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bsite: http://www.hinhua.edu.my   E-mail: hinhua@hinhua.edu.my 

郑其恩（初三忠）报导 
 

5月29日（星期五）是我校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是
天文台开幕暨天文教育中心的揭幕礼。 

今年是“全球天文年”，能够在全球庆祝天文学和它对

社会、文化、教育所带来的贡献的活动上为天文教育中心举

办开幕礼，并邀请到台湾全球天文年活动总召集人孙维新教

授一同主持开幕，马来西亚槟城理科大学黄召仁博士前来指

导水火箭制作与发射，我国天文学者、专家友好莅临支持，

及由师生共同筹备的系列天文活动，其意义尤其显得重大。 

我的宇宙，我来探索 

这一天，我校也邀请了五大机构和友校参与其盛。坐满

约有2800位师生和来宾的“朝阳堂”充满朝气。 天文台开幕
仪式一开始的《2009年全球天文年》宣传短片，精致的天文
照片和震撼的音效把大家的注意力都拉到了台上的白幕。声

声惊叹后，两位天文学会会员郑其恩（初三忠）和谢昭琪

（初二孝）以对话的方式，为大家讲述主题为“我的宇宙，

我来探索！”的“全球天文年”缘起，并介绍其所纪念的意

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的生平和他对科学的贡献。 

此外，合唱团与管乐团通过歌声和乐声让观众感受

科学发现的欣喜，也体现“全球天文年“的教育功能。 

用歌声、乐曲说天文 

合唱团呈献“全球天文年“的主题曲——《站在巨

人的肩膀上》（Shoulders of Giants），歌词中提到了
伽利略的天文发现，包括木星的四颗卫星、月表的陨石

坑等。合唱团以清唱的方式，配合动作，让观众走入时

光隧道，去感受伽利略用望远镜指向太空的400年前的
世界。 

另外，管乐团及合唱团呈献改编自《行星组曲》

（The Planets）的《木星》，这首曲子也称为“欢乐
的使者”，是七个乐章中最为人知的一首。 

《行星组曲》是瑞典裔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于

1914～1916所作的管弦乐组曲。全曲由七首乐曲组
成，分别以七颗行星的名称为标题：火星、金星、水

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除了地球和当时还

董事、家长、校友、师生与嘉宾齐在“兴华天文台”前留下历史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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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人类所知的冥王星外，太阳系的行星都在

这部作品中得到了表现。 

乐曲中展现了欢欣鼓舞、汹涌澎湃的情

感，管乐团的演绎加入合唱团的和声，使乐曲

的情绪更饱满，洋溢着庄严崇高、纯净虔诚的

气氛，整首乐曲在辉煌华丽中，以欢乐颂歌的

曲调结束。此外，刘美娥师也特别按照这首乐

曲的旋律制作了与曲子长短一致的木星影像合

成短片配合播放。 

兴华天文教育一路走来 

我校天文教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启

后须有承前的基奠，我校天文教育滥觞于80年
代，仪式上，刘美娥师以当年学生的身份娓娓

道出1986年因哈雷彗星回归，我校学生主动开
展天文活动的那段历史；90年代后的天文教育
发展则由地理科教研组组长及天文学会总负责

老师翁明娇师与大家分享。（详见第5页“兴华
天文教育发展纪要”） 

杨董事长：有利于认识地球与人类的未来 

在亮灯仪式前，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

忠礼博士致词时表示，我校能够在这具有历史

意义的天文年，为筹划多年的兴华天文台举行

开幕礼，并由在籍学生和老师呈现对天文学习

的体会和心得，其意义尤其显得重大；能够在

这特殊的日子，邀请到台湾大学著名天文物理

专家孙维新教授以及我国天文学者、专家友好

莅临支持，更是我校的荣幸。 

他说，为了满足学子们求知的欲望和支持

学校落实全面教育的理想，董事会决定筹设天

文台。 

杨董事长指出，现代学

生应该具备基础的天文知

识，在人类肆意破坏这大自

然的当儿，引导年轻学子观

测星空和探索宇宙；不但有

利于认识地球与人类的未来,
且对年轻心智的开发更有着

极其正向和重要的意义。 

杨董事长续称，教育决

定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与命

运。我们相信，教育视野的

开拓有助于建立一个更为宽

广的知识体系，而这将和我

们的下一代怎样看世界有着

密切的关系。 

亮灯仪式 

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便是

亮灯仪式。由杨忠礼董事长、颜振聪副董事及

台湾大学物理系与天文物理研究所孙维新教授

主持。此部分是由电机电子工程班同学及老师

协作设计，其设计概念是由三位主持人同时按

下手中操作钮，台上背景的天文台星型标志便

文接封面 

会亮起灯，这是由近3000个发光二极体
（LED）灯组成的星型标志，会根据电
板的程式设计闪烁组合出各式各样的造

型。可惜的是，在亮灯的那一刻，星型

标志没有亮起来，尽管负责同学已在找

着问题所在，然而，为不影响接下来的

天文教育中心揭幕仪式的进行，在司仪

介绍完天文台标志及天文台开幕短片

后，来宾便离席前往教学大楼顶楼。此

刻，负责同学找到问题在于插座内部断

线，并及时进行抢救，终于，未解散的

全体同学有机会 目睹了这颗“星”

的 风 彩。据 了 解，学校准备日后

将此星型标志挂 于天文教育中心

以 资 纪 念。  

合唱团以清唱配合动作呈献“全球天文年“主题曲——《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 

这是一场三合一的演出。管乐团、合唱团和短片播放，让大家以听
觉与视觉去感受改编自《行星组曲》的《木星》。 

杨董事长：教育视野的开拓有助于建立一
个更为宽广的知识体系。 

兴华天文
台标志。 

“星”的
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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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大
幅四季星
象图与认
星歌让我
们更易掌
握天上的
星 星 位
置。 

右 图 ： 郑 其 恩 同 学
（右）在为董事、嘉宾
们讲解天文教育中心的
设施。图为杨忠礼董事
长（左二）与大家的互
动。 

下 图 ： 朱 彦 璋 同 学
（左）向来宾们解说16
寸口径米德天文望远
镜。 

9时30分随即进行天文教育中心
的揭幕礼。来宾们在学长团的引领下

来到教学大楼顶楼。在杨忠礼董事长

揭幕后，出现在眼前的是嵌入墙壁的

花岗岩碑版上，记载着我校天文教学

的发展纪要及联合主持开幕的文字。

接着，杨董事长、颜振聪副董事长及

孙维新教授一同为天文教育中心的揭

幕碑版签下名字，象征天文教育中心

的启用。 

全体来宾也在顶楼拍下大合照，共同见证

了兴华天文教育另一里程的发展。大家也在天文

学会会员的讲解中进一步了解天文台与天文专门

课室的设备及用途。 

天文教育中心的布置 

谈到天文教育中心的布置，郑校长表示，

在步向天文台的走廊四周，都髹上了黑漆，配以

太阳系及银河系等图象，加上东汉张衡“宇之表

无极，宙之端无穷”两行对宇宙的描述，目的是

对“上下四方”的空间、“古往今来”的时

间,以及大自然的奥秘,增添几分好奇与联想。 
她续称，天文专门课室除了有大型南天、

北天星盘、四季星象图与认星歌等，中国天文

仿制古仪及十三位古代中西天文学家的相片与

其对人类认识宇宙的学说贡献的说明，更是人

类高度智慧的集中和展现。这是天文与人文相

融合的地方，所期望的是在让人们怀古神游，

在为科学家们上下求

索的革命胆识喝彩之

余，更重要的是能够

有助于激活同学们探

其究竟的兴趣，并因

而对人类进步与发展

的历史有所体悟。 

左起：副董事长颜振聪、孙维新教授、董事长杨忠礼博士、郑瑞玉
校长、署理董事长李平福。图中“兴华天文教育中心”与封面图的
“兴华天文台”是由我校书画艺术顾问吴亚鸿题字。 

左右两边是南天、北天星盘，中间上方“四季星座”下是
十三位古代中西天文学家的相片与其对人类认识宇宙的学
说贡献的说明。 

下 图 ： 张 清 柔 同 学
（右）给来宾们讲解星
盘的使用。 16寸口径米德

天文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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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上午的天文台开幕暨天文教育中心揭幕
礼后，一直到晚上11时，都有天文学习活动在校园内
进行。上午10时15分至11时45分，初中班级集中在
朝阳礼堂聆听张升荣先生与何桂华老师的天文入门讲

座；此时高中各班进行的活动有：参观天文教育中

心、天文台、实验站、天文摄影图片、天文资料展；

参加水火箭制作、火柴火箭制作；观测太阳黑子、日

珥；电影观赏：《彗星撞地球》（Deep Impact）；
学生余兴表演（管乐、华乐）。这一系列活动主要由

天文学会负责筹办，也是学生为学习的主人的体现。

12时35分至下午2时35分，高中班级聆听由孙维新教
授主讲的《仰观苍穹四百年——谈望远镜的发明和天

文学的进展》，初中各班则进行如上活动。 

天文资料展和实验站的主题多环绕在伽利略的科

学贡献上，包括了太阳黑子、月表陨石坑、望远镜的

改进、土星环的发现等资料展；实验站则摆设了伽利

略著名的自由落体实验、单摆等时性以及惯性定律。

此外，现场还准备了一些天文学习的仪器，例如望远

镜、指南针、太阳滤镜等让大家试用。在停车场，有

来自国家天文馆、马来西亚猎星人天文学会、Infinity 
Infocus Co.校外团体借出多台望远镜并指导大家如何
观看太阳黑子与日珥。当天虽然是烈日当空，但是大

家还是顶着大太阳排队争睹它的真面目。可见同学对

探索未知的宇宙的好奇心是强烈的，这也是增长知识

所应具备的条件。 

晚间露天讲座 

晚上7时30分，在无垠的夜空下，屹立在兴华园
的灯柱如一等星发出耀眼的光芒，让整个兴华园有如

白昼；此时，师生、家长、校外人士被孙维新教授幽

默风趣的演讲风格深深吸引，正在专注且带关注的眼

神，听着孙教授讲天文学家们预测天体撞击地球的可

能；当晚的露天天文讲座讲题是《浩劫与重生——从

天体撞击看生命演化》。 

这场讲座公开给社会人士参与，当晚超过200人
出席聆听。讲座主要谈地球从诞生至今曾遭受到各种

天体的撞击，然而每一次的撞击却让生命有了变化。 

孙教授为了让各年龄层的人士都能够对这个讲题

有深刻的认识，他以一部美国好莱坞电影——《世纪

末日》（Armageddon）作为当天演讲的主轴，从电
影的一些片段和错误中让大家学习正确的概念。 

在演讲开始时，孙教授以多个有趣的关于恐龙为

何灭绝的笑话作为开场白，让全场捧腹大笑，留下深

刻的印象。 

目前我们普遍认为恐龙灭绝的原因是因为气候的

改变，而造成气候改变的原因是因为陨石的撞击，这

颗陨石当年撞落的位置已被发现，就在靠近北美洲的

墨西哥。除了《世纪末日》这部电影以外，孙教授还

介绍了另一部名为《彗星撞地球》（Deep Impact）
的电影。这电影是一部较具哲学性思考的电影，探讨

了人性、亲情的可贵。 

之后，孙教授把时间开放给大家发问。当天，发

问来宾都能够获得一枚为了纪念天文台开幕而特别制

右图：一粒大球和一
粒小球，它们会同时
着地吗？伽利略早在
400多年前就已告诉
我们：会。今天同学
们就以实验来证明给
大家看。 

下图：陈玉珠董事
（右）试用单筒望远
镜。 

左图：同学们
利用保特瓶制
作水火箭。 

下图：国家天
文馆刘珍珍
(右)支援观看
太阳黑子与日
珥活动。 

上图：理大黄
召仁博士(左)
指导同学发射
水火箭。 

右图：华乐团
于仁爱广场演
奏。 

这一张紫外线的照
片显示太
阳表面各
地有许多
喷发的日
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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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限量版徽章作为奖励。听众提出的问题都

相当有水准，一位来宾问关于陨石重力大小的

问题，孙教授也借此机会导正大家对宇宙天体的错误认

知，他说，虽然电影里的陨石对我们而言是十分庞大，但

在天体中是微不足道的，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重力，所以电

影中的人物能在陨石上蹦蹦跳跳其实是不正确的。 

最后，孙教授以一则“猴子与香蕉”的实验故事告

诉大家，承传于“经验”的“知识”是会随着时空的改变

而过时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将自己所累积的知识内化成

为现时的“经验”；并在“动手做”的过程，去获取更广

80年代为观哈雷彗星回归购置第一台望远镜 
我校天文活动滥觞于20世纪 80年代。 
1986年4月，哈雷彗星76年的回归激起高三学生对神秘

宇宙强烈的求知欲，并成立哈雷彗星回归系列活动委员会，

推出连串活动。当年董事长丹斯里林玉静深受感染，特购置

一座天文望远镜供学生观测；“哈雷彗星热”带动全校师生

对天文宇宙和人类关系的探索产生兴趣，大家的视野被引向

另一个境界。 

90年代天文学会开展有系统的天文学习和观星活动 
不过，兴华中学有系统的天文学习和观星活动的开展，

还是90年代天文学会创立以后的事情。 
1995年，当时地理教研组组长郑国武老师抱持“谁要是

对天文地理学一无所知，他就不能算已经受到了完满的教

育”的理念，以普及天文基础知识，提升学生对天文探索的

兴趣为宗旨，带领18名高中生成立课余小组，投注心力开展
天文活动。内容除了天文知识的学习、制作活动星图和简易

天球仪之外，更着重于对星空的实际观测；1998年，为满足
初中生的愿望增设初中组。而后，由于郑老师身体出现状况

以及天气不易掌控，未能经常外出观星，活动未能按计划推

进，以致2000年无奈中暂停活动。然而，郑老师辛勤的开拓
却为日后兴华天文教育奠下发展的基础。 

21世纪凝聚校外专业支援筹建天文台 
2004年底，随着当时董总课程局物理学科秘书兼新纪元

学院天文学讲师蔡亲炀先生以家长的关切热情支援义务指

导，我校天文活动再次展开；翁明娇老师继承郑老师的遗

志，毅然担起推动工作。2005年，我校议决采纳在兴建中的
教学大楼顶层设置天文台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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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新
教授
(左) 在
天文讲
座中不
忘传授
做学问
应有的
态度。 

2006年5月，我
校董教北马天文台
访问参观之旅，获
得专家学者们高度
热 情 的 介 绍 和 讲
解，大家在开拓视
野，对宇宙天文神往
之余，最为重要的是
体悟到建立天文台是
普及天文学知识的最
直接途径；当时署理
董事长颜振聪当下决
定献捐五万令吉充作
购置天文望远镜用
途;为兴华天文台的
设置，豪迈地跨出了
第一步。 

天文教育是

“人文科技相

结合”理念的伸展和体现 

2007年1月29日，董家教、学生及天文爱好友好
见证了我校天文台盖顶仪式。 

“心系宇宙天地宽”。从仰观无垠星空到浩瀚宇

宙的探索，回溯亘古天人对话的痕迹，以及中国古代

独尊的天学和现代科学革命的开展，屹立于教学大楼

顶层的天文教育中心，提供开拓视野和丰富谦逊人格

教育，是学生培养观察和探究精神的地方，是我校推

展“人文科技相结合”教育理念的体现和教育实践的

天空。 

已故前任地理科教研组组长郑
国武师于1995至2004年间，以
较有系统、计划地创立天文学
会，普及天文基础知识，为日
后天文教育奠下发展的基础。 

 

泛而扎实的经验，这在科学的发展上尤为重要。 

“猴子与香蕉”说的是一群关在笼里的猴子每当去

抓带有电流的香蕉都会被触电，当换走一半的猴子后，第

二代的猴子要去抓香蕉，第一代的猴子就会拉住对方，不

让它去触碰香蕉；当第一代完全被换走，第三代猴子一样

被第二代猴子制止去抓香蕉。实际上，移入第二和第三代

猴子时，笼里的香蕉并没有通电。孙教授藉着浅白的故事

传达科学的治学精神就是在检验知识时，要在不疑处有疑

的道理。 

观星活动 

9时30分至11时30分是观星活动。除了开放天文台的
16寸口径天文望远镜供来宾观看天体外，在停车场也有
天文爱好者支援多台望远镜并指导大家使用。 

当天晚上的天气不错，大家都能看到月亮表面的坑

洞以及土星的全貌。许多人表示他们都是首次通过望远镜

来进行天文观测，可见我国天文教育的推广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至少5月29日晚上的观星活动，让很多人都有机会
亲眼看看宇宙的一角，实在是意义非凡啊！ 

从礼堂到讲座，兴华园到仁爱广场，再到停车场；从

白天到夜深，到处充溢着学习科学的氛围；乐声飘扬的人文

活动也融入其中，这一天，同学们对浩瀚的宇宙有了更深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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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天文联合会（The  Interna-

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 IAU）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共同提

出，将2009年定为“全球天文年”，这项

决议是由伽利略的故乡意大利所提出，并

在2007年12月20日的第62届联合国大会上

经正式确定，这一决定主要是为了纪念

1609年伽利略首次用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

400周年。 

“2009全球天文年”的主题为“我

的宇宙，我来探索！”，它的目的在于传

达科学发现的欣喜，同时使一般大众都能

分享知识提升的喜悦。 

摘自台湾“全球天文年”网站 

黄暄淋（初三孝）郑其恩（初三忠）报导 
 

为了提升学生对科学与科技的学习兴趣，由数理科教研小组

主办、教务处及总务处协办的初中科学营于5月30日至31日（星
期六、日）在我校校园举行。科学营开放给初三及初二级同学参

加，大约有130名初中生参与了这项盛会。 
郑瑞玉校长在致开幕词时说道，“初中科学营”是紧随天文

台开幕和天文讲座与系列活动之后，我校一鼓作气，为提升学生

对科学与科技学习的兴趣而举办的科学活动。 

她说，去年，因参与策划全国独中科学营工作的需要，对我

校“科学教育”有较多的接触和反思；今年，则为了筹备兴华天

文台的开幕以及全球天文年的活动，不得不闯入天文学历史的资

料，在这过程中，除了对“科研始于观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

认识，同时，更体会到亲身参与，广泛阅读，自我提升,是让自己

对事物关心,对学习与探索产生兴趣的重要前提。 
郑校长也提及我校图书馆的藏书类别还算丰

富，除了多种科普杂志，如《科学人》、《小牛

顿》、《天文爱好者》等，也不缺因附有《导

读》，而让我们不难受其感染的经典著作，如为

纪念2005年国际物理年所出版的物理学与天文学
的伟大集作等。 

她续称，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

科学研究需要多种才能，如制造仪器、观察实

验、抽象思维、推理计算等。对中学生，要把基

础打好，特别需要实验和思维，亦即能动手，又

能动脑的能力。 

此外，郑校长希望除了老师们的建议，更期

待看到更多同学对科学的学习提出讨论，并有机

会听到大家的意见；同学们的积极和主动，是学

校一切动力的最大源泉。 

最后，郑校长表示能够邀请到孙维新教授和

李家维教授到校为初中科学营主持讲座，是天大

的喜讯，更是激励。 

科学营的主题为：科学·思维·创新。活动

包括了科学实验（生物、物理、化学、电机电

子）、专题演讲、过关斩将团康游戏及创意发明

工作坊。学校特别邀请了台湾大学物理系与天文

物理研究所孙维新教授主讲《知识无所不在――

谈生活中的物理》及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李家维

教授主讲《打造新的诺亚方舟--为热带植物建个
庇护所》。孙维新教授活泼、精彩的演说及李家

维教授内容丰富的分享会，不仅吸引了高中生踊

跃参与，更获得了友校同学的热烈响应。 

此外，主办单位也邀请了马来西亚发明与设

计协会（MINDS）为营员们安排了创

董事、师长与营员们于初中科学营开幕典礼上合照留念。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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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游戏，通过这些游戏，考验同学对于科学的

认知，并且锻炼他们的迅速反应。而在创意工作

坊中，同学们通过观看制造桥梁的过程，学会冷静解决问题的

沉着。 

为了激励表现优秀的营员，主办单位还特别颁发了科学实

验优异奖予相关同学。闭幕仪式时，一幕幕记录着这两天来精

彩回忆的照片被播映出，让参与者不舍之情更为浓厚，也为初

中科学营画上圆满的句点。 
 

以科学营为起点，不断自我提升 
林玉莲师（科学馆管理委会会主任兼生物科教研组组长） 

初中科学营的活动有许多部分是同

学亲自动手做实验，独立设计实验装

置，观察、分析及讨论得出结论的。这

种方式与平时课堂上的学习模式是有所

不同的，目的是给予同学更大的独立思

考空间，以提升同学的科学求真精神及

创新意识。另外，藉着过关斩将的科学

游戏，在增进对科学兴趣的同时，也训

练同学能与他人合作、分享、讨论的团

队精神。 

两天的活动，在营长及副营长的带领下，同学们配合得很

好。许多同学都能够全心投入于各项实验及游戏中，其中更不

乏勇于发问、冷静思考、积极参与、敢于尝试的同学，足以相

信这些同学肯定是收获满满的。希望科学营是一个起点，启迪

同学对科学的兴趣，往后能在课堂上抓紧学习机会，并通过网

络拓展本身的学习领域；从生活中多观察、探究，从而提升自

身的科学素养。 
 

同学对科学实验有兴趣 
林育美师（化学科教研组组长） 

初中科学营动员了所有数理老师以及数十位高中理科班的

同学，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终于圆满落幕。尽管筹备过程忙碌

又紧张，但最后参与同学给予的回馈，让我们觉得欣慰无比。

虽说同学们平时鲜少有做实验的机会，但从营会过程观察，大

部分同学实验能力不差，也表现出对科学实验的兴趣。往后再

有类似的科学营，实验仍然会是我们的主轴。 
 

只要坚持就有收获 
正营长郑伟权（高三理平） 

这次的科学营，对我来说是具有挑战的。第一次带130余
位营员的营，我该怎么带呢？怎样才能当一个严肃却又好玩的

营长呢？这营让我成长许多，也体会不少东西。我发觉一个营

里的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个个有所要面对的压力

与责任，但却缺一不可，只要坚持，就会有所收获。感谢老师

让我有此难得的学习机会。在营里我体会了当一位老师的感

受，也认识新的朋友。有时面对一些可爱的初中生，让人哭笑

不得。希望往后我校能继续举办科学营，让同学更上一层楼。 
 

期待来年再办 
副营长曾伟峰（高二理义） 

我很感谢老师给了我这么一次机会，让我在这次活动中成

长了很多。这次的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希望校方能延续这

股良好的学习氛围，以提升同学的科学知识及实验技能。我很

荣幸能当上这次科学营的副营长，同时更期待来年科学营布幕

的掀起。 

文接上页 

上图：林育
美 师（右）
颁发奖状给
优异组别。 
 
右图：黄树
群 师（右）
颁奖状给优
秀营员。 

上图：过关
斩将之猜猜
这是什么。 
 
右图：营员
们小心翼翼
地将玻璃弹
珠放入飘浮
于水上的纸
盒中。 

上 图 ： 这 不 是 考
试，而是科学营落
幕前通过eClass给
同 学 填 写 问 卷 调
查。 
 
右 图 ： 郑 伟 权
（左）与曾伟峰正
副营长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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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员们排排坐先来个自我介绍以认识彼
此。 

辅导员向营员们讲解电机电子的原理。 

师生们共同打造兼有物理原理与化学原理的开幕
仪式。一粒不小心被踢翻的Mentos糖果，在经
历了骨牌效应等等关卡后，最后与可乐相遇时，
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李家维教授是清华大学清华学
院院长、生命科学系教授，也是
《科学人》杂志总编辑。 
李教授在演讲中谈及生物多样

性，他表示由于地球环境的变迁，
热带雨林正在快速消失，许多植物
面临绝种,所以保种工作刻不容缓。 
也是辜严倬云植物保种基金会

执行长的他续称，台湾屏东属热带
气候，是“异地保种”的最佳地方，于是在此设了
一个世界性热带植物品种保植中心，给予数千种热带植物一个庇
护所。他以身体力行为热带植物打造一个新的诺亚方舟，其同体
大悲的慈心忧愁令人动容。 
  亦为《科学人》总编辑的他不遗余力地推广普及科普知识。
他表示《科学人》杂志主要取材自《Scientific American》，此
杂志在邀请全球顶尖科学家，为一般大众撰文介绍科学的最新
发展，领域包括：物理、化学、生命科学、脑科学、资讯科
技、天文学、电子机械、生物科技、医学、心理学、环境科
学、地球科学、国防武器等。 
图书馆馆长黄英莲师表示《科学人》杂志是馆内杂志中受师

生欢迎的杂志；她也鼓励有兴趣的师生订阅电子版《科学人》
杂志。 

左图：你相信牙签能够承受
一桶水的重量吗？马来西亚
发明与设计协会为营员安排
的创意游戏，需用科学常
识、团队合作、速度与创意
方能建好一座稳固的桥梁。 
上图为张兴钤师点评营员所
制作的桥梁的优缺点。 

为了让同学们更能体会物理在日常生
活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孙维新教授
（右）在演讲中让同学们上台进行了多项
的实验，其中包括应用电磁炉操作原理、
大气压强、频率测试等进行的实验。实验
器材皆为日常生活中极易获取的物品，如
铝罐、杯子、锡箔纸、陀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