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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前排左起）、卢金峰副董事长、工委会主席暨家协主席陈伟后、潘斯里陈开蓉董事、黄秀玉
校长及副董事长拿督陈尚成共同为“717义卖娱乐市”主持隆重开幕仪式。

黄乐仪老师、连婉仪（高二文商和）报道

为了筹募人文教育基金，落实兴华师生
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以提升身体力行及感悟教
育的效能，培养学生的办事能力、人际沟通
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和体现亲、师、生互
助友爱，共同成长的精神，我校在董事部主
催、家教协会承办下于7月17日（星期日）举
行“2016 年 筹 募 人 文 教 育 基 金 义 卖 娱 乐
市”。大会成功突破150万令吉的筹款目标，
更吸引逾两万人到场支持，场面壮观热闹！
义卖会前，我校董事、老师、学生、家
长以及社会人士都贡献了不少人力、物力、
财力和时间，全校师生早在义卖会前3个月便
开始筹备，两周前学生们更善用网络科技平
台，如火如荼展开各项宣传工作，以便义卖
会当天活动顺利进行。除此，大家也在义卖
会前一天返校，进行义卖场地布置及摆设售
卖物品等项工作，虽然在进行筹备工作途中
下起了倾盆大雨，但依然无法阻挡众人爱校
的热情。

二十四节令鼓队呈献“鼓舞兴华”为义卖娱乐市掀开序幕。

义卖会现场人山人海，吸引逾2万人到场支持，场面壮观热闹！

Website: http://www.hinhua.edu.my E-mail: hinhua@hinhua.edu.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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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开幕仪式的剪彩嘉宾多达195人。

fun冰冰、小信运、莫忘初忠﹒经典重现、
鬼 门 关、野 人 村、一 起 探 天 探 日、礼 面
请、去一去中学等。现场只见每个档口人
潮摩肩接踵，高峰时期更是人山人海，显
示了社会大众对兴华、对华教的支持和热
情。

义卖的食物和饮料皆由师生与家长用心准备。

86档位人潮汹涌

717义卖娱乐市从当天上午8时正开始进行至下
午2时才结束，吸引了逾2万人参与，人潮络绎不
绝，校园各个角落挤得水泄不通。当天有86个义卖
档，其中49档是食物档，其他36档则是娱乐档。除
了大会档，每个班负责经营一个档位，由学生自主
发挥，班导师作为指导。各班学生尽展创意、发挥
班级特色为档位定下创意主题，如：仁情味、甜过

兴华月报 2016年义卖娱乐市特辑
出版：兴华中学
顾问：黄秀玉校长、
苏进存副校长、李荣兴主任
编辑：黄乐仪师、刘美娥师、
林卿卿师、蔡美玲师

上午8时正，众嘉宾聚集在科技楼前的
广场举行开幕仪式。首先，廿四节令鼓队
带来“鼓舞兴华”，为义卖娱乐市掀开序
幕。接着，大会恭请家教协会主席暨2016
筹募人文教育基金义卖娱乐市工委会主席
陈伟后董事致词。他表示，这次筹得款项
主要是作为学校人文教育基金用途，让学
校可以更好落实人文教育，为兴华塑造更
具文化内涵及人文精神的校园氛围。
他 感 谢 为 义 卖 娱 乐 市 献 出 财 力、物
力、人力和时间的董事们、家长、老师、
学生、校友及社会人士，让此项活动更富
有意义及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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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资讯出版组、摄影学会、关孟贤校友、刘善凯（高二理孝）、
郑斌（高二理爱）、林祖恩（高二文商礼）、郑俊贤（高二文商廉）、
黄梓轩（高一理义）、林蔚琪（高一文商平）、林蔚琪（高一文商平）、
陈惠匀（高一文商礼）、林杰翔（初三忠）、谭启萱（初二忠）、
林镇勇（初二平）、林芷霏（初一仁）、陈欣彤（初一仁）、
彭晋劼（初一信）
报道：叶颂晴（高二理忠）、洪欣玲（高二理信）、连婉仪（高二文商和）、
谢晓惠（高二文商和）、尤可盈 (高二文商平) 、
陈伟祥（高二文商廉）、苏垲渝（高二文商智）、洪振丰（初三义）、
李妍萱（初二爱）、林意晴（初二爱）、丁慧湘（初二爱）、
何婉婷（初二爱）、卢韦宏（初一义）、尤瑾若（初一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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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走廊拓展人文教育

陈主席续称，兴华长期来秉持敦品励
学，积极努力营造校园人文氛围，从提升图
书馆设备、校园迷你书屋的建设及推动全校
每日晨读等，校方举办的各类活动，都努力
陶冶学生心灵，提升孩子自身的涵养。他希
望通过这次的筹募人文教育基金，学校能在
未来逐步建设校史馆、墨艺轩、音乐中心
等，并透过这系列的空间和设备，可以落实
人文教育的拓展，为学校塑造一个具文化内
涵的校园氛围。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文化滋养和精神的
灌溉，校史馆作为记载和展示学校与华文教
育发展历程的平台，必然可以传承学校自创
校以来所提倡的人文精神，陶冶孩子的性情
及提高文艺素养。”

同学们亲自下厨准备美食。

他指出，华文独中是民办学府，马来西
亚的华文教育一直都在不平等的政策下自力
更生，在没获得津贴情况下，必须更主动开
拓社会资源，来协助独中的建设与发展。
出席开幕礼者尚包括署理董事长拿督李
平福、副董事长卢金峰、潘斯里陈开蓉董
事、校友会主席余安、副董事长拿督陈尚成
以及黄秀玉校长等。开幕仪式结束后，众嘉
宾投入义卖活动，共襄盛举。
四场文娱表演助阵

当天，科技大楼大讲堂也设有四场精彩
的文娱表演，演出时间从上午9时15分开始
至中午1时结束。前两场是学生团体表演，
第三场由马来西亚全方位艺人明星级口琴家
陈军凯呈现《琴歌炫舞演奏会》，第四场则
是马来西亚冠军歌王庄学忠演出《校园迷你
音乐会》。

大会档位义卖新鲜蔬果。

下午3时许，随着人潮慢慢散去，各班
同学在义卖娱乐市结束后，展开清理和结算
票券工作。2016年度“717义卖娱乐市”，
圆满落幕。

小丑哥哥为小朋友制作造型可爱的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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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后主席。

“717义卖娱乐市”工委会主席陈伟后于7月17日
的开幕典礼上致词，全文如下：

尊敬的董事长夫人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
事，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先生、副董事长卢金峰
先生、副董事长拿督陈尚成先生、黄秀玉校长、兴
华 中学 三机构 同仁、各位 鸣锣 人、击 鼓人、剪彩
人、在场的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朋友、各位
同学，大家早上好。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兴华中学2016年筹募人文教
育基金义卖娱乐市。今天，这项活动能成功举行，
是汇聚了众人的力量，非常感恩！
各位来宾，兴华中学长期来秉持敦品励学，积
极努力营造校园人文氛围，从最近提升图书馆设
备，校园迷你书屋的建设，校史的编纂，推动全校
每日晨读，校园各类型文艺活动，都在努力陶冶同
学的心灵，提升孩子们自身的涵养，养正气，进而
面向社会，面向人生。教育强调品学兼修，品格为
先，因此，学校很努力构建人文环境，希望通过这
次的筹募人文教育基金，在未来日子里，逐步建设
校史馆、墨艺轩、音乐中心、美术中心，以及周边
的人文空间，希望透过这系列的空间和设备，可以
更好的落实人文教育的拓展，为兴华中学塑造一个
更具文化内涵以及人文精神的校园氛围。
各位来宾，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文化滋养和精
神的灌溉，校史馆作为记载和展示学校与华文教育
发展历程的平台，必然可以传承学校自创校以来所
提倡的人文精神；而艺能空间则陶冶孩子的性情，
提高文艺素养，我们确实希望，建国兴家，品格教
育为先。
华文独中是民办学府，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一
直都在不平等的政策下自力更生。在没有获得政府
津贴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主动开拓更多的社会资
源，协助独中的建设与发展。兴华中学也是如此，
每年学杂费的收入，并不足以应付总体开销，每年

仍需通过各种途径筹措经费，以协助学校软
硬体建设，以期我们的孩子能在优质的环境
下学习。
今天独中教育能得到社会普遍的肯定和
认同，过程非常不易，它是许多人长期奋
斗，辛勤建设的成果，今天我们是后人，明
天我们即是前人，可谓承先启后，薪火相
传，一代传一代、生生不息。
今天这项义卖活动，自从4月份推展以
来，在各方的努力下，目前筹获的款项已经
突破200万令吉。今天参与剪彩的热心人士
共有195人！我衷心感谢为义卖娱乐市献出
财力、物力、人力和时间的董事们、家长、
老师、学生、校友和社会热心人士，您们的
参与让今天的活动更富有意义以及生色不
少！我谨代表工委会对大家表示深深的谢
意。当然，兴华中学全体同仁，上下一心、
群策群力，发挥团队协作精神，更是让我感
动不已。从今天筹到的数目来看，证明兴华
人无处不在，爱护华文教育的社会热心人士
更是数之不尽。今天这盛大的场合，涵盖了
49个饮食档位，以及36个娱乐档位，规模
甚大，我们更第一次把义卖娱乐市扩大到校
园以外的范围。在这三个月来的筹款活动
中，我相信同学们都必有收获。从售卖票
券，征求物品和现金的过程，对学生来说是
很好的社会体验教育，这也有助于加强生活
体悟，这些学习和能力培养，丰富了中学生
活。最后，我衷心期盼华文教育继续获得各
界的认同与支持，当然，今天的活动若有不
足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
最后，让我们为孩子们的成长和社会的
进步一起努力！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喜乐，谢
谢。

2016年义卖娱乐市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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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两万人前来支持我校义卖娱乐市，校门前车水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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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兴华中小学校友会。

2016年义卖娱乐市特辑

巴生特殊学校参与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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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 义 卖 会 共 有 36 个
娱乐档，每个档口都各有
独特的特色。我们为大家
介绍部分别出心裁、趣味
盎然的档口。

洪振丰（初三义）报道

初三义经营的“落汤鸡”档口。

兴华园右侧由吕 俍駩 老师带领初三义经
营的 “落汤鸡” 档口。游戏通过让客人把
球丢向靶子，只要球击中机关，台上的人就
会从椅座跌入水中，成为名副其实的“落汤
鸡”!这一卖点吸引了许多课业或工作压力大
的人前来消费，透过游戏让大家把心中的压
力连同球一起抛掷出来，命中目标的成就感
也让人跃跃欲试；部分人潮更是冲着令人垂
涎 三 尺 的 礼 品 而 来 的。在 呐 喊 助 阵，落 水
声、尖叫声中，现场气氛沸腾，很是热闹!
若将目光稍微转向左，就会看到由校友
初三义师生经营的娱乐档获得热烈回响。

组成的罗浮童军和他们的瞭望台。这宏伟高
大的瞭望台是童军们为了本次义卖会而辛苦
搭建的，顾客买票后必须戴上防护帽，再一
步步攀塔登顶瞭望兴华园景致。看着顾客登
上顶端后一脸的满足感，让人不禁会心一
笑。除此，罗浮童军会为登上瞭望台的顾客
拍照留念，并备有直接冲洗照片服务，让顾
客带回家作纪念。

在兴华园中的瞭望台是由校友组成的罗浮童军所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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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语 教 学 中 心（ELC）的 Brazil 和
Denmark课室，由黄轩辉老师及黄才扬老师
指导学生成立了3D馆。顾客只要在入场处
买票，并戴上3D眼镜，就能够浏览馆中3D
影片。荧幕上的画面十分立体、影象逼真，
搭配特殊音效，真实感爆表！顾客可感受许
多不同的画面，例如：恐龙奔跑、在隧道内
快速前进、云霄飞车、以鸟儿的角度从天空
俯瞰等。现场只见一些天真的孩子以为荧幕
里的恐龙真的来袭了，拼命地左闪右躲，模
样煞是可爱。此外，馆内还设有全息影像
（Hologram）播映器，供顾客观赏栩栩如
生的影像，如：飘在空中的水母、雷电等，
十分引人注目。

戴上3D眼镜就能够浏览馆中3D影片。

馆内还设有全息影像（Hologram）播映器，供参观者观
赏栩栩如生的影像。

“阿和阿娣古早味”以怀旧和童玩吸引民众的关注。

天井区，由黄燕娣老师指导高二文商和
摆档的“阿和阿娣古早味”，以怀旧和童玩
吸睛。这里又分为好几个档口，首先是古早
味美食档，主要售卖旧时代的食物和小零
食，如：粽子、冰棒和酸甜的山楂饼等。购
物档则模拟旧杂货店，售卖各类杂货，如：
多用途收纳包、清洁剂、小扇子等。此外，
还有许多古早味小玩意，如旧时乡村小孩玩
的玩具：毽子、竹蜻蜓、打陀螺等。售卖手
工肥皂的摊位摆设许多形态各异、不同味道
的肥皂，手工皂不含化学添加物对皮肤很
好，可用于洗脸或沐浴。最后，人潮也围拢
在一块玩“Tikam-tikam”，抽取黏在板子
上的纸条，再根据纸条上的号码兑换礼物，
礼物揭晓的时候可真是令人紧张又兴奋啊!

人潮围拢在一块玩“Tikam-tikam”大家紧张又兴奋！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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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理孝在陈伟轩老师带领下于墨艺轩经
营咖啡馆：The Band’s Cafe，馆里弥漫咖啡
香，柔和的灯光下有人演唱歌曲，气氛十足。
他们售卖的食物包括：三明治、糕点、披萨
等。最特别的是咖啡，香醇的咖啡配搭雅致的
拉花，拉花绝对不逊于专业师傅。接近中午时
分，陈伟轩老师更上台献唱《只有你在的地
方》、《I see you》和《Love yourself》；黄
学静老师与王翠玲老师也献唱英文歌曲，博得
满堂喝彩。

馆里弥漫咖啡香，柔和的灯光下有人演唱歌曲，气氛
十足。

陈伟轩老师上台献唱多首好歌，让人听出耳油。

黄学静老师献唱英文歌曲，博得满堂喝彩。

李增注老师指导漫画组在美术中心和视听
室营业两间店面，美术视听室设有一个特别的
主题叫“漫游世界”，顾客可以在此购买一些
精致可爱的礼物，如：明信片和小猫头鹰。除
此，场 中 央有 一 个 印 章 区，供 孩 子们 盖 章 设
计，充 分 发挥 他 们 的 想 象 力 和 创 造 力。右 后
方，你可以付费让同学或校友素描你的模样，
作为纪念。喜欢动态游戏的顾客可以参加翻牌
屋游戏，或动手搓搓揉揉，把粘土按自己喜欢的
形状做成粘土吊饰。
印章区供孩子们盖章设计，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

同学与校友现场素描。

精致可爱的礼物让人爱不释手。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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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中心的餐厅弥漫着怡人的咖啡香，餐
厅播放优雅舒适的音乐，旁边展出学生漂亮的
画作和制作精美的峇迪布供观赏。顾客可以点
一杯咖啡、一份甜点再看一份报纸，浸泡在轻
松愉悦的气氛里，吸引了大部分等待妻儿逛义
卖会的爸爸到那里去休息。

美术中心义卖的多款美味的糕点，来宾也说棒。

美术中心的餐厅吸引民众前往喝咖啡和聚会。

顶楼天文台，来宾可以透过Meade直径16寸 LX200GPS
史密特·卡塞格林折反射式望远镜观看太阳黑子。

10楼天文广场，步入广场只见一排“太阳
资料展”，工作人员耐心从旁进行讲解，旁边设
有一个Vixen VC200L卡塞格林反射式望远镜让
客人观测太阳黑子。天文物理实验区域，有好几
个实验如：光的波动性，光的波粒二象性等，来
宾可以在工作人员示范与指导下动手操作实验。
现场也有售卖与天文周边产品，如：十二星座书
签、天球仪、星象 盘、天文 DVD等等。顶楼天
文 台，来 宾 可 以 透 过 Meade 直 径 16 寸
LX200GPS史密特·卡塞格林折反射式望远镜，
以最大倍率观测平常肉眼看不到的太阳黑子。上
午10时至下午1
时 30 分，还 有
四场天文讲座
会，主 讲 者 是
天影社社长陆
维强以及马来
西亚拉曼大学
化学工程系硕
士 张 惠 洁 老
师。
天文爱好者苏育贤学姐拍摄的
太阳黑子。

一排“太阳资料展”，天文学会同学耐心从旁进行讲解。

设有一个Vixen VC200L卡塞格林反射式望远镜让
让来宾观测太阳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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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妹妹，别担心，只要瞄准目标扔就好。
差一点点就命中目标啦！

漂亮的明信片吸引众人目光。

请叫我神枪手！

闯鬼屋，我们怕怕啊！
超级大比拼，挑战投篮赢大奖。

小朋友捞取五颜六色的小球，其乐无穷！

游戏虽简单，却考验眼明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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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萱、林意晴（初二爱）报道

7月17日（星期日），兴华义卖娱乐市当天，天文教育中
心也为来宾准备了一系列天文活动及天文教育讲座。天文学
会邀请天影社社长陆维强老师、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化学工程
系硕士及马来西亚天影社成员张惠洁老师为天文爱好者带来
四场天文讲座，带领大家一同窥探星空变幻莫测的无穷魅
力。每一场讲座仅限30名听众，4场讲座皆爆满。
陆维强老师的讲题是“感动的星”，在讲解过程中他与
听众们分享其亲自拍摄的照片，幽默风趣的言谈，为讲座增
添不少趣味性。陆老师说，人们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星空景
色都不尽然相同，有些星星只有在特定的国家和地点才得以
见到。由于地球的自转，天空中的北极星位置也会略微有所
移动。在台湾，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北极星；但在马来西亚要
看见北极星却很困难，他也和大家分享所拍摄的北极星作品。
此外，陆老师还介绍了“维纳斯带”，它就像夜空中出
现的一条蓝色绸带，当人们看见月亮出现在维纳斯带中，这
就意味着会发生月食。他同时分享流星划过天际的照片，并
强调：“其实流星并不是一颗星星，只不过是一道光。”
陆老师表示，他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带着他去观看许多
自然景观，孩子衷心地告诉他：“爸爸，我终于感受到那些
从别人口中听说的震撼。”因此，陆老师鼓励现场的家长们
带着孩子去观星，给孩子们、也给自己一机会真切地感受大
自然无穷的魅力，相信茫无涯际的宇宙会为大家带来不一样
的体验。

陆维强老师。

讲座结束后，陆老师与听众展开交流。他回答听众提问
时表示，我们所拍摄的照片，不应该加以太大的修饰，因为
真实地呈现出星空的美丽才是最重要的。他同时强调，我们可
以看到那么壮丽辽阔的星空，应该打从心里感谢上苍的恩惠。
另一边厢，张惠洁老师的天文讲座为“火山的星空”。
主持同学首先播映一部短片，让在场的观众欣赏：在火山地
带拍摄的一系列星空景观透过影片展现眼前，斑斓瑰丽，让
人 看得入 迷。短片结 束后，张惠 洁老 师登场 为大 家进行 讲
解，她表示要拍摄出把星空和地景融合在一起的照片实在很
不容易，不仅需要耐心，更要靠运气。她与大家分享其星空
摄影经验，她认为，我们观测星空的时候需要注意当地地理
环 境因素 和天 气，因 为这 些往往 会影 响到观 测的 状况。此
外，张老师也向大家介绍在北半球星轨拉线的中心会有北极
星、银河的黑色部分是尘埃等天文知识。两位老师的风格虽
然不同，但他们都是成功把个人兴趣发展成专业知识的楷
模。

张惠洁老师。

我 们 很 荣 幸 参 与 讲 座，也 希
望大家在迷恋星空的同时关注环
保议题。假如我们还想看到明亮
的 星 空，一 定 要 节 能 减 碳、环
保，减少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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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的呈献两首动人的歌曲。

丁慧湘、何婉婷（初二爱）报道

7月17日（星期日），我校举办了盛大的义
卖娱乐市。当天除了食物与游戏档，校方还在科
技大楼大讲堂举办了文娱小舞台，供来宾购票观
赏。文娱小舞台总共分为四场，从上午9时15分
开始至下午1时正结束。

这三首较为轻快的歌曲后，则轮到管乐团的
同 学 表 演，他 们 所 带 来 的 歌 曲 有《The
Bare》和《Canon》。第一场文娱小舞台节
目在管乐团的同学演出后结束了。

第一场表演是由华乐团及两位舞蹈社的同学
所呈现的《梁祝：相爱》和《卷珠帘》。接着，
口琴社为大家带来的轻松活泼的曲风，他们吹奏
的歌曲是《哆啦A梦主题曲》、两首正夯的韩剧
电 影 原 声 带 歌 曲——《太 阳 的 后 裔》的
《Always》及《Everything》。

上午10时15分，第二场文娱小舞台正式
揭幕。首先，由华乐团搭配舞蹈社同学演奏
《梁祝：相爱》和《卷珠帘》。接着，口琴
社的同学演奏了一曲青春活泼的《青春的修
炼 手 册》、《Always》及《Everything》。
欣赏动人心弦的琴声后，舞蹈社的十二位同
学 为 我 们 带 来 了 一 曲 曼 妙 的 舞 蹈《晨 · 初
绽》。

接着是合唱团的表演，演奏的曲目有《听
泉》和《The Rose》。听过合唱团美妙的歌声
后，吉他社成员登场演奏《Super Mario Brothers》、《Aragonaise》及《Habanera》。听 过

其 后，吉 他 社 的 四 位 同 学 合 奏
《Aragonaise》和《Habanera》，表 演 结 束
过后，三位女生吹奏《Disney Meldy》，接
着以小组方式呈现《红之豚进行曲》。观赏

吉他社同学合奏两首曲目。

华乐团及舞蹈社的同学联手呈献精彩的表演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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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口琴家陈军凯担纲的《琴歌炫舞演奏会》。

文接上页

了同学们精湛的演出后，我们迎来特别嘉宾—
—蔡为仲学长登场。蔡学长是我校的校友，毕
业后专职学习音乐，启蒙于蔡美琳老师、大学
期间师从刘波与吴强老师，同时随刘星老师学
习中阮现代演奏技法，也是上海音乐学院史上
首位获得中阮硕士学位的青年音乐家。他以中
阮表演了一段节奏轻快的歌，曲风活泼雅致，
赢得如雷掌声。
第三场主题为《琴歌炫舞演奏会》，由马
来西亚全方位艺人、明星级口琴家陈军凯担纲
演 出。首 先，他 以 口 琴 呈 献《Pirates of the
Caribbean——the curse of the black
pearl》、《二 胡》、曲 风 浪 漫 的《椰 子》和
《Amazing Grace》。接着，他再次为大家带
来一首怀旧歌曲《红蜻蜓》，勾起大家童年的
怀想。其后，他演奏韩国当红组合Big Bang的
《Bang Bang Bang》，引起全场共鸣。演奏
会结束前，他以电影《Zoo Topia》主题曲——

《try everything》谢幕，悠扬的琴音袅绕动人。
第四场主题为《校园迷你音乐会》，由吉他
社同学和马来西亚冠军歌王庄学忠为大家带来惊
喜。他在现场总共唱了九首歌，包括:《外婆的
澎湖湾》、《恰似你的温柔》，他在青春期唱给
女 朋 友 听 的《阿 美 阿 美》、《月 亮 代 表 我 的
心》、《乡间的小路》、《亲密爱人》以及特别
呈献给所有母亲的《世上只有妈妈好》。最后，
他更邀请其外甥上台一起演唱《龙的传人》和
《童年》，清亮悦耳的歌声为本届义卖娱乐市文
娱小舞台画下完美的句点。

马来西亚冠军歌王庄学忠为大家演唱多首耳熟能详的好歌，吉他社同学现场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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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颂晴（高二理忠）尤可盈 (高二文商平)
陈伟祥（高二文商廉）谢晓惠（高二文商和）
卢韦宏 (初一义)、 尤瑾若 (初一廉)联合采访

为校贡献一份力量
吕怀毅（家协理事）

这是我继2011年第二
次参加兴华中学举办的义
卖会。这一次义卖的食物
也是水果冰，早上的时候
生意不是很好，到了下午
天 气 炎 热，销 量 开 始 攀
升。为 校 义卖 虽 然 很累，
却很值得。我认为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尽量为
学校贡献一份力量，我也很开心看见许多人来
支持兴华中学。
此外，许多学生会主动帮忙搬东西，他们
都十分有礼貌，这是值得开心的。我建议校方
每2、3年办一次小型的义卖会，5年办一次大
型的义卖会，因为学生可以在筹备义卖会的过
程学习一些课外知识、培养团队合作精神等。

尽绵力回馈母校
陈静翔律师（中小学校友会署理主席）

校友会回校帮忙义卖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回馈
母校。今天许多校友百忙
中抽空前来，全是自愿帮
忙 尽 份 绵 力。此 外，校 友
们清晨5时就抵达学校开始
准备工作了，昨天下午历
经一场滂沱大雨，校友们
也留下来协助清理场地。
相较于上次的义卖娱乐市，我认为这次的活动
较大型，主题和目标略有不同。主题的改变也
为本次的义卖活动增添了不少新鲜感，成功引
起瞩目与回响。

校友会所准备的美食得到民众的鼎力支持。

培养学生全方位能力
詹荣贵老师（初三平班导师）

本校义卖会活动非年年有之，本届与上次的
义卖活动间隔5年，这表示我校大部分学生未经
历过此类活动。在零经验底下，所带领的班级犹
如新生、毫无头绪，唯有通过耐心指导给予学生
概念，引导他们逐一摸索活动的各个程序，通过
师生协同探究，义卖会主题渐显雏形。
任何活动进行，怎可能风平浪静；风平中有
所谓的口角斗争，浪静时笃存相左的观点。带领
45人的班级，沟通与协调很重要，尽可能把问
题降至最低点。透过磨合寻求平衡点，在大家都
能接受的范围内分工合作，其乐融融。
无可否认，初中生通常较难带领，指导他们
每一个步骤，都得做非常具体的解说，大家才能
真正掌握每个细节，相当耗时与费力。在大方向
定案后，我通常先放手让筹委团去组织与处理一
切细节。当他们遇到瓶颈来寻找方案时，我才会
从旁指导、给予意见，再让学生尽自己的责任完
成任务。如此一来，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办事与领
导能力。
我觉得，老师要适度放手让学生学习，不要
认为学生不行，过度干预。即使学生做得不到
位，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于他们也是一种学习；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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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平在义卖会当天准备了画脸谱单元。

詹荣贵老师与初三平同学一起为义卖会尽心尽力。

错 了，再 给 予 指
导，就 是 所 谓 的 错
中 学。我 还 记 得 有
一 首 儿 歌 叫“自 己
跌 倒，自 己 爬”，
懂 得 放 手，孩 子 学
得 更 快。通 过 义 卖
会这有意义的活
动，学 生 们 若 能 把
领 导 力、责 任、合
作、口 才、自 治、
自律与自觉的能力
带 走，肯 定 有 助 于
未来全方位能力的发展。

宝岛妇女协会为华教出钱出力不遗余力，左四为拿汀方淑华。

从台湾运送食材
拿汀方淑华（大马宝岛妇女协会会长）

我们宝岛妇女协会成员都是从台湾嫁过来的妇
女，我们已经参加过好几次类似义卖活动，但到兴
华中学义卖，却是我们首次在吧生参与的活动。最
超乎预料的，是当天人潮非常多、人来人往，我们
的生意非常好，大家都忙得手忙脚乱。我们所售卖
的食物和饮料是台湾道地的美食，食材都是从台湾
运送到本地的，很高兴能参与其中，为华校募款。

感受学生的热情与创意
陈坤典（学生家长）

我是兴华的校友，参加母校的义卖会次数已经
数不清了。每隔六年一次的义卖会，一直以来都是
那么的热闹和吸引人。现场可以看到所有学生精心

身为校友的陈坤典，已经参加无数次母校的义卖会。

地付出，各食物与娱乐档的主题设计都很别
致、突出，感受到学生无穷的创意。兴华中
学的学生们对待家长都非常有礼貌，其中还
夹杂着四射的热情，把整个会场渲染得朝气
蓬勃！我认为六年一次的义卖会让每个学生
至少有一次学习的机会，让他们更珍惜这学
习生涯中尽心爱校的机会。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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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学于乐
萧志雄（学生家长）

孩子萧景瑞很荣幸考入
兴 华 中 学，在 初 一 孝 班 学
习，我们举家出席2016度兴
华义卖娱乐市。第一次出席
独中的义卖会，发觉独中与
华小或国中义卖会的气氛很
不一样。兴华义卖会场面盛
大、人山人海, 每个角落都
居中者为萧景瑞。左起为景瑞的表姐、哥哥萧敬仁；右一位景瑞的母亲
许雅珠、右二为景瑞的父亲萧志雄。
有义卖摊口, 节目琳琅满目,
只可惜开放时间短促，仅从早上八时至下午
二时。兴华师生们一同义卖，他们办事效率
高，家长也很踊跃。

希望70周年校庆“回”兴华

梁智嶶（校友）

孩子初一孝班经营的娱乐档含有较高的
文学性质, 尤其是重组宋代陆游的七言律诗
《游山西村》的游戏。八个诗句，同学们都
朗朗上口，在玩游戏当儿又可背诵诗歌、
缅怀古人，真是一举两得。
庄学忠校园迷你音乐会是我们一家人的
最爱，当于各个娱乐档玩累后, 可坐在冷汽
礼堂观赏音乐会，聆听悦耳动听的校园歌
曲、回味熟悉的老歌, 真是天大的享受呢！
来年的义卖会我们一定再来，同时也希望义
卖会的时间能够延长至下午五点。

非凡与宝贵的学习机会
张笑苹（学生家长）

我的女儿今年高中
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兴华中学的义卖会。虽
然场面有些杂乱，可是
十分热闹，感觉活动整
体表现很不错、义卖会
十分成功。食物档贩卖
的饮食多样化，价格还算合理；游戏方面的
礼品也很吸引人。现场接触到的学生不止非
常有礼貌、态度也很诚恳。我女儿的班级，
每个同学的工作都分配得很妥当，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任务，大家齐心协力一同迈向共同
目标。我认为这样的学习机会十分宝贵，对
于每个学生来说都是非凡的。

这是罗浮童军成立以来第一次参与母校的义卖
会，我们所建造的瞭望台不但提升了中学部童军团
员的技术，也增进了彼此间的默契及感情。两个月
的筹备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但是大家有钱的出
钱、有力的出力，把看似不可能完成的瞭望台成功
搭建出来。
非常感谢所有有参与的人，包括当天执勤的罗
浮童军、漏夜搭建瞭望台的罗浮童军及校内协助的
童军，没有他们，我们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顺利完
成。义卖会当天虽然天气非常炎热，但是还是有不
少家长及学生到来捧场，见证我们努力的成果。虽
然当天我们只筹获了RM2829，但是这一小步却是
我们未来发展的一大步。
毕业以后还可以参与母校的活动，对任何校友
来说都是特别有意义的。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为
生活忙碌，很少有机会再回到母校。我们都会说，
要不要“回”兴华而不是“去”兴华，因为兴华在
大家心中已经成为了第二个家。希望明年的70周年
校庆，我们可以擦出更亮眼的火花！

工作人员为参观者讲解登瞭望台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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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面对挑战
练羽翀（高三文商义）

有机会以学生的身份
参加兴华举办的第二次义
卖 会，我感到 非常 荣幸。
从开始到结束，都能感受
到学校上下每一个人都尽
心尽力把这次的义卖会办
好。筹 办 过 程 中，我 们 面
对了各种的挫折和挑战，但大家都能够齐心协
力，一起解决问题。义卖会当天，总算顺利完
成活动，虽然还是有些美中不足，但是相信过
程中大家都学到了很多，各位幸苦了！

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谢伊萍（高二文商廉）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义
卖会的筹备工作，以往都
只是去逛街。我们算是新
手，幸好有老师的带领和
指 引，方 可 顺 利 完 成 任
务、圆 满 结 束。在 筹 备 工
作的当儿，难免会遇到许
多困扰与障碍，但我们都一一克服了，把筹备
工作做到最好。此外，大家都非常努力的向大
众征求物品及售卖票 劵 ，为校尽一分力。义
卖会当天，人潮非常拥挤，每个档口都卖力宣
传、兜售物品，相信到场的各界人士都能感染
我们的那一份热情。不管是食物或娱乐档口，
大家都全力以赴。义卖结束进行清理工作，大
家都很合作，在短时间内分工合作完成打扫，
再带着疲惫的身躯回家。

卖出食物倍感开心
郑理晏（初一礼）

刚加入兴华大家庭就参
与如此大型的活动，我感到
有点迷茫，因为我们从来没
办过这么大型的活动。我觉
得这次的义卖会挺成功的，
吸 引 了 很 多 人 潮，非 常 热
闹。令 我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档
口，是高三理孝的“The Best Cafe”，咖啡馆
里有乐队演奏，非常有吸引力。这次的义卖会，
我是班上第一个卖出食物的人，我感到十分开
心。我希望在中学生涯中还能有一次参加义卖会
的机会，相信那时我们的办事效率会更佳！

希望还有机会参与
戴裕峰（初一信）

刚加入兴华就举办义卖
会，我感到很兴奋，我觉得
这次义卖会办得还不错，各
个档口的学生都很努力，也
筹到了很多钱。令我印象最
深刻的档口是初一义的“义
难 忘”，他 们 的 食 物 很 好
吃。我最难忘的是开始卖食物的时候，当我看到
越来越多人来到我们档口，心里非常高兴。我希
望还有机会参与义卖会，到时希望能经营娱乐
档，展现创意。

初一义的美食很好吃，并得到赞赏。

左图：初一礼的同学热情招待来访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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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义 卖 会，在 三 机 构 同 仁、校 友、家
长、全体师生及各界热心教育人士的踊跃支持
与参与下，取得卓越的成就，圆满结束。对于
大家的积极奉献、慷慨解囊的仁风义举，衷心
致以万分的感激和最崇高的谢意。
在华文独中奋进的历程中，义卖会是一项
筹募款项和教育意义相辅而行深富意义的活
动。在兴华，义卖会是学校全员参与的教育活
动，全校68班每班负责一个档位，从售票、营
业成本的张罗到当天开档营业的布署，都由班
导师带领班上同学组织运作，做到“人人有事
做，事事有人做”，从旁指导和激励，俾大家
以最好的心态投入义卖会的学习。在筹备过程
中，我们着重学生领导、创意、办事、团队合
作、当责、自我教育等全方位能力的培养和发
挥，期盼在此难得的社会化过程，同学们能体
现崇高的道德和人文素养。
按 照义 卖会工 作计 划，同 学们 领取每 人
300令吉的责任额，在课余向左邻右舍推售票
券，以及向商家或热心人士劝捐物品和献金筹

黄秀玉校长与罗浮童军的成员在瞭望台合影。

2016年义卖娱乐市特辑

措 经 营 成 本，期 盼 孩
子们在这过程中体悟
独中长期自力更生的
不 容 易，在 他 们 心 中
培植为校奉献的爱校
精 神 之 余，更 祈 望 今
后能承担传承中华文
化、发 展 华 教 的 使
命。

黄秀玉校长。

义卖会也得到热
心校友、机构和家长的热烈支持，主动设档义
卖，当天共开86档，人潮络绎不绝。同学们的
表现令人刮目相看、感动至极，有家长激动地
说：我还不知道我的孩子这么会做事！有者说：
我孩子在家不喜欢劳动，在这里却做得不亦乐
乎！更有来宾特地留下感动的文字，并向我们了
解学校上下是如何组织运作，展现这么棒的盛
会。我们听到的都是对学生对老师对学校赞叹的
评语。更有家长建议学校三年就办一次义卖会，
给予孩子更多难得社会化的学习机会。家长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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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人士的支持和肯定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鞭
策，学 校 将更 加 努 力，以 不 断 自 我 超 越 的 热
情，以恢宏的视野面向未来。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当天虽然到会的人潮
络绎不绝，但是大家都非常尊重这个教育场
域，抱着对教育有期许的心态参与大会的各项
活动，与参与工作的师生亲切和谐的积极互
动，场面虽拥挤热闹，但洋溢着和乐欢愉的氛
围，令人感动。在这里要特别感激家长以实际
行动走入校园，给予孩子和学校鼎力的支持。
这次义卖会的筹办，从制定规章办法、组
织人员、布署前置工作、发动售票与征求、各
档位的筹划、会场布置到开档营业及整体工作
的检讨总结，足足花了4个月时间。必须说明
的是，这4个月，学校全体工委和师生都是在
正常上课和教育活动的时间
缝里筹措运作，力求不影响
课业的学习和既定的教育工
作。
在师长的引导下，同学
们从容不迫、全情投入，充

致
敬

：

华
兴

学
中

分发挥全方位的潜能。同学们体验了一回做
“老 板”的 感 觉，售 卖 各 式 各 样 的 食 物、饮
料、干粮、手工、日用品等，还有36档玲琅满
目的娱乐档位，这么精彩的活动将成为他们脑
海中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
义卖会活动也为三机构理事、校友、家
长、社会人士、教师及学生建立一个积极互动
的平台，共同为优质教育携手合作，体现为教
育事业无私奉献和互相扶持的完美局面，大家
不分彼此，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真诚的付出
令人感动！
全体兴华人士气高昂，欢欢喜喜投入义卖
娱乐市筹募活动，充分体现“向兴力”，也展
现了兴华这个大家庭特有的人文精神与校园文
化。在此向大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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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办义卖会，除了筹款以外，也想提升学
校的人文素质，让师生在筹备的过程中，有较
为深刻的感觉和思考。感谢全体同仁在筹备的
过程中所付出的心力，不管是时间、人力和物
力方面的无私奉献。在现今筹款方面，要感谢
三机构成员的鼎力支持；同时，也感谢校方和
老师们的配合，为义卖会的整体安排和设计尽
心尽力地付出。此外，也感谢社会人士的大力
支持，还有不少坊间人士的物资捐献。在三机
构、校方、师生们同心协力下，我们才能筹得
227万这空前的标青成绩。这样的成果，完全
体现了兴华人的精神，那种互相支持、协助的
友爱精神叫人感动。
义卖会当天，现场反应热烈，学生们全情
投入，不管是食物档或娱乐档，大家都有礼貌
地在服务，充分体现了团结、负责任且认真的
精神。从这方面看来，义卖会已经达到了教育
的效果。

2016年义卖娱乐市特辑

最后，我们希望兴
华的学生在毕业前至少
可以经历过一次义卖
会，除了可以体会同心
协力为校付出的精神
外，也可以因此留下美
好的回忆，将来毕业回
母校时，有个侃侃而谈
的话题。
陈伟后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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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垲渝（高二文商智）采访

今年是我在兴华第四次参加义卖娱乐市，每
一届都有不同的惊喜。尤记得1986年在我当学生
的时候，也曾参与义卖活动，当时的义卖会有两
天，每班要负责娱乐档和食物档各一档，规模甚
大。其实四次参与义卖活动,过程经验可谓精彩及
感动，全体兴华人，上下一心，积极投入，全力
以赴，力求精致，其中包括筹款、征求、分工组
织、行销、设计与宣传等，学生们都积极地发挥
他们课堂以外的潜能及创意，为大会带来丰富精
彩的画面。
在筹备本次义卖娱乐市的过程中，难免也会
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大家都真诚的解决，使问题
都迎刃而解，也建构了协作的团队精神，为校园
增添和谐的氛围。大会在4月19日推展后，学校很
快即进入期末考、全国独中科学营及校庆教师节
庆典的筹备，全校师生几乎是总动员，多线进行
筹备作战，所幸在特殊兴华人精神感召下，大家
都全力以赴，也取得预期的效果。
本次义卖娱乐市活动是在董事会主催下，家
教协会承办，全校董、家、教、生及校友在工委
会主席带领下合作无间，这股来自不同时代的庞
大校友及三机构成员的投入，为大会注入强大的
支 援 力 量，著 实 令 人 感 动。在 各 方 力 量 的 汇 合
下，售票及征求方面都取得突破，筹募成绩超过
了220万。当天到来的外界社会人士都对兴华的义
卖会给予积极的回馈及肯定。当然我们认为数字
的背后，最重要的还是全体兴华人所凝聚的力量
及经验。

同学们在艳阳高照下集体布置户外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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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卖会前一天，全
校总动员，从会场水电的
装置、各档位的布置等，
大家同心协力，又各自精
彩，但老天考验我们，不
到中午，下了场大雨，全
巴 生 淹 水，但 大 家 没 放
弃，在雨中继续处理可做
的事，也许老天爷感受到
大 家 的 满 满 诚 意，隔 天
苏进存副校长。
717 晴 空 万 里，风 和 日
丽，让义卖娱乐市活动顺利进行。
当天每一个角落都是教育的画面，我们看到
一群学长拿着“垃圾不落地，回收最实际”流动
告示牌,进行环保宣导，环保志工团同学分站执行
资源回收，童军团同学承负着庞大车流量的交通
指挥，圣约翰同学驻点服务，文娱小舞台的同学
尽情演出，廿四节令鼓同学呈献鼓动兴华，掀开
序幕，全体师生、三机构成员及家长在各档位忙
得不可开交，虽劳累却乐在其中，是义卖会最珍
贵的画面。
每项活动都是教育活动，各班同学在班导师
的 带 领 下，会 后 都 会 进 行 检 讨 及 总 结，通 过 P
(Plan)、D (Do) 、C (Check) 及A (Action)的精
神，全面检视活动过程的优缺点，细细体会这其
中的心得及收获，谦和改善，并将这股潜力也转
移到课堂学习，义卖会是每个同学成长的足迹，
我期许他们能够把宝贵的经验通用在其他领域，
无论是课堂内外都能兼顾，期勉自己全方位学习
与成长。

苏副校长在义卖会当天和学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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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欣玲（高二理信）采访

学校办的所有活动，都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活
动，能让学校充满生命力和活力。义卖会这种包
含教育元素的大型活动，校方希望能让所有学生
在中学生涯有机会参与这个难能可贵的活动。在
筹备过程中，学生能够学习沟通的技巧、提高处
理事情的能力、培养团队精神。在筹款过程中，
因为通过社会实践，身体力行将增强大家对生活
的体悟与自我教育，提供学生一个良好的学习机
会。
义卖会的筹备过程一帆风顺，进行得极为顺
利。这仰赖各个班级和班导师有序地进行筹备工
作，给予工委会大力的配合，让计划进度得以有
效进行。至于大会，也得到许多家长、校友、热
心的社会人士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给予的
援助是连绵不断、源源不停的。这种种因素，让
我在筹备过程中心里很是踏实。
文宣创意满分

此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学生们的文宣工
作。以前，大家都是亲手发传单做宣传，比较不
环保。现今，在这个科技发达的年代，学生们都
懂得利用电子产品和网络，如：YouTube, Facebook 等媒介，在义卖会的前两个星期，积极展开
各班班级的宣传短片、粉丝专页等等。各班档口
主题百花齐放，淋漓尽致发挥创意，让人耳目一

2016年义卖娱乐市特辑

新，不得为此感到十
分佩服。此时，我希
望可以把这次义卖会
所有的档口名字串接
起来，写成一篇优美
的文章，成为一个意
义非凡的纪念，为义
卖会添上精彩的一
页。
信任、尊重与理解

李荣兴主任。

我认为，校园活动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主
要奠基于老师与学生之间建立起的信任。义卖会
前，大会所提供的物品都摆放在铁栅里，虽然不
上锁，但是却完全没有被蓄意破坏或有遗失的情
况。筹备当天的星期六也是如此。这让我发现到
在兴华，大家都是彼此互相尊重、理解、信任，
是有情有义的，学生们是自律，也是自爱的。我
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分享及赞扬的事情。
人潮络绎不绝

义卖会当天，我早上4时30分就已经到校园
了，大约5时30分，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学生到
校做最后的冲刺。接近7时，人潮开始汹涌，开
幕典礼围观的人潮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义卖娱
乐市结束之后，大约下午3时30分，人潮才慢慢
疏散。现场的来宾都赞扬兴华的卖点，非常富有
活力和创造力。当天的应对、策划、运作等方面
都进行得很流畅，各个单位都各司其职、遵守本
份，明确知道自己的工作和岗位。
善后工作有待改进

苏进存副校长（右）及李荣兴主任也参与同学们拍摄
班级档位的宣传照片。

虽是如此，我觉得义卖会当天唯一要改进的
就是善后的工作。虽然同学们的动作都很快，但
是却做得不够完整，现场仍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垃
圾或物品未被清理或解决。环保志工团的学生人
数有限，无法单靠他们来解决善后，各班应该将
所有借来的桌椅还回原来的班级，并恢复原来的
布置。这样就能够保持校园的整洁和干净。在
此，我呼吁各位同学在往后任何活动结束后，都
应该做好善后工作，把场地恢复原状及整洁，活
动才算成功圆满。

2016年义卖娱乐市特辑

特别鸣谢
义卖娱乐市所有布条
皆由郑馨辉校友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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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举校上下、万众一心的奋斗与努力，717义卖娱乐市终于圆满落幕！感
谢每一位参与者和筹委们，因为有您，本届义卖会更添色彩。工委会也于义卖会
结束后公布比赛成绩，按《2016筹募人文教育基金义卖娱乐市简章》，本届团体
组比赛分征求与营业两项竞赛组别，每组取8名优秀班级奖；该班班导师与学生
各获颁奖状一张。
比赛成绩计算方法如下：
a. 征求组：捐献款额 + 交大会物品折价款额
b. 营业组：售票款额 + 营业收票款额
虽然义卖活动结束了，但真挚与爱校的精神仍继续燃烧。义卖所收获的一点
一滴凝聚成巨大的力量，照耀兴华晴空万里的锦绣前程！

高一文商智（班导师：林爱心老师）

高一文商智（班导师：林爱心老师）

高一理孝 （班导师：张丽芳老师）

初二爱

（班导师：李庆福老师）

高一文商平（班导师：邱谊东老师）

初一忠

（班导师：黄耀漳老师）

初二信

（班导师：李伟彰老师）

初三平

（班导师：詹荣贵老师）

初二勇

（班导师：朱键鸿老师）

高二理信 （班导师：黄树群老师）

高一理仁

（班导师：张捷敏老师）

高二文商和（班导师：黄燕娣老师）

初三平

（班导师：詹荣贵老师）

初二孝

高三理仁

（班导师：洪淑芬老师）

高二理爱 （班导师：林玉莲老师）

（班导师：林春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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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中是成人成才的学府。 今天独中教育
得到社会普遍的肯定，来得非常不易，它是许
多人长期奋斗，辛勤建设的成果；更是各界心
血的结晶。
秉持“要进步必须发展”的理念，我校自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群策群力和锲而不舍
的精神努力不懈，致力于学校硬体的重建和软
体与时并进的建设与发展工作，并通过董、
家、教、学生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
为实现兴华中学成为一所现代化中学奠下了坚
实的基础。
为了落实“扎根传统，怀抱多元；人文科
技，面向未来”的教育理念，为了实现兴华中
学成为“博雅学府”，学校多年来在改善硬体
设备的同时，也致力推展人文建设：全校晨
读、校 园 图书 屋 的 建 设、图 书 的 自 由 漂 流 阅
读、图书馆的全面整修、系列人文教育讲座、
学生艺能团体的学习与成果展或公演、各年级
德育活动、深化品格教育、推展生命教育、实
践社会关怀与服务、建构互助互惠学习共同体
等，努力构筑积极和谐的校园文化。
今日之兴华，各方条件逐渐完善，厚积薄
发，应打造一座真正阐发兴华生命与精神的兴
华 人 文 走 廊，其 包 含 图 书 馆、校 史 馆、墨 艺

2016年义卖娱乐市特辑

轩、音乐中心、美术中心及周边人文空间。学
校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滋养和精神的支撑，校
史馆做为记载和展示学校暨华文教育发展历程
的平台，传承学校自创校以来所蕴含的人文精
神，艺能空间则陶冶孩子的性情，培养其内在
的人文涵养。
21 世 纪 的 人 才，必 须 兼 具 人 文 与 科 技 素
养。
秉承群策群力的办学精神，我校决定举办
“2016筹募人文教育基金义卖娱乐市”，期望
汇聚众人的力量，完成“人文走廊”的建设，
以及更好地落实人文教育的拓展。
与此同时，我校深信学生在参与“义卖娱
乐市”筹款活动的过程中，必有所收获；因为
通过社会实践，除了学习沟通、做事与团队协
作，身体力行将有助于增强对生活的体悟与自
我教育；而这正是时下青少年最为欠缺的。
衷心期望2016筹募人文教育基金义卖娱乐
市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同与支持。愿更多人为孩
子们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一起努力！
我校教育，将继续以不断超越的热情，以
恢弘的视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2016年义卖娱乐市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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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
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卢金峰副董事长、拿督戴良业副董事长、
拿督陈尚成副董事长、拿督林宽城副董事长、宋石儒律师

大会主席

(正)陈伟后

(副)刘金城、黄秀玉校长、苏进存副校长、谢锡福副校长

财政

(正)翁绍好

(副)黄淑缘、陈冬兴、潘爱好

查账

颜建义、陈静翔

征求

总务
文书
英译
设计
现场秘书处
班级竞赛成绩统计
征信录
票务
收银(票券、捐献)
物品收发/估价
班级食物档
班级娱乐档
大会义卖娱乐档
启动/开幕仪式
司仪/广播/音乐
文娱小舞台
宣传
摄录
场地规划/布置
音响/器材
交通/纠察
善后

卫生环保
招待/秩序
救伤

*首位为组长

(正)陈祈福 (副)余 安、郭耀星、叶进来
组员：陈冬兴、苏顺昌、林清居、钟如兰、李慧玲、洪国如、吕怀毅、
林国士、钟胜宏、孙雪珠、陈飞彪、刘俊良、叶康年、李德华、
陈雪虹、林奉隆、全体董事、校友会理事、教职员
(正)陈冬兴、尤瑞泉
(副)苏进存、谢锡福、黄志光、李荣兴、覃秀娴、李辉祥
秘书股（股长：莫壮燕、许梅韵）
陈心倩、郑蔡娣、沈专丽
蔡佩贞、王翠玲
谢金聪、曾新植、黄宝珠、李宛沄
郑蔡娣、洪健枝、沈专丽、叶婷婷
黄才扬、黄宝娟
洪健枝、莫建华
财物股（股长：李辉祥、苏爱云）
李贤慧、谢广婷、杨莉云、马佩君、黄芷欣、吴传尧、班导师
潘爱好、林丽琼、张曼芬、李玉珠、郑月圆
薛丽莹、沈丽瑛、洪义广、林清居(董事)、尤瑞泉(董事)
义卖娱乐股（股长：李荣兴、郑友）
黄英莲、林秋虹、郑珮旎、李思颖、李慧玲(董事)、钟如兰(董事)、班导师
上官敬安、李增注、黄轩辉、王骏佾、萧煜修、颜扬钊、班导师
颜华晶、严伟扬、郑萃杰 、邱凯柔、覃宝清、谢宝琳、林齐荟、林安琪、连依虹
仪式股（股长：谢锡福、刘久进）
吴玉琪、黄学静、伍友芳、彭桂莲、黄美琪
颜云玲、王翠玲、大众传播学会广播组
梁耀文、戴美君、黄欣而
黄乐仪、刘美娥、林卿卿、大众传播学会出版组
刘美娥、蔡美玲、陈淑萍、摄影学会
场地股（股长：黄志光）
曾顺威、洪健枝、郭清建、陈宝珍、林雪玲、童军团、少年服务团
黄循荣、郭清建、陈宝珍、林雪玲、少年服务团
陈国华、谢小芊、程冠堂、童军团、学长团
总务处、童军团、少年服务团、各班善后股、高三毕联会
环安股（股长：覃秀娴）
杨四娇、曾秀香、梁志强、黄誉川、颜川原、陈勇煌、
各班环保卫生股、环保志工团
许长青、洪健枝、翁淑婷、黄世升、苏传杰、学长团
翁明娇、张棋媚、圣约翰救伤队
委员
全体教职员生
230316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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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50,000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

RM30,000

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

RM20,000

拿督李平福、卢金峰、陈伟后、拿督吴亚烈、黄玉枝、林志勋、李
(已故)锺天禄、Dato Sri Jessy Lai、EV-Dynamic Sdn Bhd

RM10,000

拿督戴良业、拿督钟文兴、拿督林成国、陈祈福、刘金城、叶进来、杨婉卿、
郭耀星、黄丽婷、陈仁海、颜建义、朱运铁、徐赞强、1990高三理A、City-Lite Letrik
Sdn Bhd

RM8,000

张兴福、苏新龙

RM6,800

吴文安

RM5,000

丹斯里林顺平、拿督陈尚成、拿督黄东春、拿督林钦耀、拿督林宽城、

幼、

拿督刘俊科、余 安、拿汀陈秀花、孙雪珠、洪国如、颜长生、马炳春、李国威、
陈秋伶、刘福顺、颜铨枢、卢诗健、李 英、王益勤、苏秀山&林秋玉、黄添才、
朱进平、廖应良、陈文添、合众家俬有限公司、蔡玉婉、 华奕行贸易有限公司、
2016年高三毕联会、Vertex Mission S/B、Theoccasions Eventeur、
Green River Wood & Lumber MFG S/B、Gan Kee Earthwork Sdn Bhd
RM3,200

叶之味泡沫红茶

RM3,000
RM2,400

吕清便、吴展鸿、陈俊祥、叶慧娟、陈伟新、莫壮文、陈尉茗、吕子权、李玉树、
李子平、黄翠兰、H&S Grocery (Klang) Sdn Bhd
Alris Technology Sdn Bhd

RM2,288

刘晶晶、GK Ribumas Enterprise

RM2,200

周起阳

RM2,011

黄启量

RM2,000

拿督黄耀加、拿督李德华、翁绍好、尤瑞泉、沈才坤、陈冬兴、林妙佩、杨文丑、
林帼庆、郑伟铭、周春和、林静若、陈秀英、余明辉、苏永强、徐瑞财、林佳文、
李明锶、陈峋呜、黄忠和、颜雪吏、陈德生、姚亚兰、陈景岗、林国士、周永顺、
刘凯嗪、黄天佐、陈劲仁、凌艺仁、徐桦栋、党桂莲、陈雅兰、李美娇、陈玉星、
叶俊伟、王振坚、王振强、吴玉媚、颜志伟、创业涌、苏国强、黄黎碧、王华勇、
李维念、高添发、陈明明、郑文东、乡汝聪、拿督黄忠胜、刘彦葲@源川、林泽骏、
( 已 故 ) 邝 新、新 乐 福 门 酒 家、Khoo Nee Cheong、Lee Yee Seng、Dato Tan Chee

Chuan、Ch’ng Wean San、Chung Nyap Yoon Sdn Bhd、(戴逢嵚)RYDE (M) Sdn Bhd、
Gainway Sales & Services Bicycles、Lions Club Of Ampang、Federal Shipping &
Forwarding Agency Sdn Bhd、Casaciti Sdn Bhd、My Golden Bear S/B、AL-Manah
Engineering (M) S/B、Tegas Logistik Sdn Bhd、Signivest Resources S/B、Bright

RM1,800
RM1,500

Train Sdn Bhd、Buan Hoa Leong Mfg. Sdn Bhd、Continental Marine Products Sdn Bhd、
Newtech Air Cond & Electrical Services、Super Education Group(Tmn Sentosa Branch)、
All Fame Enterprise Limited、White Horse Marketing S/B、Amazing Grow Enterprise
Hinsitsu Screen Vietnam Co. Ltd
Lee Leong Ching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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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1,400

06-08理忠

RM1,300

1994年高三文商A2毕业生

RM1,254

高二文商礼

RM1,231

兴华中学2006年度毕业生同学会

RM1,050

蔡明中

RM1,000

拿督颜悠廷、拿督蔡崇伟、林宏志律师、郑建聪、陈金昌、蔡鹏展、林玉美、陈 梅、
谭福江、陈安丝、钟金兰、陈凌鹤、洪桂花、林赐在、张发胜、王日泰、周智辉、
杨志刚、黄建华、王淑贤、李琼梅、陈峋吉、温贵平、陈定云、张清华、林明玉、
蔡春发、赖锡洋、邱宜忠、陈金国、周成辉、吕连贵、傅廉登、丘宜忠、黄淑缘、
陈玉珠、(已故)叶天意、(已故)邝玉兰、集成合记贸易有限公司、巴生滨海咖啡酒商餐
公会、Tan Yee Hou、Sonam Rinpoche、C.C Teo、Ang Leng Chuan、
Berjamin Poh、Cartherine Lim Pei Ching、Low Siew Chee、Ko Skin Specialist、
Heng Fat Automobile Sdn Bhd、Ah Lee Motor Works S/B、Stanta Mauser(M)S/B、

RM1,000

LTK(Melaka)Sdn Bhd、Peng Yong Enterprise Sdn Bhd、Sasaki Electronic Repair
Sdn Bhd

RM999

林师辉

RM800

杨淑爱

RM726

无名氏

RM700

黄忠民、Mahirnas(M) Sdn Bhd、刘

RM580

(已故)许家水

RM500

杨福金、陈仕顺、林福兴、林顺成、李守盛、程瑞春、黄丽洁、黄汶焕、洪皇贵、

梅

李佩青、李光来、林家荣、徐文贤、黄美丽、陈志明、黄建勇、王华东、王华富、
胡爱凤、王振俊、王中豪、许雪銮、林清居、陈燕国、刘玟庆、沈丽卿、黄景延、
颜克东、杨琅珠、郑谚捷、黄良聪、颜莲花、陈咰东、郑联兴、洪秀琼、林军泛、
薛建和、杨肃立、庄文珠、江福明、徐礼明、叶石龙、陈俊淮、蔡为忠、夏乙方、
施君玮、侯墨荣、李慧玲、徐文璟、庄庆发、刘伟兴、林添福、李凤英、无名氏、
吴瑞峰、蔡龙金、叶再兴、李志贤、 (已故)叶桂芬、金兴隆五金贸易有限公司、
Eric Goh Guan Puay、Ooi Chyi Ying、Karen Bong Siew Cheng、Dato Sri Tan Chia Lai、
Ng See Hoo、Chan Nyat Lim、Cheah See Heong、Tan Teong Kian、Chia Pueh
Huang、Gan Yee Ming、Tan Eng Liang、Yuen Cheng Piou、Ong Wei Sheng、
Jenet Lim、 Blue Tech Marketing、Lim Kean Seng、Li Dong Diesel Systems Sdn Bhd、
Airia S/B、SR Tan Cheng Lim & Tee、Southern Metal Industries Sdn Bhd、
Fuji Engineering Sdn Bhd、Galantec Sdn Bhd、Paper Plane Production Sdn Bhd、
Rawang Machinery & Hardware Sdn Bhd、NSE Lorry Transport Sdn Bhd、
Kossan International Sdn Bhd、Home Garden Distributor、Adtek Malaysia S/B、
Edaran PTR Sdn Bhd、Ritek Industries Sdn Bhd、Major Engineering S/B、
Kam Patt Heng Hardward S/B、3C Future Sdn Bhd、Greenworld Express Logistics S/D、
WPA Partners Sdn Bhd

RM366

无名氏

RM360

J3H热心人士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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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300

苏顺昌、颜添良、赵文铭、刘秀仪、曾维杰、陈秋梅、杨尊萍、李增田、黄晓娟、
陈新翰、林爱玲、彭秀莲、陈宝英、庄雯翠、李志贤、林俊杰、 初二孝、高二理忠、
巴生辅仁堂中医诊所、Choo Han Kait、Lim Ban Chong、Tan Kok Lin、Lee Kok Hing、
Safe World Marine Sdn Bhd、Ilmiah SBL S/B

RM290

韦彩莲

RM250

林健成、李伟民

RM225

黄博颖

RM220

无名氏

RM210

Teoh Giok Teo

RM206

无名氏

RM200

颜资业、颜章玲、施玉碧、黄彦森、王梓祥、苏秀兰、颜义欣、周子安、廖勇鏻、
赖年江、郑志忠、饶广生、吴楚程、陈清杰、洪亚金、尤凤萍、林雅平、黄靖璇、
黄月嫦、吴志清、林超辉、刘德利、洪美銮、罗雅玲、李丽莲、洪耀煌、林文秀、
谢月琴、何玥娇、林清兴、卓燕萍、叶晓凌、陈丽琴、赖文艺、陈云生、蔡葳葳、
蔡成业、傅顺进、李劲强、赖锡隆、蔡昀妤、陈希达、张昭仁、蔡启彬、黄忆湘、
刘玉玲、郑孝平、严悠宾、林琴秋、陈耀龙、林斌生、陈华峰、陈矜伶、王华贵、
张嘉敏、无名氏、洪嘉敏、拿督陈建安、中路面对面、
Yip Yuan Hee、Gary Lim、Kevin Yee、Ho Chan Mui、Lynda Ng、Tan Yik Jeu、
Elynn Teh、Tan Chuan Seng、Low Chor Ee、Low Chor Guan、Low Bee Lan、
Low Say Im、Lee Hui Hui、Charlie Ng Wee Keat、Chan Yen Ling、Koh Yoke Tin、
Lu Chee Kuan、See Swee Lai、James Tan、Alan Lee Seng Chai、Lau Pit Tiong、
Vanguard Computer Services、HCS Homes Concept Store、Syarikat Perniagaan Teck
Cheong、Peck Chew Piling(M)Sdn Bhd、Besi Logam Setia Sdn Bhd、Zerrig Sdn Bhd、
TS TiLing Trading、Syarikat Wing San、LW Industrial Supply Sdn Bhd、
Violas Yangiannie、Soon Thye Hang Marine Products Sdn Bhd、Hot & Fresh Bakery、
Lye-Tac Steel Trading Sdn Bhd、Grinfom Enterprise、O Light Shd Bhd

RM200以下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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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37,800
RM32,800
RM30,696
RM27,840
RM18,408.30
RM18,000
RM13,455
RM13,040
RM12,000
RM10,710
RM10,380
RM10,226.72
RM10,032
RM10,080
RM10,000

RM7,500
RM7,030
RM6,760
RM6,310
RM5,675
RM5,555
RM5,500
RM5,250
RM5,120
RM5,100
RM5,002.99
RM5,000

RM3,617
RM3,500
RM3,370
RM3,355
RM3,308.60
RM3,118
RM3,100
RM3,048
RM3,000

RM2,880
RM2,761.20
RM2,574

HIN HUA MONTHLY

Jascon Food Sdn Bhd
拿督陈尚成
BP Group Of Companies
Great Sun Pitayafarm Sdn Bhd
发兴贸易（巴生）有限公司
Wellfodz Resources Sdn Bhd
Orgabio Manufacturing Sdn Bhd
谢妙莉
Biotech Manufacturing
陈静毅
Purigene Sdn Bhd
99 Speedmart
海鸥企业有限公司
陈祈福
Dragon Taste Seafood Wholesale
& Retail S/B、马来西亚宝岛妇女
协 会、O&Z Food &Supplement
Industry S/B
张锦荣
妙善缘斋馆
Veggie Express Café
Travel For All
Lions Club Of Ampang
Food Delicacy Material S/B
Bagus Setempat Sdn Bhd
黄绥兼
洪忠湋
莫壮俊、Travelite Marketing
S/B、One Dream Agency
万家济草药保健集团
余安、魏美莲、张牙科集团有限
公司、黑石头蛋糕咖啡屋、
Fastroll Label S/B
Tentation Marketing S/B
Mr. Stitlh (Heras) S/B
黄升智
One Hanper S/B
Buncho (M) S/B
Heineken Malaysia Bhd
大马皇城燕窝
Twin Arrow Fertilizer S/B
可口食品有限公司、陈亚桃、
Wong Chee Liang、Sri Segar
Food Corporation Sdn Bhd
Lay Hong Berhad
巴生滨海咖啡酒餐商公会
刘美娟

RM2,560
RM2,530
RM2,500
RM2,397
RM2,340
RM2,300
RM2,280
RM2,276
RM2,250
RM2.160

RM2,100
RM2,099
RM2,095
RM2,040
RM2,000
RM1,896
RM1,800
RM1,650
RM1,567
RM1,500
RM1,335
RM1,200
RM1,050
RM1,048
RM1,000
RM900
RM840
RM800
RM780
RM668
RM665
RM650
RM636
RM620
RM608
RM600
RM571

41

Regence Coffee Sdn Bhd（丽津白
咖啡）
Solid Collections Sdn Bhd
陈飞彪、L.B Food Sdn Bhd、
Dunia Daun Industri S/B
Steel Recon Industries Sdn Bhd
蔡芯良先生
LTK(Melaka) Sdn Bhd
Planax Marketing(M) S/B
刘芥孜
秋香茶(马)有限公司
Prajna Mutiara Enterprise、
Regence Coffee S/B、Loctrade
S/B
陈先生
马季勋
李鸿
Winko Marketing Sdn Bhd
黄晓媚、贵阳海鲜楼、
SAMH Klang Special School
Empireone Global (M) Sdn Bhd
Tea Stories Enterprise
胡丽萍
Alaf Cemerlang Supplies S/B
96 Ice Cube S/B、Oren Sport
(Klang) S/B
Lee Oilmills S/B
包好吃、黄国权
Suntory Beverage & Food Malaysia
S/B、李玉平
飞鹰塔标德安药厂有限公司
许国栋、林美芳、黄玉枝（巴生
港口梨水档）
Nyong Cheok Lye
Scholastic Malaysian
林玉美
马志汉
周杏光
古瑞相
Teckuan Air-Cond S/B
Hup Seng Perusahaan Makanan
(M) S/B
L.K. Tee Enterprise S/B
张美娇
陈錦发
黎锦嫦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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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480
RM450
RM445
RM400

立德斋料供货商
刘秀彬
刘久进、郑章萍、Greenmax
Foods S/B、Central Elastric
Corporation S/B、Mutiara Kita
Sdn Bhd
源顺发企业有限公司
老手食品工业
谢坤和
三阳素料

RM388

张庆鸿

RM556
RM540
RM500

RM360
RM345
RM296
RM240
RM238
RM225
RM200

谢定佑
苏金海
Dutch Lady Milk Industries
Berhad
永和成有限公司麻油酱料厂
黄汉文
长春农场有限公司
林桂戎、谢光贵

RM200以下从略
叶秀花校长报效 4 幅画作

1.Herbaline-in House Café
RM30,000
2.V-Garden Restaurant S/B(Klang)
RM10,000
3.V-Garden(Setia Alam) Restaurant S/B RM10,000
4.喜粤餐厅
RM10,000
5.Burger King
RM5,000
6.Shephedoo
RM5,000
7.爱有机
RM5,000
8.御膳阁
RM5,000
9.宝香肉骨茶
RM5,000
10.Restoran Angcle Peoh
RM5,000
11.Nyonya Kitchen & Caterers Sdn Bhd RM5,000
12.Pak Li Kopitiam Sdn Bhd
RM3,000
13.好想吃-Setia Alam
RM3,000

14.好想吃-Centro
15.永香瓦煲海参肉骨茶
16.新旺记
17.珍珠海鲜酒家
18.Restaurant唐
19.冠凤小食馆
20.新兰花园酒家
21.福记正宗乌音卤面饭店
22.满園
23.Big Apple Donut
24.新乐福门酒家
25.D Place Café
26.Green Green Organic Home

RM3,000
RM3,000
RM2,000
RM2,000
RM2,000
RM2,000
RM2,000
RM2,000
RM2,000
RM2,000
RM2,000
RM2,000
RM1,000

RM2,067.30

连英才

RM2,000

叶国槟

RM1,500

陈祈福

RM1,000

郑朴财、颜华顺、Futurecomm Sdn.Bhd.

RM850

2006年初一礼班

RM800
RM670

Ms. Yap
Tboox Tech

RM500

李健闻、莫壮文、颜贞标、颜荣升、曾彩风、吴良诚、邱薛霓、曾贤铭、徐赞强、
陈玟成、蔡明富、容国雄、陈文兴、陈亚桃、杨庆祉、李莉菱、张建民、郑添财、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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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珠、合利栈有限公司、郑全程医师、陈祈福、Dato Golden Yap、
Angeline Nyuo Chin Hong
颜怡强、颜俊明

RM400
RM300

RM270

林彩云、陈志明、林艳喜、陈贵婷、李女士、洪立志、林建华、邱爱媡、
庄永同、陈玲玲、陈万顺、甘秀贞、陈锦风、全安、陈玲玲、徐莉萍、
徐燕妮、林再明、李明霞、吴学谦、颜景舜、Ching Guan Ming、Soon Kok Seng
义卖会筹委会

RM250

郑伟盛

RM230

夏乙方、Peck Chew Piling

RM200

颜金松、陈宝琴、吕得慧、潘涌意、洪镁铃、周益志、刘耀福、黄传好、安安、
无名氏、陈云生、张蓉香、陈秀华、郑建平、蔡德山、黄耀佳、瓜雪港景海鲜酒楼、
吴月容、吴鹤龄&谢义友、陈怡心、陈小玲、薛莉燕、黄雪盈、陈伟霖、丘富华、
谢茂胜夫妇、郭耀星、林源财、郑设群、朱质程、李锦燏、许硕宁、孙观英、
叶莹彬、姜佳和、Lim Kim Kee、Brew Factory、Zplus Construction Sdn Bhd

RM200以下从略

RM11,450
RM6,200
RM3,200
RM3,000
RM2,908
RM2,795
RM2,280
RM2,248
RM2,100
RM2,000
RM1,840
RM1,800
RM1,750
RM1,600
RM1,585
RM1,536
RM1,500
RM1,480
RM1,451
RM1,440
RM1,360
RM1,350
RM1,293
RM1,250

2013私房菜／2013 BBT
Veggie Express Café
White Ca'fe Sdn Bhd
朱丽芬、Chatime、郑湄䩠
Bagus Setempat Sdn. Bhd.
Food Delicacy Material Sdn Bhd
蔡文达
Shangpac S/B
Chatime
乡汝聪、钟旆倪
Happy Alliance (M) S/B
GSA Pte Ltd
谢金叶
“叶之味”泡沫红茶
吴惠珠
卢秀芬
梁翀杰、许秀卿、颜有进、
Kungfu Mobile S/B
L.B. Food Sdn Bhd
烧烤碌碌快餐车
林慧玲
周联胜、Blackball F&B Sdn Bhd
萧筱赪
Guan Lee Precision & Marketing S/B
游捷强

RM1,200
RM1,188
RM1,108
RM1,100
RM1,000
RM1,048
RM1,004
RM1,003
RM1,000
RM990
RM981
RM950
RM900
RM895
RM875
RM855
RM840
RM800
RM780
RM772
RM770
RM760
RM750

御茶、
F&N Beverages Manufacturing S/B
刘美娟
颜来发
Korean Restaurant
恒东有限公司
Felix & Steven
许清坤
福发号贸易巴生有限公司
心和学习乐园
杨建兴
天华有限公司（黄世平）
曾国顺
郭晓清
颜婉菁
陈贞美、许欢
张迪翔
JaccHour Sdn.Bhd.
陈瑞香、陈锦祥
Milo
高三理孝 Fruits组
高三理孝 Sandwich组
高三理孝 Drinks组、Marbles Bread
郑丽丽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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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720
RM699
RM691
RM690
RM680
RM650
RM645
RM630
RM610
RM604
RM600

RM585
RM576
RM567
RM556
RM550
RM530
RM527
RM525
RM520
RM514
RM510
RM506
RM500

奇香肉骨茶、Stone Age Solution
Eaty Intinity Holding、
Ashita Communication S/B
王守江
Foo Che Toong
Kheng’s Kopitiam、
Cahaya F&B Sdn Bhd
陈金赞、兴华女篮（1998-2001）
黄志华&陈素芬
Data Plus Computer Sdn Bhd、
Tasty Kuih Nyonya
许凯茔、吴维德
邱德利
杨锡仑、黄忆湘、杨小兰、邱玲玲、
谢光兴、林金春、余伟祥、赵光来、
张碧簪、维新文具店、
Lydia Ngor Zhuang Yi
C.I. Food Sdn Bhd
黄玉强、叶福泉
Cake Story
Golden Millionway Sdn Bhd
苏蒂文、喜爱公司
颜火树
天阳食品有限公司
黄爱玉
颜丽雯
Heineken Marketing Malaysia S/B
张礼展
潘袔霓
林丽虹、杨安丽、颜祖新、林联庆、

徐永泉、黄炳发、庄明钻、陈锦
祥、朱丽婷、黄祺铠、颜华 顺、
杜德华、平香客家排骨饭店、金
龙园海鲜酒家、Ti-ta、Lee Soo
Ping、Foo Ziu Ziu、
LB Confectionery S/B、Yummy
Chicken Rice、Liberty Priting S/B
RM449.50 Unrenholt Sdn Bhd
RM465
李根森
RM462
Nestle Products Sdn Bhd
RM460
叶志荣
RM450
陈瑞华、长青书报发行有限公司
RM440
郭先生
RM414
Suntory Beverage & Food Malaysia S/B
RM400
邹晓涵、陈丽娟、郑如恩、洪美
云、陈瑞姗、苏爱云、陈玉梅、
Woo Kok Ping
RM390
林炳坤、天福电业有限公司
RM375
颜翠兰、萧志文、黄素娇、
Toh Min Yuan Trading
RM362
孙福来
RM360
丹绒士拔西药行、谢定佑、
郑振万
RM350
林昀璇、洪美云、陈翠玲、
刘锦荣、蔡仁玉、曾重肯、
Ban Heang (M) S/B
RM320
孙炳秋、黄莉莉、
LSB Mobile Marketing
RM315
Kawan Food Manufacaturing S/B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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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314
RM310
RM300

RM299
RM297
RM289
RM288
RM286
RM280
RM265
RM264
RM260
RM255
RM252
RM250

RM247
RM246
RM244

Foresight Vision Trading
李蕴儿、王秀凤
萧 慧 萍、苏 婉 芬、林 茜 磷、陈 美
美、庄金泉﹑冯慧慧、赖秀玲、郑
丽珠、杨素琴、谢美蕊、潘秀环、
黄 秀 爱、潘 国 基、张 玉 琴、赖 逸
韵、余 甄 佩、杨 宝 琴、Chin Kwai
Teeng、Arctic Industrial S/B、
Lim's Homemade Food、
Eslim Beauty Professional
Ong Liang Hin
张礼展
Samsung
长春农场有限公司
Forever Chocolate Enterprise
Wintech C & A Supply
黄捷雄
Chop Beng Lee
王爱梅、Ecofriend Marketing
(Selangor) Sdn Bhd
Fuji Bakery Supplies (M) Sdn Bhd
顺隆美食、
Rintasan Tergas Makmur
侯亚金、李纹燕、郑仙丽、曹瑞
香、欧阳韩妮、Jess Tan、Lemon
and Herb Co.、Tupperware、
Rintasan Tergas Makmur
陈玟成
蔡淑华
杜国兴

RM240

RM230
RM225
RM223
RM213
RM210

RM207
RM206
RM200

王 利 文、黄 祖 田、陈 伟 彬、陈 素
慧、林 德 顺、林 依 频、林 赐 贵、
Rudy Lee
陈洁韵
陈玟志、谢茹婷、朱兴金
黄美清
谢智浩、胡丽萍
沈艳花、莫丽珍、Janet Gan、
Goh Cheng Kow、Guo Shun
Cold Storage and Supply
黄美仙
林翠丝、张伟鸿
李君子、李燕妮、张秀雅、林艾
薇、黄淑敏、冯毓萍、颜建祥、
叶建英、林美凤、蔡伶雪、李明
锶、官素玉、王美菁、郑敏代、
李爱玲、张意诗、吕杜情、颜玛
莉、林维俊、郑宇航、陈桂雪、
吴家勇、石世堂、蔡凤群、李蕴
欣、张敏、Shirley、Amy、
Shirley Lim、Margaret Hong、
V Two Smart Trading、Chew
Theam Chye、(颜子婷、林颂
恩、郑茹轩、蔡维杰)

RM200以下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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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义卖会顺利进
行，工委会多次召开会议，
最后一次行前会议各班代表
负责同学和全体老师出席会
议，家教协会主席暨义卖娱
乐市工委会主席陈伟后董事
也参与，共同进行商议。

每一场活动的背后都有许多
人在默默奉献，他们无私奉
献、不辞辛苦的精神值得我
们学习。活动结束后， 让我
们一起沉淀与回顾义卖会筹
备过程的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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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卖会前一天的布置
工作，下起了倾盆大雨，
但大雨无法阻挡众人朝向
目标努力的决心，大家在
风雨中携手抢救物品、师
生跑到安全的地方躲雨，
待风雨过后再度整装出
发、继续布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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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乐仪老师

717义卖会结束，这是我在教职生
涯参与第二所独中的义卖会。过去在南部
独中，每一年期末考结束后学校都举行义
卖会为校筹款；北部一些微型独中更是每
年由老师带领学生舟车劳顿、千里迢迢南
下北上到各个独中募款。独中是马来西亚
特有的产物，全世界只有我国有独中。大
马华文独中不属於国家教育主流，一直得
不到政府的认同与关注，被排除在国家教
育体系之外，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固定津
贴，长期仰赖华社的捐献和学费维持运
转。
我国60所独中，由于主客观条件不
同，发展并不均衡。有者发展稳健、学生
人数节节攀升、财务健全；有者却发展缓
慢，招生艰难、处于边缘，需仰赖华社群
众不断捐输，勉强纾解入不敷出的经济困
境。数十年来独中依靠自身的努力，寻求
生存与发展的管道，筹款活动更是独中的
办学传统。
义卖会售票活动初始，有个班级的
学生提出：学校筹款建设人文走廊，可能
还没建好我都毕业了！孩子啊，华教是一
条荆棘满途，含血带泪的路。初三历史单
元4《国家教育文化的发展和战后华文教
育之路》，你们会学习我国华文教育的发
展概况，了解政府根据《达立报告书》制
定1961年教育法令，要求华校接受改制，

发展以马来文为主要的教学媒介方可获
得津贴，否则就必须自力更生。
义卖会提供一个机会教育让你们
深思：今天你坐在课室里使用的一桌一
椅、所享用的一切教学资源，都是前人
前仆后继无私奉献之下建立的。独中的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千千万万爱
护华教的师生、家长以及社会人士涓滴
成河奉献下所打下的基业，因此我们要
爱护学校、不破坏公物，更加不可抱有
自私自利的心态，认为我快毕业了，没
有机会享用设备就袖手旁观。试想，如
果前人也心胸狭窄有己无人，就不会有
今 日 百 花 齐 放、蓬 勃 发 展 的 60 所 独 中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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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认识独中，是在步入
职 场 以 后，惊 叹 独 中 生 何 其 幸
运，能够保留完整的华文教育体
系。当人们用自己能掌握的语言
来学习时，效果是最佳的。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研究报告指出，母
语教学是达到各项教育目标的重
要因素之一，同时为学生的学习
提供便利条件，有助于巩固学生
的阅读、写作及计算能力等。在
母语基础下实施双语教学有助于
更好融入社会，并为国家可持续
发展作出更多贡献。每年的 2 月21日是
“世界母语日”，目标是促进母语传播
运动，中小学阶段，能使用母语学习，
何其幸福。
在我出生的小镇，全县近3000平
方公里，没有一所独中，那儿的小孩，
理所当然念完华小就接受国中教育。国
中 得 到 政 府 承 认 与 资 助，不 必 缴 交 学
费。刚升上初中时，我唯一无法适应的
是：从此鲜少机会学习华文了。国中采
用 的 全 是 马 来 文 教 科 书，数 学 节 老 师
说：“Mari kita belajar nombor perpuluhan dan pecahan”,历史课老师说：“Hari
ini kita bincang tentang Imperialisme barat”能力较强的同学，积极跟上；能力较
弱 的 同 学，头 上 一 群 鸟 儿 转 圈 ：
Imperialisme？讲台前 老师却早 已口沫横
飞，将课程飞速开往火星。华文课，变
成“奢侈品”，唯有在每周六那一天，
和同学们特地回校上那一周唯一两节的
华 文 课。也 许 因 为 难 得，所 以 越 发 珍
惜；课余勤查字典，勤做剪报、抄录优
美 文 句 再 三 咀 嚼，中 文 学 习 就 在“有
心”者的 豢 养和“无心”者的放 弃中，
从此各安天命。
独中师生为校筹款，除了协助校
方筹措办学经费之外，也赋予一个重大
的教育意义：那就是让学生实际体验课

本以外的生活，明白他们所接受的教育
是具有庄严意义的民族教育，真正体认
到学校与华社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培
养“取之社会，用之社会”饮水思源 的
爱校精神。为确保义卖会顺利进行，工
委会多次召开会议，最后一次行前会议
家教协会主席暨义卖娱乐市工委会主席
陈伟后董事也百忙中出席会议，并在会
上为老师们加油打气！总务苏进存副校
长与李荣兴主任，虽忙得席不暇暖却总
是精神抖擞、充满干劲带领大家朝目标
前进。兴华举校上下群策群力，师生在
繁忙课余努力为校筹款，全情投入。
远的不说，办公室坐在我周遭的
老师就为此忙得热火朝天：左手边的明
娇老师，连拨几通电话及透过脸书三言
两语说服曾教导过的学生捐献超过1万令
吉款项。我们打趣笑称：“老师若跑业
务肯定是top seller！”右手边的彩英老
师，虽不是班导，为协助其孩子的初中
班 级 义 卖，举 家 动 员 大 街 小 巷 征 求 物
品、为班级准备食材、义务载送等。坐
在 我 前 方 的 慧 敏 老 师，校 友 暨 兼 职 老
师，全身心投入与全职老师无异：努力
募捐、征求食品、义卖会当天更帮忙售
卖大会物品与算票，站了一整天，以致
隔日回校上课时腰椎疼痛了好几天。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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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许多多各个办公室的老
师们，大家为717奔走筹措
的故事若都一一娓娓道来怕要移山倒海
了，这份共同回忆留守心中，再待日后共
剪西窗烛，却话兴华义卖时。
义卖会当天，从底楼走访至八楼天
文台，在场的师生获悉我们有采访任务，
都不吝分享其班级活动内容，每一个班级
的学生口若悬河，滔滔讲解其班级主题、
食物或游戏性质，以便出版组能获取最全
面的资料进行报导。临时调动学生现场追
加采访，出版组的学生随机应变、夹杂汹
涌的人潮中竭力完成使命，认真的神情教
人感动。一些亲力亲为下场义卖的董事、
家协理事，更是在蓬头垢面、汗流浃背的
情境下接受采访，晶莹的汗水映照他们身
体力行，为民族教育无私奉献的可贵精

2016年义卖娱乐市特辑

神，让人敬佩！
犹记得告别南部时，跟当时的董事
长、现任董总署理主席陈大锦表示歉意:
我们就要离开了。他却微笑说：“不需要
感到抱歉，独中一家亲，到哪里都是在为
独中效力，一样是尽心尽力造福万千学
子。”如今，我越发能够体会“独中一家
亲”的精神：除了常年参与雪隆森学科教
学分享与交流，本届义卖会，巴生各界人
士不分你我贡献人力、物力、财力和时
间；11月6日兴华小学义卖会即将来临，
我校义卖会剩余的可用物品将悉数捐献予
兴华小学，协助他们为校筹款。全国华校
是一家：大型华校，固然值得赞赏和支
持；微型华校，更需要大家继续关怀和爱
护。

马来西亚华教路上，前人筚路蓝缕苦心开创的教育伟业，历
经风雨中茁壮成长，我们这一代人更要兢兢业业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传承薪火，让民族教育在这片蕉风椰林的土壤上枝繁叶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日奉献一份力量，他日照耀万千学
子。在此，向所有为717贡献一份力量的人们致敬，谢谢大家！
~乐仪.717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