 醒狮策划小组   2.40pm 讲堂 

学会全年总检讨会议 
07/10  (二) 
09/10  (四) 学会负责老师 课外活动处 学会活动时间 

高三级学生回校解题 07/10~09/10 班导师/科任老师 行政各处 参阅时间表 

语文科作文考试 
(初一、初二、高一、高二) 

08/10~10/10 语文科老师/教务处 全体老师   

初三级停课备考 09/10~10/10     

联课活动开始暂停   课外活动处 学会负责老师   

提交联课活动分数(非毕业班)、学
会财政收支表、物品报告表、会议
记录簿、总检讨报告 

最迟10/10(五) 学会负责老师 课外活动处   

IELTS 备考课程注册截止 10/10  (五) 英语教学中心     

2015年新生入学考试 11/10  (六) 教务处/行政各处 全体老师   

高初中美术科统考 12/10  (日) 教务处/美术科教研组 总务处   

17 
13/10 

/ 
18/10 

PT3考试 13/10~16/10       

非PT3考生停课备考统考 13/10~16/10       

第二学期期末考 14/10~17/10 教务处 全体老师   

高中统考／技术科统考 15/10~18/10 教务处 总务处 朝阳堂 

初中统考 17/10~18/10 教务处 总务处 教学楼 

2014 学年第二学期行政历【第二阶段】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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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日：45天   短假：44天 

周次 日期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注 

18 
20/10 

/ 
25/10 

继续初中统考 20/10~21/10 教务处 总务处 教学楼 

继续高中统考／技术科统考 20/10~21/10 教务处 总务处 朝阳堂 

继续第二学期期末考 20/10~21/10 教务处 全体老师   

屠妖节公共假期 22/10  (三)       

屠妖节申请假期 23/10  (四)       

申请特假 24/10  (五)       

回历元旦公共假期 25/10  (六)       

19 
27/10 

/ 
01/11 

毕业班学生补考 27/10~28/10 教务处 毕业班科任老师 高三课室 

班际排球赛 27/10(一)开始 体育处 全体师生   

SPM考生停课备考 27/10(一)开始       

初中周会 28/10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高中班会 28/10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学生仪容检查 29/10  (三)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三升学系列活动 29/10~01/11 辅导处 高三级学生(自由报名)   

各班交财政收支表 29/10~01/11 班导师/各班财政 训导处   

高二SPM考生回校领取考卷 30/10  (四) 班导师 科任老师   

魔术社成果发表 01/11  (六) 魔术学会 课外活动处 7.30pm~9.00pm朝阳堂 

20 
03/11 

/ 
08/11 

SPM考试 03/11~27/11 教务处 总务处 教学楼6、7楼 

全校班会 04/11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学会执委改选(2015年度) 06/11  (四) 学会负责老师 课外活动处   

宿舍温馨之夜总彩排 06/11~08/11 舍务处 自治会 朝阳堂/暂定 

公布班级经营评量成绩 07/11  (五) 训导处 全体师生   

公布学会评鉴成绩 07/11  (五) 课外活动处 学会负责老师   

口琴社成果发表 08/11  (六) 口琴社 课外活动处 7.30pm~9.30pm大讲堂 

宿舍温馨之夜 09/11  (日) 舍务处/宿舍生自治会 全体住校生及家长   

21 
10/11 

/ 
15/11 

继续SPM考试 10/11~15/11 教务处 总务处 教学楼6、7楼 

初三、高三练唱毕业歌 11/11  (二) 毕联会/课外活动处 初三、高三班导师 7.30am~8.30am朝阳堂 

全校大扫除 11/11  (二) 总务处/训导处 全体师生   

高初中毕业典礼 12/11  (三) 训导处/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高三毕业生叙别茶会 12/11  (三) 毕联会/高三班导师 课外活动处 11.30am~1.00pm 
仁爱广场 

休业式 13/11  (四) 训导处/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归还2014年借贷课本/2015年借贷
课本开始申请 最迟13/11(四) 课外活动处 全体师生   

吉他社成果发表 14/11  (五) 吉他社 课外活动处 7.30pm~9.30pm大讲堂 

家长到校领取成绩报告表 14/11~15/11 班导师 行政各处 各班课室 

师生校友美展 14/11~15/11 相关单位 课外活动处 朝阳堂 

各班学生办理注册 14/11~15/11 会计处/教务处 总务处/电脑化小组 朝阳堂 

 

22 

17/11 
/ 

21/11 

继续各班学生办理注册 17/11  (一) 会计处/教务处 总务处/电脑化小组 会计处 

继续SPM考试 17/11~21/11 教务处 总务处 教学楼6、7楼 

IELTS备考课程 17/11~28/11 英语教学中心     

年 

终 

假 

期 

22/11/2
014 

/ 
04/01/2

015 

继续SPM考试 22/11~27/11 教务处 总务处 教学楼6、7楼 

Student Development Programme(3） 24/11~26/11 英语教学中心   暂定 

IELTS考试 06/12；13/12 英语教学中心   暂定 

醒狮干部训练营 05/12~06/12 醒狮策划小组   住校 

醒狮密集训练营 07/12~11/12 醒狮策划小组   住校 

雪州苏丹诞辰公共假期 11/12  (四)       

醒狮集训 22/12~24/12 醒狮策划小组   9.00am~4.00pm 

圣诞节公共假期 25/12  (四)       

2015年初一住校生生活营 28/12~31/12 舍务处 宿舍生自治会 暂定 

2015年初一新生始业辅导 29/12~31/12 辅导处 初一班导师/行政各处 暂定 

2015年高一学生始业辅导 29/12~31/12 训导处/辅导处 高一班导师/行政各处 暂定 

2015年高一学生特别课程   教务处 相关学科教研组 
高一班导师 (待定) 

元旦公共假期 01/01/15(四)       

文接上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