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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河 公 寓

燒馬鈴薯加點醋

JINHOLD SERVICE APARTMENT
古晉：砂拉越古晉桑路Song Road, MTLD,
第11座第15958洛
enquirieskuching@jinholdapartment.com.my

JINHOLD APARTMENT HOTEL

美里：Lot No. 2160, Jalan Bulatan , Block 4,
MCLD, Taman Piasau Indah,
民都魯：Lot 7920, Along Jalan Tg Batu, Block 31,
98000, Miri.Sarawak.
Kemena Land District 97000 Bintulu, Sarawak.

Tel: 085-660 555 Fax: 085-660 888

醒
貼心提

enquiriesmiri@jinholdapartment.com.my

Tel: 086-318 333 Fax: 086-318 339

全面裝飾及設施完整的公寓

enquiries@jinholdapartment.com.my

出租

(月計或每天計)

保健小常識

生活路上 我們與您一起走……

金河公寓酒店

Tel:082-368855, 370888 Fax:082-360888

燒馬鈴薯或牛肉時，加點醋較容
易燒酥。

公寓款式：1房、2房或3房式

詩巫省獨中董聯會“網站推介儀式、推展獨中招生活動儀式及獨中未來走向圓桌會議”

Website:www.jinholdapartment.com.my

我們提供24小時接待室，保安，中央閉路電視系統及其他預約的服務需求。

張曉卿：全球客觀環境強力推動

8320820-5LKN

客廳及睡房全套式冷氣設備，彩色電視，DVD機，IDD電
話，免費寬頻Streamyx設備，基本廚房器具，冷熱水系
統，健身室，供用洗衣機及烘乾機設備。

獨中教育迎來新機遇
詩巫省獨中董聯會主席張曉卿：獨中
教育經過數十年的堅持與奮鬥、考驗和挑
戰、開拓與發展，已經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機
遇和希望。當越來越多人看好選擇獨中教育
的時候，詩巫家長能再無視現實的改變嗎？

訪5獨中交流建議
詩

巫省華文獨中董聯會於8月8日、
11日及12日到詩巫5間獨中訪問
與對話交流，校務兼監學組將各校對師資
培訓、統一辦學規定、孔誕教師節晚宴所
提出的建議整理如下：
在統一辦學規定方面，公教中學教師
建議班級學生人數以30至35人為准，教師
每周教課25節、聘請科學實驗室助理，至
於光民中學教師則建議不超過12位學生不
應開班，若董事開班，不受董聯會津貼。
師資培訓方面，光民中學教師建議成
立師資培訓組來培訓詩巫5間獨中教師、
建議董聯會和董事會贊助教師攻讀學校管
理的碩士課程來培訓獨中校長、培訓課程
按教師所需，以及探討舉辦獨中校長培訓
課程、各間獨中教師共同資源分享來共享

教學經驗。
光民、黃乃裳與公民中學教師建議將
師資培訓津貼從原有每位教師300令吉增
至600令吉。建興、黃乃裳及公民中學教
師獻議與董總協商，在詩巫本地辦培訓課
程，如班級經營管理、輔導及教育專業培
訓等，建興與公民中學教師建議常常舉辦
每科科目的培訓課程如英文、輔導、藝術
性活動如手工的培訓課程；至於公民中學
教師則建議每參加一項培訓課程，教師可
加薪50令吉，因為國中教師參加培訓也有
加薪。
在孔誕教師節晚宴，公教中學教師建
議晚宴由董聯會自行承辦，而非讓各校輪
辦，另外，長期服務獎申請之年資計算到
8月31日止不符大馬國情。

獻議6方法招生

（詩巫4日訊）詩巫省獨中董聯會主席丹
斯里張曉卿爵士指出，獨中教育經過數十年的
堅持與奮鬥、考驗和挑戰，開拓與發展，已經
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希望。當越來越多人
看好選擇獨中教育的時候，詩巫家長能再無視
現實的改變嗎？
他今早在詩巫省華文獨立中學董事聯合會“網
站推介儀式、推展獨中招生活動儀式及獨中未來走向
圓桌會議”上致詞時說，獨中教育，注重強調人格教
育、道德教育、紀律教育和文化教育，這是教育的核
心價值，也是獨中辦學的傳統與特點。
“如果教育只提供文憑和分數，這不是教育，因
為教育是授人智慧、修養和愛心，教育是教人孝敬父
母、友愛家人和尊師重道。”
張曉卿認為，獨中生所以漸漸成為一種品牌、一
種價值，除了優越的數理學術成績，更重要的是獨中
生的人格修養，是為人做事的勤奮吃苦和積極進取的
生活態度。
“未來，我們不缺可以考取好成績
的學生，但我們缺乏的是有品德、
有文化、有修養、有正義和有感
恩的新一代。”

強調人格文化教育
張曉卿表示，國中擁有
強大的教育資源，一切按政
府的教育思路、教育系統

辦事，獨中則有自己另一套的教育系統，除了傳授知
識，特別強調人格與文化教育。
“兩套教育系統的比較，不在誰好誰不好，而
在於哪一種教育，將來更適合社會，也更適合你的兒
女？”
西馬獨中生不斷增加，張曉卿認為除了中國崛起
帶來的教育新格局與新潮流外，更重要的，獨中教育
機制本身的優點和價值，在政府教育政策朝令夕改的
對比中，已經得到越來越多華裔家長的接受和肯定。
“再說，明年2012年進入國中的學生，又要走回
國語教數理的老路，而且到了2014年，也取消了初中
文憑考試。換句話說，對明年即將升入中學就讀的學
生來說，又是一次教育的大轉折和大改變，這真是叫
學生家長憂慮難安，也叫學生在取消會考後的新教育
制度下，不知該如何適應與學習？”

朝成功發展之路邁進
張曉卿指出，獨中教育經過數十年的堅持與奮
鬥，經過數十年的考驗和挑戰，也經過數十年的開拓
與發展，它的確已經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希望。
“獨中教育的展翅高飛，已經不再是你我主觀的
想望，而在於全球客觀環境的強力推動和促成。”
張曉卿說，西馬華裔大企業家，如楊忠禮、李深
靜及鍾廷森等對獨中教育的支持，親自出任獨中董事
長，更說明了獨中教育朝向成功發展的必然之路。
“當越來越多人看好選擇獨中教育的時候，詩巫
家長能再無視現實的改變嗎？”

董聯會青黃不接

這一代后，似乎后繼無人
了。”
許守良在“獨中未來
走向圓桌會議”上發言時
表示，在招生方面，獨中
應與各華小及詩巫華人教
師公會配合，因為唯有通過校長，獨中的招生
才能獲得更好的響應，而詩巫與加帛省華小董
聯會也樂意從旁協助。
他說，獨中董聯會必須在師資培訓及提升
教師薪金方面下功夫，因為若教師們的待遇欠
佳，將會影響培育學生的工作。

許守良：需年輕人參與
詩巫與
加帛省華小董聯會
主席許守良認為有
必要喚醒華社年輕
一輩，讓他們對發
揚母語教育有一定
的承擔。

詩巫與加帛省華小董聯會主席許守良認
為須喚醒華社年輕一輩，讓他們對發
揚母語教育有一定的承擔。
他指出，不論是獨中董聯會或是華小董聯
會的領導層都面對著青黃不接的現象。
“老一輩的人對中華文化有一份執著及熱
忱，付出許多心血來維護母語教育，但從我們

巫省華文獨中董聯會與5間獨中進行訪問和對話交流
詩后，建議透過新聞媒體、招生講座會／文娛晚會、校
董／校友、華小董聯會／華小、獨中之聲、網絡和其他管道招
生。
在新聞媒體方面，各獨中認為，獨中教育的特點，統考文
憑價值、各校學術、課外活動成績等，需要透過報章作宣傳，
深入人心，董聯會應出面商請報社給好的版位 ，圖文並茂，提
高華社對獨中的認識。
各校吁請報章媒體處理獨中的宣傳時，版面要大及彩色，
內容要豐富；宣傳世界各大學承認獨中和提供獎學金的新聞；
採訪獨中成功人士。
至於招生講座會／文娛晚會，各校認為可舉辦招生講座
會，如獨中生升學之路，對象是家長；獨中舉辦招生文娛晚
會，可邀請知名歌星助陣。
校董董／校友也可對招生做出貢獻，董事受促加入家訪行
列；鼓勵董事及校友將子女送獨中就讀。
各獨中認為，華小董聯會應支持獨中的招生工作；華小應
開放門戶給獨中招生。當獨中有舉辦活動時，華小教師應鼓勵
學生參加；學校舉辦小六生活營，可增加趣味性活動，使小六
生對獨中有好感，同時也可添加激勵性的講座。
各獨中可分發《獨中之聲》給各華小；《獨中之聲》的資
訊可刊登在報章上。
各獨中可透過網上招生；加強電子媒體的宣傳。
其他方面的宣傳，可提高獨中生就業機會；鼓勵社會人士
／社團領養貧窮的獨中生，包括伊班裔學生；只要辦出獨中品
牌出來，不愁沒有學生到獨中就讀；而收費、師資、設備、學
生表現、紀律及校風是家長考慮的因素。

左起為詩巫獨中董聯會策劃組主任王春斗、公民中學校長許桂彬、建興中學校長黃妃、光民中學校長許忠萍、黃乃裳中學副校長
盧友雄、公教中學校長鄭文牘修士、公教中學董事代表陳為文博士、光民中學副董事長拿督楊祖快、建興中學董事長張錦興、公民中
學董事長甲必丹馮大盛、黃乃裳中學董事長天猛公劉利民、張曉卿、秘書長兼籌備會主席江宗渺、詩巫省華人社團聯合會會長劉乃好、
詩巫中華工商總會副會長蘇德旗、詩巫與加帛省華小董聯會主席許守良、詩巫華人教師公會主席鄭尚魁、詩巫留台同學會署理主席羅仁
山、詩巫南大校友會代表黃平心、詩巫獨中校友聯合會主席孫忠全、詩巫獨中董聯會財政李孔森爵士及宣教組主任李孔捷為“獨中招生
活動”主持推展儀式后合影。 “獨中未來走向圓桌會議”現場。

系列活動招生
配合今年9月至12月的招生活動，
詩巫省華文獨中董聯會為本地5
間獨中精心策劃系列項目，包括3場招生
文娛晚會、專題講座、常識比賽、獨中海
報設計比賽、孔誕教師節晚宴、報章媒體
宣傳及詩巫省獨中董事交流會。
配合招生活動，第三省校友聯合會將
於小六生考完評估考試之后，舉辦常識比
賽。

招生活動工作計劃
9月
9月24日（星期六）
9月30日（星期五）
10月中旬
10月中旬
10月中旬
10月中旬
10月下旬
11月
11月20日（星期日）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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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中之聲》第十一期出版
2011年孔誕教師節晚宴
2011年獨中海報設計比賽
招生文娛晚會（公民中學）
招生文娛晚會（光民中學）
招生文娛晚會（建興中學）
報章媒體專題採訪：獨中生成功例子
專題講座：獨中生的前景與出路
告家長書─刊登於各報章
詩巫省獨中董事交流會
報章媒體介紹詩巫各間獨中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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