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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是人的一种平和心态以及善良的内心表现，当

人的心情处于正常状态时，在与他人交谈期间就会呈现为平和的心理作用并用

微笑来展现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交往。笑是一种人类生存的能力，并是衡量身体

健康的一种正确有效的指示器。 

 

 人生来就会笑，但很少有人知道，笑也是一种很好

的健身运动。每笑一声，从面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与

运动。笑100次，对心脏的血液循环和肺功能的锻炼，相

当于划10分钟船的运动效果。笑是一种感情沟通，是感情

的一种传递方式。在生活中，最令人愉快、最善待客人的

表情就是面部的笑。 

 笑，表达我们的感情，沟通我们的思想，展示我们

内心的世界；笑，说明我们人类的美好。它对每一个人都

将起着引力作用、催化作用、宽慰作用、鞭策作用、鼓励

作用和愉悦作用。但笑的方式和种类的不同，又使我们知道笑的种种内涵。   

笑的种类 
含笑：是一种程度最浅的笑，它不出声，不露齿，仅是面含笑意，意在

表示接受对方，待人友善。其适用范围较为广泛。 

 

微笑：是一种程度较含笑为深的笑。它的特点，是面部已有明显变化：

唇部向上移动，略呈弧形，但牙齿不会外露。它是一种典型的自得其乐、充实满足、知心会意、表

示友好的笑。在人际交往中，其适应范围最广。 

 

大笑：是一种在笑的程度上又较轻笑为深的笑。其特点是：面容变化十分明显；嘴

巴大张，呈现为弧形；上齿下齿都暴露在外，并且张开；口中发出“哈哈哈”的笑

声，但肢体动作不多。它多见于欣逢开心时刻，尽情欢乐，或是高兴万分。 

 

狂笑：是一种在程度上最高、最深的笑。它的特点是：面容变化甚大，嘴巴张开，

牙齿全部露出，上下齿分开，笑声连续不断，肢体动作很大，往往笑得前仰后合，

手舞足蹈，泪水直流，上气不接下气。它出现在极度快乐、纵情大笑之时，一般不

大多见。 

 

奸笑：作奸犯科的人，笑起来多半龇牙咧嘴，笑声的节奏更是教人听了毛骨悚然。 

 

暗笑：有的人不敢当着人前公然的笑，只有在暗地里偷笑。例如古代主从关系分

明，主人做事不当，仆人只能在背地里偷偷的笑；又如朋友不受规劝，事情终告失

败，另一方也只有暗自窃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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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笑：遇上无可奈何，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只好发出

一声苦笑。例如，君子对小人的行径不想置评，只好苦笑了事；忠臣不耻奸

臣的不当作为，也只有长叹一声了。 

 

阴笑：有一种笑声，听不出来有欢喜、赞美、祝福的味道，而是充满等着看

你好戏的意味，那就是阴笑。 

 

傻笑：有的人因为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只好傻笑；也有的人则是装疯卖傻，故意给予傻笑。 

 

嘲笑：嘲笑就是用冷笑话，用语言音声表达对人的讽刺和批评，带有戏弄之意。 

 

 

笑之最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最可怕的笑是嘲笑  

最残酷的笑是冷笑，最可恶的笑是淫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你今天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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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宿舍壁报比赛（主题：最灿烂的笑容） 

冠军：A3楼 亚军：B2楼 

季军：A4楼 季军：B1楼 

季军：B3楼 优胜奖：B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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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欢笑的学习营（高三理篇） 
 为了应付即将在10月举行的

统考，我校的其中两个统考班——

高三理班及初三忠班，不惜在学校

假期期间长途跋涉到金马仑高原，

为的不是到那儿旅游享乐，而是抓

紧时间好好温习并恶补三年内的课

程，以便在统考中考获优秀的成

绩。 

  

究竟在金马仑高原的学习过程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来看看同学们分享的学习心得吧。 

杨小弦 

卢羿谙 

叶婷 

与朋友们换个环境一起学习，是个非常不错

的经历。虽然时间有限，但也学了不少，这

次的学习营可说是非常值得！ 

很难忘的学习营。第一次在寒冷的天气当中

上课，这也是第一次班上举办学习营。在这

里，我看出了老师对我们的期望，更加感到

老师对我们的心情，大老进的上山为我们上

课，陪伴着我们完成这3天2夜的学习营，更

拉近了师生间的关系。 

能够在凉爽的环境下读书是一件享受的事。

而且学习时没有像在学校学习时那么多限

制。我们是跟着分配到的组别坐在一起，做

数学题时可以一起讨论，一起做。总的来

说，我很享受这次的金马仑学习营。 

钟兆恒 

与同学们学习和玩乐幵迚，使学习更精

彩，因此更有心去学习。除此乊外，与老

师的感情也增加了，和同学们的感情也更

融洽。 

郭丽莉 

3天2夜的金马仑学习营除了学习，还增迚

了同学们乊间的感情，是个很不错的学习

营。绝对值得再办100次！那里的环境真的

太舒服了，和学校相比，我还比较喜欢在

那里上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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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欢笑的学习营（初三忠篇） 
在这次的金马仑数学营中，我觉得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上课的时间也

分配得很好，只是天气比较冷，几

乎都睡不着。下次有机会可能还会

再来。 

这次的数学营很开心，因为是在金

马仑迚行，也重新学到了很多乊前

已经忘记的公式。“冷”是这里的

特点，我和同学们一起度过的这几

天，都觉得很好玩，也吸取了不少

的经验，希望下次还会再举办。 
来到金马仑，我觉得很开心。这次

的数学营让我的数学科有所提升，

然而天气也很冷，总的来说这次真

的获益良多，希望还有下次。 

在这次的金马仑数学营里，我

认识了一些新朋友，也认真的

学会了数学。到金马仑的第一

天时，我是抱着没什么兴趣的

心态来的，可是上了一天的课

后，我发现数学原来是很有趣

的，我也学到了平常在课堂中

想不明白的题目。老师们的照

顾，让我们很有安全感。朋友

们的笑声，话题，关心，也让

我在这次的数学营里产生了很

大的兴趣，希望其他同学也一

样开心！ 能够参与数学营，我非常感恩。感恩老

师愿意在假期时花时间来教导我们。数

学营给我带来非常多益处，把我从初一

到初二已经被遗忘的公式通通补上。老

师也很细心，很贴心，这让我越来越爱

数学。这次的数学营实在很棒，希望下

次能够再来。 

戴延圳 

伍俐雯 

何超颐 

陈锦文 

曾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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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救伤队康乐活动营 
 我校圣约翰救伤队于4

月27日举办了一项活动营，以

促进团员们的感情以及培养团

队合作精神。此活动营分为两

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闯关活

动，各组队员需通过互相合作

来闯过各个关卡，以赢得最终

胜利。 

 第二阶段的活动则是烹

饪比赛，由于我校圣约翰救伤

队每年都会派员到总部参加烹

饪比赛，因此烹饪可说是每位

队员所须学习的技巧之一。队员们必须在限时1小时30分内完成烹煮4道菜肴（包括水果雕刻），再

由评审选出最符合主题的菜肴为优胜者。此烹饪比赛也能够让平常在家中不曾烹饪的团员们培养自

我独立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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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复兴运动41周年 
 配合复兴独中41周年纪念，我校于4月2日举行华教复兴41周年活动，并邀得华教元老陆庨谕

到场讲座。 

          陆庨谕在讲座会上提醒华社要密切关注华教的最新变化和发展。他以关丹中华独中和华小的

最新发展为例，提醒华社提防华文中学第二度改制的可能性及华小的危机。 

          较早前，校长谭福海在致词时，通过投影向在场嘉宾和师生简报了育才独中的发展。 

           他说，从育才的百年史可看到华教发展的缩影，育才从最高峰的2千500名学生到只剩下157

名学生，面临关闭的命运，在华校先辈的努力下，发动独中复兴运动，拯救了育才和其他独中，才

有今天的局面。 

           他说，独中复兴运动是华教运动的转折点，是华教兴衰存亡的重大事件，是华校生的一部

分，华校生应牢记在心。 

          另外，我校华文学会的会员和高二理班的同学也在纪念活动上分别朗诵诗歌《独中颂》和

《光荣的历程》，合唱团的团员则表演大合唱《跨世纪的新一代》和《万年红》。 

高二理班同学朗诵诗歌《光荣的历程》 

合唱团大合唱 

华文学会朗诵诗歌《独中颂》 

华教元老陆庭谕先生致词 

谭校长颁赠纪念锦旗予陆老先生 

9 | 育才人 

育才风采 



“为你导航”升学与教育展 
 我校于5月23日（星期四）连同升学情报工作室主办2013年度“为你导航”升学与辅导教育

资讯日。 

      辅导主任吴鄢如老师说，举办这项活动的宗旨主要是让高中的同学有机会直接触国内外大专学

府，以获取最新的升学资讯和辅导，为日后的升学道路作好准备。 

      她表示，共有39个教育单位参与这项活动，所提供的课程包括电脑、商科、工程、法律、语

文、美术设计、大众传播、酒店管理、药剂、秘书等，课程分为学士学位、文凭、证书、双联课

程、学分转移等类别。 

      升学情报也在活动上为同学们讲解有关升学的选择和须注意的事项，并于展览现场为同学们提

供升学咨询。 

“情有毒终”反毒运动 
 由雪兰莪恩典青年中心主办的“情有毒终”巡回反毒运动日前来到我校举行，该中心以话

剧、相声、歌舞、影片、现身说法等方式向同学们表达了毒品对青少年以及社会家庭所带来的危

害。同时，他们也在活动结束后售卖主题纪念T恤及钥匙圈，并获得全校同学们的踊跃支持。 

演唱情有毒终主题曲 

主讲人现场示范毒品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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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家长日 
 我校一年一度的家长日暨义卖会

于7月7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一大清

早，不少家长们便到达校园与班导师会

面，以了解孩子们在这半年内的学习进

度以及领取孩子们成绩。 

 另外，各班级的同学们以及校外

团体也在义卖会这一天架起各自的特色

档口，努力售卖各类食品、饮料、日常

用品等，为学校筹募大专免息贷款基

金。家长们也携家带眷到校支持义卖活

动，其乐融融。 

 谭福海校长表示，今年的义卖会

如往年般得到许多热心商家、家长、校友及文教团体的积极响应和协助，感谢大家的热心支持，踊

跃捐输各种物资及亲自到场协助义卖会的进行，使义卖会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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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教育交流 
 董总参考

中国中等教育的

几个改革模式及

考虑独中的具体

情况后，于2009

年引进上海“成

功教育”模式，

幵与2010年6月

开始在怡保的独

中试验性推行。

我校育才独中作

为成功教育在我国的种子学校，不时成为国内各所独中的参访对象，而我校也不时举办各种相关的

教学观摩活动，为对成功教育有兴趣的学校介绍和推广成功教育。 

 在今年的4月至6月短短三个月之间，便有来自太平华联独中、金宝培元独中、江沙崇华独

中、安顺三民独中、班台育青中学、居銮中华中学、巴生中华独中以及吉打新民独中组团前来我校

考察，证明成功教育模式已开始获得各地独

中关注。 

  

 谭福海校长说，作为怡保其中一所最

早试验性推行成功教育的学校，育才独中对

举办类似活动是义不容辞的。他也向与会者

讲解成功教育电子平台教学，以及成功教育

近年来在育才独中推行的历程和经验。 

 

 他表示，经过近3年的推行，从

初步接洽、增进了解、探讨落实到试验

推行，已取得相当成果，目前正尝试走

出怡保，扩大到霹雳州其他独中，让更

多独中的老师和学生受惠。他也说，近

年来来自南马柔佛，甚至东马砂拉越的

独中，也相继到我校考察，为日后推行

成功教育作参考和准备。 

（上图）吉打新民独中代表团 

（上图）巴生中华独中、居銮中华中学代表团 

（左图）太平华联独

中、金宝培元独中、

江沙崇华独中、安顺

三民独中、班台育青

中学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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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书展 
 为了提升同学们对阅读的兴趣以及推广阅读风气，我校联同大众书局在杨金殿礼堂内举办了

为期3天的书展，让老师及同学们以优惠的价格购买更多的课外读物，丰富自己的知识。 

 书展内展出多种书籍，包括故事书、名人自传、史记、食谱、文学著作、益智漫画、小说

等，吸引老师及同学们前往选购，满载而归。 

提升英语技能讲座 
 为了提升同学们的英语会话、写作水平以及

纠正日常应用英语的错误，我校特别邀请了来自

Eurasia English Language Consultants的

Dr.Monzair为高中及初中的同学各主办一场讲座，

让同学们知道并改正自己英语语法上的错误。 

 讲座会涵盖多个范围，包括：认识基本英文

文法、英文词汇、正确英语发音、阅读技巧、如何

提升英语对话、写作技巧、成语及谚语的应用等。

 主讲人以风趣的演讲方式，加上深入浅出的

幻灯片讲解，更加让同学们茅塞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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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国际志工团拜访交流 
 来自台湾的国立清

华大学国际志工团于7月

25日到我校拜访，并与高

二商班、高二汽修班以及

古迹学会的会员在我校图

书馆会议室及文物馆进行

交流。 

 该志工团是在拉曼

大学中华研究中心的邀请

下到来霹雳州务边镇进行

为期一个月的文化历史考

察研究，并顺道前来我校

拜访及交流，以鼓励更多

的年轻学生有保护古迹及

热爱地方的意识。另外，他们也介绍在台湾、清华大学及务边镇初步考察的生活点滴，让同学们大

开眼界。 

 他们也希望通过交流，能让在务边镇考察的台湾学生，有机会认识马来西亚的华文中学，让

他们了解先贤们对华文教育的付出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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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庆典 
 “尊师重道”

是中国的优良传统，

教师节的宗旨就是提

高人们对教师为教育

亊业所做贡献的认识

和评价。每年，我校

都会庆祝教师节，以

感恩老师们无私的付

出及传承这份优良的

传统美德。今年的教

师节庆典主题为

“烛”，象征着老师

就像是蜡烛，点燃自

己，照亮同学们，为

同学们指引一条光明

的道路。 

 谭福海校长致词时表示，学生们为老师庆祝教师节，是懂得感谢老师的付出、牺牲和奉献，

也希望学生们在老师们的细心教导下更乐于学习、专精于学问。 

 教师代表蔡雪莉老师说，师生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伦理关系，不止存在于学校，也存在于各行

业中。她也勉励学生在新时代里拓展学习领域，要学会多元化学习，因教育不止存在于学校和教

室，也存在于实际的生活中。 

 教师节庆典工委会主席刘菁佩同学则表示，今年的教师节除了有切蛋糕仪式、歌舞表演、学

生为教师节录制的影片欣赏外，更别开生面的主办了一场拔河比赛，让老师及同学们一同参与拔

河，增迚彼此的感情，也希望带给老师们一个快乐的教师节。 

同学们赠送纪念品给老师，感谢老师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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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团呈献舞蹈“归鸿” 

高二商班表演 

究竟是什么表演让老师们笑得合不拢嘴？ 

拔河比赛——初一仁班 
拔河比赛——初二信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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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除了教师节庆典外，我校董亊会

也设宴款待教职员们，以慰劳他们为

学校辛劳付出。同时，宴会上也颁发

多项奖励予在校内外的学术或体育项

目获得标青成绩的老师，以感谢他们指导学生获取优秀成绩。另外，董亊会也特制了纪念金牌赠予

在校服务超过10年、20年或30年的教职员，以作为对他们长久为校服务的肯定。董亊会总务黄亚

珠表示，育才是最早推行成功教育的独中之一，现在教改已看到成绩了，这是非常可喜的，是教师

们长期精益求精的结果，董亊会十分感激全校董教职员的共同努力。 

教师节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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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潘斯里梁琬清致词 

董事会总务黄亚珠致词 

副董事长梁启安（左一）颁发奖励金后与得奖老师合影 

副董事长曾荣南（左一）颁发奖励金后与得奖老师合影 

副董事长陈可卿（左一）颁发奖励金后与得奖老师合影 



 我校即日起已经开始招收2014年度新生和插班生。初一

新生的入学资格是华文小学6年级毕业，汽车维修科与美术设计科的

入学资格是初中毕业或PMR资格，插班生则须参加入学考试再作安

排。  

 教务处主任黎镇光老师表示，育才独中是一所秉持有教

无类、成人成才办学理念的民办中学，着重传授与发扬优秀的

中华文化，培养

德才兼备、具备

国际竞争能力的

学生。 

  

 我校注重华国英三语的学习，并重视道德纪律的培

养与中华文化的熏陶。我校拥有稳定的、实力强大以及

工作认真的教师队伍，以及关心学校发展的董事。我

校近年不断增加和提升学校各种软硬体设备，如在每

一间课室安装多媒体设备，全面推行多媒体教学，努力提

升教与学的绩效，开创本区教学新纪元。 

  

 在课程与考试方面，初中课程着重一般性的学科知

识与技能的学习，高中课程则多元化，除了传统的理科、

文商科之外，也开设了汽车维修科和美术设计科，能满足

不同学习性向和能力的学生，使学生的潜能得以发挥，学

以致用，实际而有出路。所有学生都必须修读独中统一考

试课程并考

取广受国际承认的独中统考文凭，同时也鼓励学生报

考各种公共考试。 

  

 另外，数理科是育才独中的传统强项，根据董

总公布的数据显示，我校的数理科特优（A1和A2）

成绩优于全国统考成绩，理科毕业生升学率特高。毕

业生遍布新加坡、澳洲、加拿大、美国、印度、俄罗

斯、中国、台湾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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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新生入学资讯 



 同时，为了顺应开发学生多元智能的现代教育趋势，落实教育多元化的

办学特色以及开拓更宽广的升学和就业道路，我校于20多年前就增设了技职科，创办汽车维修科和

美术设计科。 

 黎镇光老师也说，育才独中多元化的办学方式让学生的特长得到充分的发挥，照顾了不同学

习类型的学生。多年来，我校在这两个领域栽培了众多专业人材，学有所成的校友分布在国内外各

相关领域，成绩彪炳，有目共睹。他也表示，该校美术设计科毕业生的升学率逐年升高，过去几年

更多的毕业生选择赴在国内外的大专院校深造，主要修读视觉传达、各种流行设计以及大众传播等

专业。  

 

 此外，美术设计科的同学最近频频在高水平的校外比赛获得优异的成绩，表现令人赞赏。在

2013年达尔尚美术与媒体创意比赛，程明恩荣获第三名，并获得价值一万五千令吉的达尔尚美术与

设计文凭课程奖学金，刘依芳、黄依凌、黄嬿真则荣获入围奖，并获得价值两千令吉的达尔尚美术

姓名 班级 获得奖项 

程明恩 高三文美 

第三名 

价值RM15,000达尔尚美

术与设计文凭课程奖学金 

苹果iPOD Nano Shuffle 

奖状 

刘依芳 高三文美 入围奖 

价值RM2,000达尔尚美术

与设计文凭课程奖学金 

奖状 

黄依凌 高三文美 

黄嬿真 高三文美 
左起：谭福海校长、刘依芳、黄依凌、 

      黄嬿真、程明恩 

 另外，在马来亚艺术学院（MIA）举办的 2013年第28届全国美术与设计奖学金甄选赛里，程

明恩和温骏业荣获特优奖，并获得价值两万三千令吉的美术与设计文凭课程全额奖学金以及一千令

吉现金奖，刘依芳、黄依凌、张圣湉和蔡翠萍分别获得安慰奖。 

姓名 班级 获得奖项 

程明恩 高三文美 
特优奖 

价值RM23,000美术与设

计文凭课程全额奖学金 

现金奖RM1,000 

奖状 
温骏业 高二文美 

刘依芳 高三文美 

安慰奖 

美术用具一套 

奖状 

黄依凌 高三文美 

张圣湉 高三文美 

蔡翠萍 高三文美 

左起：谭福海校长、蔡翠萍、张圣湉、 

      刘依芳、黄依凌、温骏业、程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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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明恩再接再厉，近期更获得由马来西亚专艺学院（The One）

颁发的十大杰出青年画家奖，同时获颁价值两万五千令吉的奖学金。 

 

 此外，我校美术设计科的同学日前也受邀赴柔佛参与由居銮中

华中学美术与设计科主办、台湾环球科技大学指导的时尚设计工作坊

与成果发表会，表现优异，连获数大奖。黄艺琳和黄依凌获得最佳发

型设计奖, 刘依芳和郑亿达获得最佳彩妆设计奖, 黄嬿真和王湫玲获

得最佳整体创意设计奖，收获丰盛。 

 

 去年，我校美术设计科学生为怡保务边路幸福村老人院精心绘

画了一幅荷景壁画，并夺得“彩绘家园”壁画比赛第一名。 

 

 

 与此同时，美术设计科的

同学也为兵如港华小二的校园围

墙作美化工作，他们利用假期时

间，顶着大太阳从早到晚，花了

几天时间为兵如港华小二校围墙

绘制出一片美丽的蓝天，吸引了

广大居民和过路者的注意。 

 

      举办美术展及中小学生绘画比赛为我校美

术设计科的常年大型活动，借以向社会大众汇报

美设科的发展近况以及为同学搭建一个发挥才华

的平台，迄今已办了十一届。 

 此外，我校也充份利用现有设备以及国外

高等学府的教学资源，多年来与海外高等学府如

台湾环球科技大学等保持积极的互动交流，以加

强学生对美术和时尚设计的认识与应用,拓广学

生的升学与就业道路以及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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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前，为了顺应开

发学生多元智能的现代教育趋势，落实教育多元化

的办学特色以及开拓更宽广的升学和就业道路，在

霹雳汽车装修厂商公会的全力协助下，我校毅然增

设了汽车维修科。多元化的办学方式让学生的特长

得到充分的发挥，照顾了不同学习类型的学生。  

 

 至今，本校汽修科学生在历届统考都有优异

的表现，更是十大优秀考生榜的常客，当中更有不

少获得颁发每年统考各科十大优秀考生中的全国最

佳成绩者。 

 

 我校汽修科科主任李国君老师说，在就业方

面，我校毕业生出路宽广，不少同学在毕业前夕就

被新加坡的相关行业“订”去了，薪金优渥。他表

示，我校汽车维修科除了在收费上比一般的商业学

院便宜，本校的课程能考取独中统考证书，也能考

取我国人力资源局（JPK）的汽车机械工程专业文

凭（SKM），增加毕业生的竞争力。同时，由于

统考证书受国内外多所大专院校承认，毕业生也能

依需要和能力选择继续深造，考取更高的文凭和学

位。 

 

 我校也是人力资源部技职教育局下注册的技

职培训及考试中心，人力资源部技职教育局对所有

属下的培训中心都会做出评估及给与评级，我校汽

修部也获得人力资源部技职教育局颁授 “4星级优

秀培训中心”。 

 

 李主任也表示，为了开拓学生的升学与就业

道路以及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我校与海外高等学

府如台湾南开科技大学、建国科技大学等建立和保持了积极的互动交流关系，甚至与海外大专签订

协议书，这些海外大专都为本校毕业生提供诸多的升学优惠，为毕业生拓展升学之路。 

 

 在教学方面，李主任说，在能力和条

件允许下尽量安排校外学习，目的是希望透

过户外学习，让学生实体验和了解相关行业

的发展，这将有助于增进学生对相关行业前

景的了解与掌握，对于将来的升学和就业都

有所帮助。另外，透过校外学习进行简易而

有效的知识传授，让学生可以更容易理解汽

车钣金技术的复杂性和工作的多元化，对课

堂教学有补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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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汽修班户外教学：钣金行业 
 我校高一汽修班的同学日前到校外发记车厂进行户外学习，参观并了解钣金行业的发展情

况。 

      汽修科主任李国君老师说，安排校外学习的目的是希望透过户外学习，让学生体验和了解相关

行业的发展。 

      他说，这将有助于增进学生对相关行业前景的了解和掌握，对将来的升学和就业都有帮助。 

      “另外，透过校外学习进行简易而有效的知识传授，让学生可更容易理解汽车钣金技术的复杂

性和工作的多元化，对课堂教学有补充的作用。” 

      他说，这项户外学习让学生对钣金行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汽车钣金工作的主要流程如

车体拆装、车体校正、车身修复等项目的了解，这涉及车身检修损坏程度的检修方法、车辆损坏程

度的评估、车祸发生后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及与保险公司的索赔交涉等。 

      他相信这项活动能有效的加深学生对相关行业的技术理解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掌握。  

小知识：什么是钣金？ 

汽车钣金（Metal Plate）是一个汽车修理的技术

手段，此方面汽车钣金等于汽车钣金修理，指汽

车发生碰撞后要对车身进行修复，也即除对车身

进行防腐和装饰的喷涂工作外其余的所有工作。

如汽车车身损伤的分析，汽车车身的测量，汽车

车身钣金的整形，拉伸矫正，去应力焊接，以及

汽车车身附件装配，调整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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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大专免息贷款 
 为了减轻学生毕业后继续深造所面对的财务重担，我校设有“大专免息贷款基金”供毕业生

们申请，以帮助他们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在大学深造。 

 作为一所民办学府，育才独中的财政状况是相当窘迫的，年年皆有不敷。但是作为一所尽心

尽力为国家为民族栽培人才，让学生可以一圆大学梦的教育机构，育才独中为学生设立了免息贷款

基金和计划。 

 此基金除了获得热心人士的捐献，也透过一年一度的义卖会筹措基金款项。基金设立于80年

代，设立以来已经资助了65名学子，今年共有10名毕业生获得该基金的资助，迄今为止该基金资助

的总金额超过34万令吉。 

2013年获得大专免息贷款者名单 

姓名 大专院校 获贷款数额 

丁金顺 南开科技大学电机与资讯技术系 RM3, 000 

刘冠呈 环球科技大学视觉传播系 RM3, 000 

程芷欣 环球科技大学商品设计系 RM5, 000 

钟可欣 公立台湾师范大学先修班（第一类组） RM3, 000 

谢明基 高苑科技大学多媒体动画游戏学位系 RM5, 000 

刘善斌 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系 RM5, 000 

林翔远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工学院水利及海洋工程 RM5, 000 

刘淑敏 台湾长庚大学医学院医学系 RM5, 000 

曾凯琳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管理学院休闲学与观光管理系 RM3, 000 

林健权 环球科技大学厨艺系 RM5, 000 

姚思婷 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系 RM5, 000 

辅导处主任吴鄢如老师（前排左），梁承源副校长（前排右）与部分获得贷款者及家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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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学联区域（A组）男子排球赛团体季军 

后排左起：谭福海校长、黄统扬（初三孝）、蔡文竣（初三爱）、冯俊贤（初三仁）、 

          李浩彦（高二汽修）、邓嘉佑（高二汽修）、唐国宪（高二商） 

前排左起：苏迪文（初三孝）、徐式轩（初三信）、黄浩昇（初三信）、伍俊豪（初三忠）、 

          刘皓升（初三仁） 

霹雳学联区域（A组）及北区（A/B组） 

女子排球赛团体亚军及北区殿军 

左起：谭福海校长、张嘉璇（初一忠）、梁思敏（初一爱）、陈家莹（初一信）、曾靖晏（初一孝）、 

      林嘉琪（初二爱）、刘艾彤（初一孝）、谢蔚莹（高二商）、黄诗格（高二商）、 

      陈冠瑜（高二理）、林韵盈（高二理）、连伊俐（高二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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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霹雳九独中男女排球锦标赛 

比赛地点：实兆远南华独中 

女
子
组
：
亚
军 

男
子
组
：
亚
军 

左起：林嘉琪（初二爱）、陈家莹（初一信）、梁思敏（初一爱）、张嘉璇（初一忠）、 

      刘艾彤（初一孝）、曾靖晏（初一孝）、谭福海校长、黄秀洁（高三商）、 

      林韵盈（高二理）、陈冠瑜（高二理）、谢蔚莹（高二商）、黄诗格（高二商）、 

      连伊俐（高二文美） 

后排左起：蔡文竣（初三爱）、李浩彦（高一汽修）、唐国宪（高二商）、谭福海校长、 

          冯俊贤（初三仁）、邓嘉佑（高二汽修）、黄统扬（初三孝）、刘皓升（初三仁） 

前排左起：黄浩昇（初三信）、徐式轩（初三信）、黄俊翔（初二信）、伍俊豪（初三忠）、             

          苏迪文（初三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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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福海校长（左一）及黄明

光老师（右一）与获胜的辩

论队队员合照。 

 

辩论队队员：（左二起）方钰茗（高一理班）、房颧亦（高二理班）、何政贤（高二理班）、 

           陈美仪（高二文美班）、苏迪文（初三孝班） 

金宝第一届青运杯霹雳州中学华语辩论比赛 

我校夺冠军及最佳辩论员奖 

我校辩论队日前参与由青运金宝县会主办的金宝青运杯第一届霹雳州中学华语辩论比赛，

并顺利闯入决赛圈，与培南独中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最后由我校夺得冠军宝座。 

同时，高二理班的何政贤同学也成为全场最佳辩论员，为我校争光。 

第三届霹雳华文九独中足球锦标赛团体亚军 

后排左起：刘国文（高三汽修）、陈鸿进（高二汽修）、黄明晨（高二汽修）、李颖丰（高三商）、 

    刘思进（高一汽修）、谭福海校长、陈俊宇（高二商）、连伟慷（高一商）、 

    甘志颖（高一文美）、黄毓衡（高三汽修）、邓嘉佑（高一汽修）、蔡政斌（高三汽修）、 

          罗泳量（高三汽修） 

前排左起：黄启源（高二商）、唐国宪（高二商）、甘竞贤（高二理）、陈敬铭（高二商）、 

     林驷沅（初二信）、黄俊翔（初二信）、冯俊贤（初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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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15届全霹雳华文独中男女越野赛 
 由霹雳华校董亊联合会

（董联会）主催，我校育才独

中主办的2013年第15届全霹

雳华文独中男女越野赛于7月

20日在我校李氏基金草场盛大

举行，全霹雳9所独中共派出

180名运动员参加此项盛会。 

      大会主席潘斯里梁琬清董

亊长致词说，9所独中之间的

比赛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平台；

当年创办9独中联合运动会、

球类比赛及越野赛，主要是为

了带动独中的体育活动，让各校互相切磋。 

      她说，许多独中生就是从这小小平台开始展露天分，之后被选拔接受正规训练，代表霹雳州和

大马参加更高层次的赛会，为国争光。 

      她表示，霹雳州华文独中男女越野赛的创办，要回溯到霹雳州华文独中复兴运动的年代；当时

在霹雳董联会华文独中工委会推动下，州内独中除了开展本校建设工作，也共同推展促迚9多独中

团结的活动。 

      她披露，原先独中工委会有一个体育小组负责协调9独中的运动，后来就由各独中轮值承

办。：虽然时过境迁，难能可贵的是，9所独中主动互相协调，虽然面对困难，还是坚持把各项运

动一届一届的办下去。” 

      另外，霹雳州董联会主席拿督李官仁致词说，独中向来注重五育平衡发展，除了学术传授，也

注重体育和人文教育。 

      他说，这种多斱向的平衡教育模式，在董家教成员的通力合作下，已取得丰硕成果，许多独中

生在体育领域已成为州属甚至国家的代表。 

      他也表示，体育活动特别注重纪律的培训，一般上参与体育活动的学生都会养成高度自律，减

低了接触不良活动的机会。  

健儿们奋力勇往直前，希望为各自的学校“跑”出好成绩 董事长潘斯里梁琬清为赛会主持挥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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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15届全霹雳华文独中男女越野赛成绩 

名次 姓名 班级 

冠军 甘志颖 高一文美 

第7名 刘思迚 高一汽修 

第8名 陈景森 初事仁 

第9名 张光焌 初三爱 

第11名 黄毓衡 高三汽修 

男子组个人赛 
名次 姓名 班级 

第7名 杨凯佳 初事义 

第8名 黄安琪 初事仁 

第11名 钟晓慧 高三商 

第12名 刘晓怡 高一理 

第17名 梁佩琦 初一爱 

第20名 刘菁佩 高事商 

女子组个人赛 

男子组团体赛 冠军 

女子组团体赛 冠军 

董事黄亚珠（右六）

颁发女子组团体冠军

杯予我校女子运动员 

董事长潘斯里梁琬清

（右六）颁发男子组

团体冠军杯予我校男

子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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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华奖 
 我校日前受董总委托，由校长谭福海移交2012年度高

中各科和技术各科全国最佳成绩奖及初中华文特优成绩“海华

奖”的支票予5名2012年统考优异考生。 

      在高中各科全国最佳成绩奖方面，温厚元获得高中数学科

全国最佳成绩奖。在技术各科最佳成绩奖方面，吴志国获得汽

修维修科全国最佳成绩奖，黄玮彦获得汽车维修（实习）科全

国最佳成绩奖，而江俊毅则获得美工实习科全国最佳成绩奖。 

      温厚元在去年的高中统考中共考获8科A，其中高中数学科

荣获十大优秀成绩奖，吴志国则在汽车维修和汽车维修（实

习）两科考获十大优秀成绩奖，而江俊毅是美工实习科的十大

优秀考生。 

      全国最佳成绩奖是颁发给每年统考各科十大优秀考生中的

全国最佳成绩者，育才独中在历届统考都有优异的表现，更是

十大优秀考生榜的常客。 

      对于学生们的优异成绩，校长谭福海勉励得奖者再接再

厉，也寄望在籍学生以得奖者为学习的榜样，努力学习，争取

好成绩。 

      此外，何佩珊则凭着在2012年初中统考华文科上的卓越

成绩表现而获颁海华奖励金，何佩珊在去年的初中统考考获全

科8A。 

      出席当天颁奖仪式的得奖者有温厚元、吴志国和何佩珊，

黄玮彦与江俊毅因在外地就业和就学，不克出席，分别由陈乐

敏和美术科主任古景遥代领。 

温厚元(右)在去年的高中统考共

考获8科A，并获得高中数学科全

国最佳成绩奖 

吴志国(右)在去年的高中统考中

考获汽车维修和汽车维修（实

习）两科十大优秀成绩奖 

右图：何佩珊（右）在去年的初中统考考获8科A的佳绩 

上图：左起谭福海校长、古景遥老师、何佩珊、陈乐敏、 

吴志国、温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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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霹雳州校际跆拳道邀请赛成绩 
姓名 班级 项目 名次 

凌文轩 初二忠 
套路 

对打 

金奖 

铜奖 

刘耀谦 初二孝 对打 铜奖 

林纪勋 高一理 对打 铜奖 

林倩莹 初一孝 三步对打 银奖 

张子恒 初二仁 对打 铜奖 

林建锋 初二孝 
套路 

对打 

银奖 

铜奖 

蔡和霖 高二商 套路 金奖 

王韦荃 初二仁 套路 银奖 

黄家荣 高一汽修 套路 银奖 

丘家颉 初二仁 三步对打 铜奖 

李宜声 初二信 
套路 

对打 

铜奖 

铜奖 

后排左起：谭福海校长、林谦义、黄家荣、林纪勋、 

          蔡和霖、林倩莹、李宜声、许致豪 

前排左起：丘家颉、凌文轩、刘耀谦、张子恒、 

          王韦荃、林建锋 

2013 万能爱心 

全国华文独立中学校际书法创作比赛 

梁美家（高二理）获 

优胜奖 
育才人 | 30 

育才荣耀 



2013年第35届全国华文独中三语演讲比赛 

姓名 班级 获得奖项 

徐爱洁  

（华语）初中组第三名 

初三信  （国语）初中组第五名 

（总成绩）初中组第四名 

梁美家 高二理 （华语）高中组第十名 

左起：Cikgu Azlan、黄月星老师、Madam Koh、梁承源代校长、徐爱洁、梁美家、纪瑞芬老师、

Cikgu Harjit、Cikgu Kalai、陈美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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