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校
讯循人中学

TSUN JIN HIGH SCHOOL BULLETIN

第    

期
81

2012年12月

送旧~迎新~
11月欢送在循中的高三毕业学生，12月迎来2013年

的初一新生。高三同学已成为校友，希望你们展翅

高飞前程万里。初一同学，希望你们能在循中渡过

快乐而充实的六年读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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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师人数的增加，校方于2012年年终假
期扩建大办公室，以解决空间拥挤的问题，
并提升教师们的工作环境与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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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人大会

本校于2012年9月30日早上10点整，在小礼
堂召开《2012年循人中学赞助人大会》，本次赞
助人大会出席的董事成员有：董事长∶黄仕寿先
生、署理董事长∶蔡庆文律师、副董事长∶翁清
玉先生、洪嘉量先生、蔡新喜先生、总务∶陈干
福律师、副总务∶唐甸广先生、财政∶周素英女
士、副财政∶郑荣业先生、查账∶彭国巡先生、
副查账∶陈金地先生、常务董事∶廖应良先生、
杜汉光先生、蔡新贵先生、李启文先生、张忠超
先生、林云南先生、循人中学校长曾贤瑞先生及
其他董事成员与赞助人。

首先由董事长黄仕寿先生致词。“循人中学
全体同仁都有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要把循人中
学办成一所优秀的学府。”他说，此愿望是为了
达到继承和发展传统的中华文化素养，并提升学
生对文明道德伦理的观念；培养学生成人成才以
回馈社会的目标。

  循人中学的教育建设齐全，适合学生成长
和学习的场所。校园硬体的部分已经完成，接下
来要将重点摆放在软体的建设上，进而配合学校
的各项教育措施推展，以达至循人中学的教育目
标。

创校100周年纪念
学校创办于1913年，明年适逢创校100周年

纪念。循人学校办学从循人小学发展到中学，从
办校初期的荜路蓝缕到现在的基本设备齐全的优
质校园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过颠簸
不平的风雨路，历经大时代的考验也屹立不倒，
进而发展到现在的规模。董事长黄仕寿先生说：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它已肩负起民族语文及文
化传承的任务，也是华校发展史中的一个典型例
子。”

循人中学董事长黄仕寿先生宣布，明年将隆
重庆祝循人学校100周年纪念，联合相关团体单
位：循人小学董事会、雪隆惠州会馆、雪兰莪惠
侨互助会与隆雪循人学校校友会，共同联手庆
祝。

董事部将聘请专人编篡循人学校校史以资保
存，此外，明年8月间举办大型文娱晚会，让相
关组织单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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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人中学优质校园环境
接着由校长曾贤瑞先生做校务汇报。校长

说，为了维持良好的学习品质，校方依然将学生
的人数维持在三千人，避免校园环境太过拥挤。
曾校长于汇报中说，循人中学共开58班，学校目
前总人数为2965人，教师170人及职员25人。

学校一直以来将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改
革的重点追求，贯彻与落实不少的个性化教育方
案。学校在现有的条件和基础上，认真努力的在
此领域进行与开展更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以取
得更多的进步。

2012年循人中学赞助人大会6提案
（1）大会吁请政府承认，并接受华文独立中学
统一考试文凭为国立大专院校的入学资格，为国
家培训及留在人才，以免人才流失。
（2）大会吁请政府制度化拨款华文独立中学，
从而减轻纳税人家长的负担。
（3）大会吁请教育部尽快落实有关承诺华小之
迁校计划，并在华裔人口稠密地区增建华小及华
文独立中学。
（4）大会吁请教育部培训足够的华小师资，以
解决华小师资长年来严重短缺的问题。
（5）大会吁请政府在贯彻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
下，平等对待各母语教育的发展，废除单元性的
教育政策，并落实多元文化的教育政策。
（6）大会吁请政府删除在大马教育大蓝图内所
有含有任何单元教育性质的内容和条文，从而贯
彻一个真正符合多元文化的大马教育政策。

   最后，循人中学校长曾贤瑞先生感谢董事
成员、赞助人及家长的出席，2012年赞助人大会
于中午12点正，圆满结束。

报导：杨俊伟师（30-9-2012）

今年董事会将图书馆二楼增修多一层阁楼，增加
多一个给学生们自习的空间。良好及宽广的阁
楼，学生们十分喜欢。

今年11月，学校完成了所有扁额安放。并为亭园
名“荟萃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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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联课活动~

成果汇报比赛
循人中学于2012年8月4日及

1 1 日 举 办 联 课 活 动 成 果 汇 报 比
赛 ， 本 活 动 至 今 已 经 举 办 了 四
届。本次活动比赛的目的是为了
让老师与学生更了解各个学会的
整体运作，更能培养学生的领导
及学会经营能力。并借此激发学
生在舞台呈现方式上的创意以及
累计舞台经验。

两天的成活汇报于11时20分开始，各联课都已自行的创
意方式、有趣的表演等，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成果汇报，以让
在座的师生眼前一亮。首先出场的是合唱团，该学会演唱一
首《Malaysia Medley》作为开场。动听的歌曲搭配着优美人
声，让在座的师生陶醉在此时此刻。电脑学会则将电影制作
软体搭配会员的汇报，演绎着“黑白无双”的密探角色，让
在场的师生们捧腹大笑。

口琴学会在本次的成果汇报中，将口琴演奏与舞蹈做结
合，呈现出一场别开面的音乐响宴。在当中学员们除了需要
吹奏口琴外，更需要记着自己的舞步，让成活汇报不再是单
纯的演奏方式。另外，学长团一改平日严肃的外表，以《法
政先锋》港剧的情节，将今年度所有活动融入剧情当中。中
华武术团的汇报则穿插故事与多媒体动画，将武术、音乐、
戏剧，融会贯通在汇报中，获得如雷的掌声。

 二十四节令鼓以阿拉丁故
事，展现节令鼓与肢体结合，
呈现出马来西亚独特的鼓艺表
演。“那些年，我们一起扯的
铃”是本校扯铃队筹备1个月
的成果展现，扯铃队利用舞台
灯光技术，结合了舞蹈、夜光
铃、多媒体影像等，呈现一场
跨界舞剧。

为期两天的联课活动现场汇报比赛于8月11日下午3时30
分正式结束，比赛成绩将于联课表扬大会现场公布。本次的
成果展现比赛，获得众多评审认为，学生的创意及成果比起
往年进步许多，呈现的方式更精彩及多元化。

报导、摄影：编辑小组（11-8-2012）

学长团一改平日严肃的外表，以
《法政先锋》港剧的情节。

《那些年，我们一起扯的铃》
是本校扯铃队筹备1个月的成
果展现。

廿四节令鼓连阿里巴巴也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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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奖
颁奖典礼

黄琦旺小姐：“如果散文的情节虚构，
就请去参加小说组。”

首 先 是 散 文 组 的 讲
评，这次学校请来的讲评
老师有黄琦旺小姐和方肯
小姐。黄琦旺老师先为同
学们分析每个作品的优点
和需改进的地方。她指出
《早餐》这个作品带出了
早餐的一句种，叙述婆婆
的半生，以此感叹人生。
但是感悟过盛，骨头多于
血肉，她觉得作者有点像
“老小孩”。另外，对于

《WEC 7579》这个作品，黄琦旺老师认为作者
用黄校车这个公共工具在我们心中的标记，回忆
起小学时光，是一种很好的题材。作为结尾，黄
琦旺老师说：“如果散文的情节虚构，就请去参
加小说组。”另外，她也给予初一初二学生很高
的评价。

方肯小姐：“文法
要掌握，内容要流
畅。”

接下来是方肯小姐
的讲评。她表示每个作
品的素材各有千秋，作
品有诚意，不过没有什
么惊喜。比如说，方肯
小姐期待《珍贵的十分
钟》的作者可以有更多

个人感情。而且，她觉得这部作品无法表达十分
钟有多么的珍贵。她建议作者，如果有什么回忆
就写下来，可以感动到读者。另外，方肯小姐表
示，散文要有自己的看法，因为读者想看到不一
样的角度。她指出《午后雨》像作文范例还多过
散文，而且没有太多惊喜，并且结尾草率。她也
表示，一个简单的题目，应该要有多东西发挥，
而不是局限在一个空间里。作为总结，她说：
“文法要掌握，内容要流畅。”

黄 建 华 先 生 ：
“ 创 作 ， 不 能 一
板一眼。”

休息时间过后，
轮到诗歌组的讲评，
这次为同学们讲评的
老师是黄建华先生。
他表示，如果有多几
个评审会比较好，因
为不同评审有不同的
角度切入作品，有不
同的评价。另外，他
指出诗歌要有意像，
但是不能让意像模糊
诗歌。诗歌必须要有

画面感、节奏感、张力、言词要妥帖。除此之
外，题目和内容的比例不能反差太大，不然会显
得诗歌的弱点。最后，他总结说：“创作，不能
一板一眼。”

本校于2012年10月30日在本校大讲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

华文文学奖颁奖典礼。华文文学奖现已迈入第6届，主要是

为了提升循中学生对于华文文学的创作兴趣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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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会有进步。另外，校长也很感谢评审老师和
各位华文老师。他也指出，教务处很关注文学奖
的动向，并给予很多的支持，文学奖才可以顺利
地圆满结束。

华文教研组组长许云竮老师：“文学
创作不是一两天完成的，要用心去经
营。”

接下来，华文教
研 组 组 长 许 云竮老
师 致 辞 。 她 表 示 ，
今年的水平和去年的
一样，希望同学们可
以一年比一年好。她
说：“不知是否自己
的要求太高，还是同
学们的水平下跌，我
认为丙组和乙组的作
品比较好。”另外，
她也希望同学毕业后
可以多参加国际比赛。她也表示，怕同学们知道
成绩后受到打击，而放弃创作。除此之外，她认
为同学们没有进步，圈子小，又不多看文学作
品。最后，她说：“文学创作不是一两天完成
的，要用心去经营。”

最后，终于到同学们最期待的时间——颁奖
时刻。华文文学奖颁奖典礼终于在下午2时30分
圆满结束。

黄俊麟先生：“小说需要有故事，但是
故事要大于小说。”

接着，是短篇
小说的讲评。黄俊
麟先生是这次文学
奖的讲评老师。他
认 为 ， 丙 组 作 者
没有掌握好技巧，
必须要在细节写出
人物。他指出大部
分作者不会用情节
来塑造人物形象。
情节的推动有很多
方法：顺序、冲突
等，但是很多作者
却没有掌握，就用

对话来交代故事的发展。他表示很多小说没有写
环境的氛围，建议同学们要多做描写。黄俊麟先
生也指出，作者们用字不够精准，并且内容老
套。他建议同学们大量阅读，他也说：“小说不
只是个花瓶，小说要表达一个主题，但是有些小
说让读者看完了后没有回味。”最后作为总结，
他说：“小说需要有故事，但是故事要大于小
说。”

过 后 ， 校 长 致
辞。他表示，他很重
视今年参加人数有没
有增多，作品有没有
更好。但是，虽然学
生有增多，投稿数量
却没有多大的增加。
而且，今年的水平和
去年不相上下，没有
太多的进步，并希望

得奖同学与正副校长及老师们大合照。

报道：何悦沁（J2A）摄影：郑旭恬（J2H）（30-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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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组散文组
特优奖：
周嘉慧（S3C5）
优秀奖：
张可儿（S2S1）、邓伟毅（S2C1）、
罗雯馨（S3C4）
佳作奖：
宋依龄（S3C3）、林康晴（S3C3）、
卢海宁（S3S2）
入围奖：
江晓惠（S2C1）、王水晶（S2S1）、
张玮龙（S2S1）、马文凯（S3S3）

乙组散文组
特优奖：
叶明浩（S1S2）
优秀奖：
萧可柔（S1S2）、黄立惠（J3A）、
曾翠霖（S1S4）
佳作奖：
庄嘉琪（S1C3）、郑欣盈（S1C6）、
雷慧雯（J3B）、刘淑仪（J3F）
入围奖：
谭靖琛（J3B）、黄怡晴（J3A）、
丘家进（J3B）

丙组散文组
特优奖：
古光辉（J2F）、刘美婷（J2G）  
优秀奖：
黄钰钧（J2C）、许智羚（J2C）、
罗毅洁（J2D）
佳作奖：
林文玲（J1B）、叶重延（J1F）、
劳智宝（J2C）、余俐骃（J2F）
入围奖：
黄芷晴（J1F）、殷可俐（J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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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组小说组
特优奖：
张可儿（S2S1）、卢海宁（S3S2）
优秀奖：
蔡常晋（S3C1）、吴俊谕（S3C5）
佳作奖：
邓伟毅（S2C1）、王智光（S2C6）、  
曾楞钧（S3C3）、陈亿国（S3S1）
入围奖：
石晓莹（S2C3）、幸汉镛（S2C6）、
胡佩珊（S2S1）、谢光辉（S2S1） 

 

乙组小说组
特优奖：
刘贝怡（S1S2）、罗以欣（S1S4）
优秀奖：
曾繁安（J3C）、黄之颖（S1C2）、
曾翠霖（S1S4）
佳作奖：
黄采盈（J3A）、朱宁宁（J3C）、
饶佳贤（J3F）、黄琳雁（S1C3）
安慰奖：
周嘉燕（J3C）、何嘉美（J3A）、 
温清喻（J3G）

丙组小说组
优秀奖：
李宪章（J2A）
佳作奖：
李佳慧（J1A）、林文玲（J1B）、
凌明广（J2B）、卢志勇（J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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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组诗歌组
特优奖：
容抒仪（S2C3）、卢海宁（S3S2）
优秀奖：
谢光辉（S2S1）、李玉珊（S2S3）、
佳作奖：
傅嘉正（S3S2）、赵紫琳（S2C3）、
陈杰恩（S3S3）
入围奖：
王水晶（S2S1）、黎燕怡（S3S2）

乙组诗歌组
特优奖：
丘家进（J3B）
优秀奖：
罗嘉谊（S1C4）、张裕良（J3D)、
萧可柔（S1S2)
佳作奖：
李慧美（J3G）、何万威（J3B）、
陈祺霓（S1S2）
入围奖：
杨宇治（J3D）、黄立惠（J3A）、
陈芯盈（S1S1）、刘贝怡（S1S2）、
杨镇嵻（S1S4）

丙组诗歌组
特优奖：
陈碧欣（J2C）
优秀奖：
萧淑萍（J2E）、陈子晨（J2E）
佳作奖：
傅嘉苇（J2H）、张燕婷（J2H）、 
林伊静（J1H）、陈婉仪（J1J）
入围奖：
沈俏妤（J2H）、陈家兴（J2H）、 
叶艾蕙（J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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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nglish 
  Literary 
   Award

In order to commend the winning students, our 
school held an English Literary Award ceremony on 
29th of October, commencing at 9.40a.m. As usual,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which were 
Group A(Senior 2 and Senior 3), Group B(Junior 3 
and Senior 1) and Group C(Junior 1 and Junior 2) 
and students could participate in the three different 
genres writing poems, essays and short stories.

First of all, Ms Jane 
gave a welcome speech. 
She was delighted that 
many students are keen on 
this competition. Ms Jane 
mentioned that English 

i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it is a window on 
world. Ms Jane said that she was happy as she found 
most of the students performed well in this year’s 
competition and there were 82 poems, 52 short 
stories and 16 essays collected.

After that, Ms Susan, the 
organising chairman of the 
English Literary Competition 
gave her comments on the 
w o r k s  o f  G r o u p  A .  S h e 
commented that most topics 
were treated with maturity 
and contained deep messages 

Reported by: Lee Swee Yeng (S3C1)
photographer: Lai Hui Lin (J1D), Wan Sheng Yee (J2D)(29-10-2012)

and moral values. Lastly, she congratulated all the 
winners and encouraged those who did not win to 
try again.  

Then, Mr Abby, the vice 
organising, chairman of the 
English Literary Competition, 
said that it was a learning curve 
for him as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for him to be in charge 
of this competition. He found 
Junior participants’ writing was 

creative and imaginative. Their language use was 
good too. He thanked the judges for their feedback. 
He also encouraged everyone to submit more 
literary work next year.

After a short break, the awards were given out.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who won high distinction, 
thanked their parents who gave them confidence 
and their friends who supported them. They also 
thanked their teachers who encouraged them. The 
winners gathered together to take a photo, then, the 
ceremony ended on 11.40am.

Group photo of vice principals Mr.Loh and Ms. San, teachers and prize winni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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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A-Essays

Group B-Essays
High Distinction:
Lee Lin Kit (S1C3),
Merit:
Ang Jun Seng (S1S1)

Group C-Essays High Distinction:
Ng Shiwen (J2D),
Loh Yi-Jie (J2D)  
  
Distinction:
Lai Nai Ling, Gillian (J1D),
Tan Yi Yu Pei (J1F),
Bryan Lim Zhen Ern (J1E)
Merit:
Lin Ming Guang (J2B),
Adrian Lee Luo (J2D)

High Distinction:
Lee Choo Sum (S2S2),
Rachel How Kar Yeng (S2S1) 
   
Distinction:
Wong Jer Syuen (S3S2) , 
Ng Jun-Ming (S2S2),
Low Yan Jun (S3S2) 
Merit:
Chin Kok Foo (S2S1), 
Chia Kwang Whui (S2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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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A-Poem

High Distinction:
Wong Jer Syuen (S3S2),
Rachel How Kar Yeng (S2S1)  

Distinction:
Liah Hui Xuan (S3S2),
Lim Hui Kei (S2C1),
Lee Choo Sum (S2S2) 
Merit:
Ng Jun Ming (S2S2),
Tung Wei Ye (S2C1),
Tan Ge (S2S2)    
Commendation:
Ong Tung (S2C4),
Chin Kok Foo (S2S1),    
Wong Yin Cheng (S2S2) ,
Andy Poh Jia Zheng (S3S2)  

Group B-Poem

High Distinction:
Beatrice Bock jin Shen (J3B),
Kheng Siong Wu (S1S2)   

Distinction:
Goh Zhen-Hao (S1S4), 
Eng Qin Yong (J3A),     
Choi Eng Seng (S1S1)     
Merit:
Siew Pei Yan (J3J),
Michelle Wee Chai Yee (S1S1),
Lew Zhe Chin (S1S2)
Commendation:
Kiefer Soon Jing Fung (S1S2),
Choo Wei Jie (S1S2),
Hee Weng Yi (S1S2),     
Sum Ka Mon (S1S2) 

Group C-Poem

High Distinction:
Lai Jie Xi (J2D), 
Lin Ming Guang (J2B)

Distinction:
Chew Wen Cheen (J2A), 
Foo Tun How Nicholas (J2C),
Simon Chung Ke Jun (J2H)
Merit:
Yow Yung Ee (J2D),
Lai Yee Leng (J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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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A-Short Story

High Distinction:
Rachel How Kar Yeng (S2S1),  
Lee Chee Sum (S2S2)    

Group B-Short Story

High Distinction:
Goh Zhen-Hao (S1S4),
Beatrice Bock Jin Shen (J3B)   

Distinction:
Ho Cheng En (J3C),
Kheng Siong Wu (S1S2),
Yap Yung Ern (S1C2)
Merit:
Sylvia Kong Lee (J3F), 
Jonathan Lee Song Yang (S1C1),
Chong Yan Ling (S1S2)
Commendation:
Chung Ee Liang (S1C6),
Malcolm Tan (J3E),
Ong Jing (J3A) 

Group C-Short Story

High Distinction:
Lin Ming Guang (J2B),
Mah Xin Ning (J2B)    

Distinction:
Loh Yi-Jie (J2D),
Hoo Jong Xuan (J2A),
Phang See Wen (J2D)
Merit:
Lee Yan Kang (J1B),
Yong Shu Wen (J2D), 
Sim Wen Mei (J1B)
Commendation:
Daniel Chang Wei An (J1D), 
Teng Nin (J2B),
Liew Tze Ching (J1D) 

Distinction:
Wong Jer Syuen (S3S2) , 
Liew Sher Yenne (S2C3),
Alicia Leow Kai-Chi (S2C1) 
Merit:
Ng Jun-Ming (S2S2), 
Choong Chin Woon (S2C4), 
Wong Tziak Voon (S2C5)
Commendation:
Low Yan Jun (S3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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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ugerah Kesusasteraan 
(Bahasa Melayu) 
Tsun Jin kali ke-5

Untuk meningkatkan minat pelajar terhadap sastera 
Melayu dan memperbaik mutu karya sastera yang 
dihasilkan oleh pelajar-pelajar Sekolah Menengah Tsun 
Jin, pihak panitia Bahasa Melayu telah melancarkan 
Anugerah Kesusasteraan  Tsun Jin  buat kali kelima 
pada tahun 2012. Majlis penyampaian hadiah Anugerah 
Kesusasteraan Tsun Jin kali kelima tahun 2012 telah 
berlangsung pada 31hb Oktober di dewan kuliah besar 
sekolah. Pihak Panitia berasa amat berbangga atas 
kesudian Encik Abang Patdeli bin Abang Muhi sebagai 
panel hakim kategori esei dan Encik Uthaya Sankar SB 
sebagai panel hakim kategori cerpen datang ke majlis 
penyampaian hadiah untuk memberikan ulasan tentang 
karya-karya pelajar.

Menurut  Encik  Abang 
Patdeli, beliau telah menilai 
sebanyak 30 buah esei pelajar 
y a n g  b e r j a y a  m e m a s u k i 
per ingkat  akhir  sayembara 
in i .  Namun beg i tu ,  be l i au 
mendapati hampir semua pelajar 
menggunakan cara penulisan 
pengenalan atau pendahuluan 
yang sama menyebabkan semua 
karya tidak begitu menarik. 

Beliau juga mendapati kebanyakan pelajar tidak tahu 
menulis penutup yang baik menyebabkan struktur esei 
tidak begitu sempurna. Terdapat banyak kesalahan bahasa 
seperti ejaan, struktur ayat, penggunaan peribahasa dan 
kesalahan-kesalahan lain dalam karya pelajar. Encik 
Abang Patdeli juga memberikan nasihat kepada pelajar 
supaya banyak membaca bahan sastera dan juga melayari 
blog penulisan karya sastera yang baik. Beliau juga 
mencadangkan pihak panitia memberikan kebebasan 
kepada pelajar menulis apa jua tajuk untuk esei supaya 
pelajar dapat mengembangkan potensi mereka dalam 
penulisan karya Bahasa Melayu pada tahun hadapan.

Encik Uthaya juga memberikan beberapa cadangan 
kepada pelajar dari segi penulisan cerpen. Dalam 
penulisan cerpen, pendahuluan yang menarik memang 

penting dalam keseluruhan 
cerpen. Jika tidak, pembaca 
akan kehilangan minat untuk 
membaca  ce rpen  te r sebu t . 
Selain itu, penulis perlu elakkan 
mencampuradukan bahasa-
bahasa lain dalam cerpen yang 
d i tu l i s .  Dia log  juga  harus 
dibezakan dengan perbualan 
kerana dialog merupakan seni 
dalam cerpen. Encik Uthaya juga mendapati banyak 
kelemahan dalam karya peserta. Beliau amat kecewa 
bahawa banyak peserta belum menguasai sepenuhnya 
aspek penggunaan tanda baca dan juga tidak dapat 
membezakan atau menggunakan kata ganti nama.

Selepas ulasan cerpen, sesi dialog diadakan untuk 
pelajar-pelajar yang mempunyai kemusykilan tentang 
penulisan esei dan cerpen. Terdapat pelajar bertanya 
tentang cara menghasilkan karangan yang mempunyai 
pengenalan yang unik. Encik Abang Patdeli  mengatakan 
bahawa penulisan pengenalan perlu ada teknik, asalkan 
tahu cara mengubah struktur keseluruhan ayat atau cara 
menulis untuk mengelakkan pelajar mengikut jejak 
cara penulisan pengenalan yang tetap atau daripada 
karya orang lain. Begitu juga dalam penulisan cerpen, 
pengenalannya juga sama.

Terdapat juga pelajar bertanya tentang penulisan 
cerpen mementingkan gaya bahasa atau ceritanya. Encik 
Uthaya mengatakan bahawa kedua-dua aspek ini sama 
penting dalam penulisan cerpen kerana cerita yang unik 
dan menarik dapat memikat hati pembaca dan gaya 
bahasa diperlukan untuk menyampaikan mesej yang ada 
pada cerita tersebut. Ada pelajar ingin tahu cara pelajar 
bukan Melayu menulis karya yang bernada bahasa 
Melayu. Beliau menjelaskan bahawa sesiapa pun boleh 
menghasilkan karya sastera Melayu yang baik, bukan 
sahaja orang Melayu. Beliau mengatakan bahawa dirinya 
juga bukan orang Melayu tetapi dapat menghasilkan 
karya sastera Melayu yang bagus. Oleh itu, pelajar perlu 
berfikiran positif dan mengubahkan kelemahan kep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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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ebihan. Selepas sesi dialog, tetamu khas, guru-guru 
dan pemenang-pemenang dijemput menjamu selera di 
halaman dewan kuliah besar sekolah.

Selepas berehat, majlis penyampaian hadiah 
diteruskan. Pihak majlis menjemput tuan pengetua sekolah 
iaitu Encik Cheng Ah Swee memberikan ucapan. Beliau 
mengatakan bahawa anugerah ini dapat mencungkil 
bakat pelajar dan perlu diteruskan. Beliau berterima kasih 
kepada pelajar kerana giat mengambil bahagian dalam 
acara yang bermakna ini. Beliau juga berterima kasih 
kepada guru yang telah bertungkus-lumus melancarkan 
Anugerah Kesusasteraan Tsun Jin. Menurut tuan pengetua 
sekolah, Anugerah Kesusasteraan (Bahasa Melayu) Tsun 
Jin telah diadakan buat kali kelima. Acara tersebut telah 
menyebabkan pelajar lebih suka akan Bahasa Melayu. 
Bahasa Melayu merupakan bahasa kebangsaan. Walaupun 
pelajar belajar di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beliau berharap agar pelajar boleh mempelajari Bahasa 
Melayu dan menguasai Bahasa Melayu dengan baik 
supaya dapat bersaing dengan orang lain. Akhir sekali, 
beliau berharap agar pelajar dapat menceburkan diri 
dalam aktiviti Bahasa Melayu untuk meningkatkan tahap 
penguasaan Bahasa Melayu.

Seterusnya,  pihak majl is  menjemput  ketua 
panitia Bahasa Melayu sekolah iaitu Cikgu Goh untuk 
memberikan ucapan. Beliau mengatakan bahawa terdapat 
beberapa perubahan telah dilakukan dalam anugerah 
kesusasteraan tahun ini. Bilangan pelajar yang menyertai 
anugerah kesusasteraan pada tahun ini telah meningkat 
terutamanya dalam kategori esei. Semua pelajar di 
sekolah ini telah mengambil bahagian dalam kategori 

esei. Namun begitu, pihak panitia hanya memilih 30 buah 
karya yang terbaik untuk dinilai oleh panel-panel hakim. 
Selain itu, dalam kategori cerpen tahun ini, pelajar perlu 
menentukan tajuk sendiri berdasarkan sebahagian tajuk 
yang diberikan. Misalnya, tajuk dalam kategori C ialah 
“jika saya ......” manakala tajuk dalam kategori B ialah 
“sehari di......” . Perubahan yang ketiga ialah tahun ini 
pihak panitia telah menjemput panel juri yang mempunyai 
pengalaman dalam penulisan karya Melayu untuk menilai 
karya pelajar. Beliau berharap agar anugerah kesusteraan 
akan terus menuju ke arah kemantapan. Beliau juga 
berasa terharu kerana ada peserta yang telah banyak kali 
menyertai acara ini di samping terdapat juga wajah-wajah 
yang baharu dalam anugerah kesusasteraan tahun ini. 
Guru-guru juga berusaha menjayakan anugerah tersebut. 
Akhir sekali, Cikgu Goh mengucapkan tahniah kepada 
pemenang-pemenang dan berharap agar semua pelajar 
akan terus giat berusaha menceburkan diri dalam bidang 
kesusasteraaan Melayu.

Seterusnya, tiba sesi penyampaian cenderahati 
kepada panel juri. Pihak majlis menjemput   tuan 
pengetua menyampaikan cenderahati kepada Encik 
Abang Patdeli dan Encik Uthaya. Seterusnya, keputusan 
anugerah kesusasteraan diumumkan dan para pemenang 
diminta naik ke pentas untuk menerima anugerah 
tersebut. Pemenang yang memenangi anugerah khas juri 
diminta  memberikan ucapan pendek. Semua pemenang 
dijemput mengambil gambar dengan tetamu khas selepas 
sesi penyampaian hadiah. Majlis penyampaian hadiah  
Anugerah Kesusasteraan Tsun Jin kali kelima tamat pada 
pukul 12.05 tengah hari.

Gambar para pemenang bersama dengan panel hakim, 
Penolong Kanan Sekolah dan guru-guru Bahasa Malaysia。

Dilaporkan oleh: Lau Chan Moi (S3S1) Jurugambar: Yau Yan Yu (J2H)(31-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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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egori A-Cerpen

Hadiah Anugerah Khas Juri:
Kong Yee Chee (J3B), 
Lee Jin Kang (J3G)

Hadiah Cemerlang:
Low Wen Yi (J3B),
Lee Lin Kit (S1C3),    
Kwa Fen Ni (S1C1)     
Hadiah Kepujian:
Nurul Syifa bt Ahmad Yee (S1C1),
Tham Jing Sam (J3B),    
Jonah Lim Jian Hua (S1S2)
Hadiah Sagu Hati:
Ng Yee Cheng (J3A),    
Chooi Di Shan (J3A)

Hadiah Anugerah Khas Juri:
Lau Yu Xuan (J1D),
Chong Ying Yi (J1B)    

Hadiah Cemerlang:
Yiu Chi Hao (J2B),
Lim Woon Ling (J1B),     
Giam Mun Ning (J1A)
Hadiah Kepujian:
Lee Hui Chyi (J2C),
Amanda Lee Xiao Wen (J1C),
Madeline Tay Yu Xuan (J1B)
Hadiah Sagu Hati:
Ying Ke Li (J2B),
Lo Chee Yung (J2B) 

Hadiah Anugerah Khas Juri:
Cheong Ko Ye (S2S1), 
Bernard Low Chun Sun (S2S1)
Hadiah Cemerlang:
Koh Poh Yi (S2S1),
Woo Pui San (S2S1),
Lim Win Yee (S2S1)
Hadiah Kepujian:
Lee Wei Yi (S2S1), 
Chiam Ying (S2S1), 
Wong Wen Wai (S2S3) 

Kategori B-Cerpen

Kategori C-Cer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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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egori A-Sajak

Hadiah Anugerah Khas Juri:
Koh Poh Yi (S2S1),    
Adrienne Lee Luo Lin (S3S1)   

Hadiah Anugerah Khas Juri:
Lim Su Synn (S1S2),    
Law Yee Xi (S1S2)    

Hadiah Cemerlang:
Chong Ay Wei (S1S2), 
Ang Yuan Hao (S1S2), 
Lee Lin Kit (S1C3)     
Hadiah Kepujian:
Chan Rui Qi (S1S2), 
Chu Yi Zhi (S1S2),
Law Pui Yee (S1S2)    
Hadiah Sagu Hati:
Chong Yan Ling (S1S2),     
Tan Kai Sheng (S1S2)

Hadiah Anugerah Khas Juri:
Chan Jian Peen (J1F),    
Celine Choo Huey Yin (J1B) 

Hadiah Cemerlang:
Lau Yu Xuan (J1D)
Madeline Tay Yu Xuan (J1B), 
Mun Zhen Shang (J2D), 
Hadiah Kepujian:
Tan Yeow Hooi (J2B), 
Lim Xi Ying (J1C),
Loke Ting Jun (J1F)
Hadiah Sagu Hati:
Choi Zhi Chuan (J2B), 
Tan Jue Ying (J2D)

Hadiah Cemerlang:
Chee Song Hao (S3S3), 
Bey Boon Kai (S3S3),     
Shia Shing Yi (S2S1)     
Hadiah Kepujian:
Chew Yew Feng (S3S3),     
Chiam Ying (S2S1),     
Chin Yuee Wen (S3S1)     
Hadiah Sagu Hati:
Lee Wei Yi (S2S1),     
Woo Pui San (S2S1)  

Kategori B-Sajak

Kategori C-Saj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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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egori A-Esei

Hadiah Anugerah Khas Juri:
Lee Lin Kit (S1C3), 
Koh Chen Yang (J3D)   

Hadiah Cemerlang:
Lim Jing Yee (S1S1),
Nurul Syifa bt Ahmad Yee (S1C1),   
Lee Hui Tian (J3C)
Hadiah Kepujian:
Tan Li Wen (S1C2),    
Wong Joan (S1C2),     
Wong Ling Yuan (S1C3)
Hadiah Sagu Hati:
Pua Si Jin (J3A),    
Ang Sea Yen (S1C3)

Hadiah Anugerah Khas Juri:
Wong Shy Yun (J1D),    
Lau Yu Xuan (J1D)    

Hadiah Cemerlang:
Adrian Lee Luo Yi (J2D), 
Thai Zhi Xin (J1D),     
Yong Shu Wen (J2D)    
Hadiah Kepujian:
Tan Jue Ying (J2D),     
Ying Ke Li (J2B),     
Ng Zi Cheng (J1F)     
Hadiah Sagu Hati:
Chin Hui Yee (J2C),     
Joanne Ngai Shi Ying (J1B)

Hadiah Anugerah Khas Juri:
Hee Voon Choon (S2C2),
Liew Kai Xuan (S2C2)     

Kategori B-Esei

Kategori C-Esei

Hadiah Cemerlang:
Adrienne Lee Luo Lin (S3S1),
Koh Poh Yi (S2S1),
Yee Jhia Xin (S3S1)
Hadiah Kepujian:
Vanensa Khoo (S3S2),
Low Jiun Yang (S3S1),
Wong Wen Wai (S2S3) 
Hadiah Sagu Hati:
Khor Zhi Xin (S3C4), 
Chia Pei Shin (S3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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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课表扬大会

循人中学联课处于2012年11月2日（星期
五）在循中大礼堂举办了2012年度联课表扬大
会。各班班导师于7时30分在班上点名，之后同
学们也陆续到各自的学会团体集合地点集合，准
备进入大礼堂出席联课表扬大会。

曾贤瑞校长：
喜 欢 联 课 的 前 提
是要先搞好学业

在司仪同学的开
场白后，曾贤瑞校长
在 致 辞 时 劝 诫 同 学
们，虽然循中很注重
联课活动同学们的表
现，但在专注于联课
的同时，最基本的学
业还是很重要的，希

望同学们能做到学业与联课并重。此外，校长在
此感谢一年来为联课活动操心的各学会顾问老
师，并祝大家假期愉快。

接 下 来 ， 教 务 处
主任罗洪贤副校长为
学艺竞赛培训队总结
报 告 。 罗 副 校 长 表
示，在青少年发明与
科技创新比赛中，虽
然今年的各学校都开
始重视这两个比赛，
使循中的优势较少，
但却依然获得标青的
成绩。另外，在华语
辩论比赛中，学校发
现辩论队出现了青黄
不接的情况，希望新一代的辩论队员要加油努
力。值得一提的是，在英文辩论比赛中，辩论队
员们都表现不俗，获得冠军奖。

报道：陈善漪 (J2D）、黄歆惠（J3E） 摄影：蔡嘉腾（J3I）、张銘正（J3I）（2-11-2012）

联课表扬大会的举办目的顾名思义是为了表扬优秀的学

会团体与团员。除此之外，联课表扬大会也让同学们明白学校

的教学方针不只是要同学们读死书，组织能力、办事效率、做

好领导与被领导的角色也是必须学习的。”
接着，联课处主任刘伟

民 老 师 为 联 课 活 动 总 结 报
告。刘老师指出，在平时评
鉴的分数中，有31个学会团
体进步，11个团体退步了。
而在年终评鉴中，有38个团
体进步了，相对的也有4个
团体退步。今年联课团体最
高成就奖有174人申请，102

人得奖。此外，今年的最佳执委奖竞争激烈，候
选人们都必须十分熟悉本身的业务才能脱颖而
出。刘伟民老师在最后希望各学会在进行任何活
动时可以做好细节部分的工作，因为做好每一个
细节、每一件小事，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最后由体育处助理汤翠
婷老师进行体育处汇报，并
颁发了学艺竞赛表现优异奖
与体育竞赛表现优异奖。紧
接着，颁发联课活动表现优
异奖。联课活动表现优异奖
包括了成果汇报之壁报设计
比赛成果汇报之现场汇报竞
赛、成果汇报之现场汇报
Ppt.奖；个人表现优异奖之最高成就金奖、银奖
与铜奖；最佳主席、查账、财政、秘书与、最佳
进步团体奖、优秀团体奖、最佳团体奖以及最佳
团体精神奖。

最后，联课处主任刘伟民老师宣布联课表扬
大会结束，同学们都各自回到班上，并在班导师
进行点名后放学。这次的联课表扬大会虽然与以
往的表扬大会都大同小异，但也肯定了各学会团
体顾问、执委与会员一年来的努力，并成诺明年
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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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主席：

曾淑筠
（男女童军团）

最佳财政：

钟欣如
（合唱团）

最佳查账：

蔡尚骏
（学生警察团）

最佳秘书：

何淑鑫
（舞蹈团）

个人表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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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团体奖

学生警察团

圣约翰救伤队

戏剧研究会

顾问老师：李美兰、张慧容、罗康豪

主席：周咏辉（S3C4）

顾问老师：周依霖

主席：林可君（S3S1）

顾问老师：王碧梅、张静雯、徐亦里

主席：曾孟元（S3S1）

合唱团

顾问老师：陈长夷、黄敏俐

主席：黄克礼（S3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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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团体奖

管乐团

顾问老师：李婉媚、叶抒蕙

主席：刘彦君（S3S2）

华乐团

顾问老师：梁伟豪、黄光麟

主席：魏瑾莹（S3S2）

中华武术团

顾问老师：谢碧娥、汤翠婷

主席：李庭纬（S2C2）

舞蹈团

顾问老师：卢忠杰、李安琪

主席：郑子欣（S3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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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团体奖

二十四节令鼓

顾问老师：李国兰、吴天耀

主席：邱丽玲（S2C5）

男女童军团

顾问老师：罗洪贤、詹文龙、李秋云

主席：曾淑筠（S3C2）

最佳进步奖

物理学会
顾问老师：麦淑燕

主席：陈凌希（S3S2）

最佳精神奖

圣约翰救伤队
顾问：王碧梅、张静雯、徐亦里

主席：曾孟元（S3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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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汇报比赛 

特优奖：舞蹈团

优秀奖：戏剧研究会 优秀奖：圣约翰救伤队 优秀奖：男女童军团

特优奖：中华武术团

联课成果汇报竞赛奖

壁报设计比赛 

特优奖：管乐团

优秀奖：圣约翰救伤队 优秀奖：男女童军团 优秀奖：合唱团

特优奖：戏剧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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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团体奖

摄影学会

顾问老师：罗碧云

主席：郭哲豪（S2S3）

学长团

顾问老师：林明义、林卉、徐宝云

主席：朱嘉慧（S3S1）

旅游学会

顾问老师：李秀珍

主席：吴姵霓（S3C2）

跆拳道学会

顾问老师：郑石燕

主席：张俊耀（S3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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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团体奖

扯铃队

顾问老师：杨灵秀、傅进发

主席：林宇宁（S3C5）

吉他学会

顾问老师：谢德捍

主席：苏慧平（S3S2）

舞台技术研究社

顾问老师：朱清祥

主席：余静颖（S3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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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表现最高成就奖

舞蹈团：郑子欣（S3C4）
扯铃队：林宇宁（S3C5）
华乐团：魏瑾莹（S3S2）、郑文意（S3C4）
管乐团：刘彦君（S3S2）、叶于绮（S3S1）、陈峏妤（S3S2）
学长团：朱嘉慧（S3S1）、余嘉欣（S3S1）、叶艺勤（S3S1）、陈彦蓉（S3S1）
合唱团：黄克礼（S3S2）、吴家阳（S3C2）、李冠踊（S3C5）、李淑美（S3C2）
戏剧研究会：林可君（S3S1）
男女童军团：曾淑筠（S3C2）、何伟翔（S3C4）、姚姿汝（S3C4）
学生警察团：罗子贤（S3S3）、周咏辉（S3C4）、蔡尚骏（S3S3）
圣约翰救伤队：曾孟元（S3S1）、廖慧渲（S3S2）、林烈辉（S3S2）、陈栋霖（S3S2）
舞台技术研究社：余静颖（S3C2）、罗煜扬（S3C1）

金奖

汇报 PPT 制作比赛 
特优奖：中华武术团、舞蹈团

优秀奖：男女童军团、学长团、华乐团

联课成果汇报竞赛奖

颁奖人：丁学外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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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表现最高成就奖

银奖
合唱团：杨慧慧（S3S1）、宋依龄（S3C3）、
 钟欣如（S3S2）
华乐团：陈振鸿（S3S2）、云筱瑞（S3C5）、
 苏嘉骏（S3C1）、杨俐璇（S3C5）、
 许一凡（S3S1）、杨衍禧（S3S1）、
 李佶霖（S3S2）
管乐团：钟乐欣（S3S2）、陈佳愿（S3C2）
舞蹈团：朱慧筠（S3C4）、苏慈恩（S3C3）、
 陈彦龄（S3C5）
学长团：杨振权（S3S1）、吴雪琦（S3S1）、
 包伟骞（S3S1）
扯铃队：翁倩薏（S3S3）
吉他学会：苏慧平（S3S2）
物理学会：陈凌希（S3S2）
生物学会：黄琳荔（S3S1）
数学学会：郭小敏（S3C2）
日语学会：彭佩琪（S3S3）

历史学会：蔡常晋（S3C1）
口琴学会：陈淑佳（S3S3）
棋艺学会：陈哲信（S3S1）
摄影学会：廖慧莹（S3S3）
旅游学会：吴姵霓（S3C2）
烹饪学会：谢佩心（S3C5）
学生警察团： 张家乐（S3S3）
跆拳道学会： 丘廷升（S3S1）、
 张吉祥（S3C5）
男女童军团： 陈抡杰（S3C4）、
 饶艺君（S3C5）
圣约翰救伤队： 陈嘉文（S3C2）、
 吴炳豪（S3S3）
舞台技术研究社：李雯雯（S3C1）
学长团/书法学会：邱沁怡（S3S2）
学长团/国文学会：杨媄菱（S3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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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表现最高成就奖

銅奖
扯铃队： 林熙洺（S3C3）
学长团： 曾铃仪（S3S1）、李依霖（S3S2）、
 林迦慧（S3C1）、黄俊铭（S3S2）
合唱团： 蔡康哲（S3C5）、苏罕雅（S3S1）、
 陈晓慧（S3C2）、廖莅镐（S3S3）
花艺学会：廖侦妤（S3C2）
日语学会：张雨恩（S3C2）
国文学会：黄志豪（S3C5）
编辑小组：刘俊阳（S3S1）
商科学会：丘凯文（S3C2）
美术学会：卢洁盈（S3C4）
漫画学会：张育菱（S3C1）
旅游学会：卢毅仁（S3S3）
棋艺学会：覃振霖（S3S2）、李威乐（S3S2）
吉他学会：林羽健（S3C5）、郑欢心（S3C1）

戏剧研究会：关彩恩（S3C5）
图书馆服务团：詹谦（S3S2）
舞台技术研究社： 陈嘉敏（S3C1）、
 郑汶静（S3C3）、
 蔡雁仪（S3C4）、
 黄佩琦（S3S3）、
 覃权俊（S3C3）
学长团/小提琴队：傅嘉正（S3S2）
学长团/地理学会：吴琪盈（S3C1）
学长团/国文学会：黄立善（S3C2）
学长团/编辑小组：李瑞盈（S3C1）
学长团/商科学会：曾晓慧（S3C2）
学长团/图书馆服务团：陈紫仪（S3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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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业

礼
  循人中学于2012年11月9日早上9点，假本

校大礼堂举行高中第49届暨初中第56届毕业典
礼。当日早上7点时，校园已经出现了人潮，除
了高初中毕业生外，本校董事长黄仕寿先生及董
事成员、校长、校友会执委、家联会理事、全体
教师及家长也踊跃出席观礼，令毕业典礼充满了
欢乐喜悦及离别的感伤。

毕业典礼于10时准
时开始，唱完国歌及校
歌后，由本校董事长黄
仕寿先生致词。黄董事
长呼吁高中毕业同学，
在循中的六年求学光阴
中，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和伦理教育，度过了多
姿多采的中学生活。在
学 校 的 母 语 教 育 熏 陶
下，吸收了精深博大的

中华文化精髓，掌握基础的现代科学知识，毕业
后不论是继续深造或服务社会，一定要追求更高
的学问，为真善美的人生奋斗终生。

       
毕业生的人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面对

总总的挑战时，要在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不

要轻言放弃，更需要脚踏实地的积极进取的态度
和不屈不饶的精神面对逆境。他也劝请，毕业生
要时时刻刻记得"成人成才、自强不息"的教导，
以"诚、爱、忠、毅"的态度处事待人，不辜负师
长的期望及栽培之恩。

接 着 由 本 校 曾 贤
瑞校长致词，校长表
示希望毕业生们能够
在毕业后继续深造，
并保持着高度的学习
热诚，以让自己拥有
更强的能力面对未来
的挑战。他说“学习
不怕慢，只怕停顿，
家境不好的同学们也
不应气馁，我相信凭着大家在循中所学到的知
识，一定可以克服困难，继续升学。”

今年，本校共有914名高初中学生顺利毕
业，为本校创下新的历史纪录。校方并颁发奖状
给予全年表现成绩优秀的学生，其中共有3名在
学习、团队表现、活动比赛等各方面极为优异的
高三毕业生被选为杰出毕业生。

在颁发毕业证书前，大会安排毕业生代表宣
读毕业感言。毕业生藉此机会回顾中学生涯的画
面，也向学校、教师及同学们表达感激，令在场
的毕业生热泪盈眶，场面温馨及感动。最后毕
联会捐出8万令吉给予学校，作为本校的贷学基
金。

最后，全体合唱<前进吧!循中>，让毕业典
礼圆满落幕。毕业生更赶紧的与同学们及家长们
合照，纪录下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未来各分东
西，但友谊长存。在此祝福毕业生们：展翅高
飞、鹏程万里。

高
中

初
中

报道：杨俊伟师  摄影：李銘正（J3I）（9-11-2012）

毕联会捐助 8 万令吉，作为本校贷学基金



33

我们友谊万岁 ~~

别哭啦。

前

程

万

里

展

翅

高

飞

父

母

参

加

毕

业

礼

享

受

孩

子

的

喜

悦

能

顺

利

中

学

毕

业

是

父

母

心

中

安

慰



34

学艺竞赛表现优异奖

周镇鸿（S3S1)、陈振鸿（S3S2)、

刘璞（S3S1)、梁可欣（S3S3）、

叶政亨（S3S3）

颁奖人：蔡新贵董事

杰出运动员奖
郑裕祺（S3S1)

优秀运动员奖
吴隆辉（S3S3)、覃俊邦（S3S3)

颁奖人：陈松青董事

毕业班同学与尊爱的

老师们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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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最佳成绩奖 ( 高中 )

华文：苏嘉骏（S3C1）

国文：李络琳（S3S1）

体育：谭咏皓（S3C4）

数学：谢佩心（S3C5）

电脑：陈迪贤（S3C5）

化学：郑裕祺（S3S1）

书法：陈峏妤（S3S2）

美工设计：李立祥（S3C5）

科学实验：陈章佑（S3S2）

基本会计：王泽轩（S3S2）

商业学：宋依龄（S3C3）

英文：刘彦君（S3S2）、陈凌希（S3S2）

美术：陈泳诗（S3C5）、郭小彤（S3C5）

音乐：陈彦龄（S3C5）、林羽健（S3C5）

经济学：黄芷文（S3C1）、杨芷褣（S3C1）

社会时事：郭慧盈（S3C1）、许封龙（S3C1）

历史、簿记与会计学：黄志豪（S3C5）

力学、生物、物理、高级数学：周镇鸿（S3S1）

英文：莫靖萱（J3B）

国文：许政扬（J3D）

综合科学：黄沛棋（J3B） 

华文、PMR 历史：曾繁安（J3C）

数学、PMR 数学：张嘉育（J3C） 

美术：张家仪（J3D）  

体育：陈召夆（J3D）

PMR 生活技能 、PMR科学：李千红（J3C）

地理、历史、PMR 地理：黄怡晴（J3A）

各科最佳成绩奖 ( 初中 )

彭国巡董事与得奖同学合照

张忠超董事与领奖同学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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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表现优异奖

杰出服务奖
学长团：朱嘉慧（S3S1）、陈彦蓉（S3S1）、叶艺勤（S3S1）、余嘉欣（S3S1）
学警团：蔡尚骏（S3S3）、罗子贤（S3S3）、周咏辉（S3C4）
司仪服务：罗镁渲（S3S1）、邝家伟（S3S3）、杨芷褣（S3C1）、梁爱琳（S3C5）
男女童军团：曾淑筠（S3C2）、何伟翔（S3C4）、陈抡杰（S3C4）
圣约翰救伤队：曾孟元（S3S1）、廖慧渲（S3S2）、陈栋霖（S3S2）、林烈辉（S3S2）
舞台技术研究社：罗煜杨（S3C1）

优秀服务奖
学长团：曾铃仪（S3S1）、谢恺媛（S3S1）、吴雪琦（S3S1）、吴镇邦（S3S1）、包伟骞（S3S1）、杨振权（S3S1）、詹谦（S3S2）、
 黎燕怡（S3S2）、李依霖（S3S2）、邱沁怡（S3S2）、傅嘉正（S3S2）陈伟洛（S3S2）、黄俊铭（S3S2）、杨亨亮（S3S2）、
 许晓丽（S3S3）、吴琪盈（S3C1）、李瑞盈（S3C1）、林迦慧（S3C1）、谭欣琳（S3C1）、黄立善（S3C2）、
 曾晓慧（S3C2）、余静娴（S3C3）、陈紫仪（S3C5）、杨媄菱（S3C5）
合唱团：苏罕雅（S3S1）、杨慧慧（S3S1）、钟欣如（S3S2）、黄克礼（S3S2）、廖莅镐（S3S3）、许封龙（S3C1）、陈晓慧（S3C2）、
 李淑美（S3C2）、谢嘉欣（S3C2）黄彦颖（S3C2）、吴家阳（S3C2）、张美莉（S3C3）、宋依龄（S3C3）、彭序丰（S3C3）、
 叶文盈（S3C4）、李冠踊（S3C5）、蔡康哲（S3C5）
管乐团：陈毓慧（S3S1）、叶于绮（S3S1）、何于评（S3S1）、刘振鸿（S3S1）、陈峏妤（S3S2）、钟乐欣（S3S2）、刘彦君（S3S2）、
 陈宥盛（S3S3）、申正阳（S3C1）、林淑婷（S3C2）、陈佳愿（S3C2）、曾令祥（S3C2）、吴凯旋（S3C3）、傅春微（S3C3）、
 叶丽杉（S3C5）
华乐团：许一凡（S3S1）、杨衍禧（S3S1）、魏瑾莹（S3S2）、苏嘉骏（S3C1）、郑文意（S3C4）、云筱瑞（S3C5）、杨俐璇（S3C5）
舞蹈团：郑子欣（S3C4）、陆敏莉（S3C5）、陈彦龄（S3C5）
扯铃队：林宇宁（S3C5）
学警团：张家乐（S3S3）
司仪服务：李络琳（S3S1）、赖凯欣（S3S2）
华语辩论培训队：冯凯琳（S3S1）、刘璞（S3S1）、梁可欣（S3S3）、叶政亨（S3S3）
圣约翰救伤队：吴炳豪（S3S3）、陈嘉文（S3C2）、杨明俐（S3C4）
中华武术团：全业铃（S3C3）、黄映真（S3C5）、容孜毅（S3C5）
廿四节令鼓：谭筱颖（S3C3）
男女童军团：郑子龙（S3C3）、姚姿汝（S3C4）、饶艺君（S3C5）、聂玮伦（S3C5）
戏剧研究会：林可君（S3S1）、关彩恩（S3C5）
舞台技术研究社：黄佩琦（S3S3）、李雯雯（S3C1）、陈嘉敏（S3C1）、余静颖（S3C2）、潘文康（S3C2）、郑汶静（S3C3）、
 覃权俊（S3C3）、蔡雁仪（S3C4）

陈松青董事与领奖同学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