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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颖祯（高一理爱）李欣薇（初二义） 

彭荟嬑（初二信）采访报导 

我校于10月17日（星期日）在教学大楼举行

2011年新生入学考试。报考人数共1390人。 

当天早上7时，家长们陆续带着孩子前来我
校应考。学长团和童军团各司其职，童军团负责

指挥交通，学长团为报考生查询考场位置和指引

考生考场地点。 

我校于仁爱广场设立柜台提供现场报名、补

发收据、查询考场等服务。

此外，透过布告栏或手机简

讯亦可查询考场位置。 

  考试时间分为上、下半

场，中场40分钟为休息时
段。考试科目包括华、国、

英、数四大主科。当天由我

校老师、学长团和童军团团

员负责监视考场。 

  家长在上半场考试进行

时，受邀出席聆听在朝阳礼

堂举行的亲职教育座谈会―

―“网络电子世纪中成长的孩

子”；座谈会主持人为郑伟勋博

士，主讲嘉宾分别是卢水清讲师、

蔡福花讲师及我校训导主任苏进存

师。下半场则进行学校概况简介与

交流会。 

  此外，朝阳礼堂也设有亲子书

坊，售卖青少年读物和亲子沟通类

的书籍，增进亲子关系。 

“小当家”

是今天最闪

亮的星。你

看他们为家

长、小六生

尽全力的服

务，我们应

给他们一个

鼓励的掌

声。 

 

 

童军团指挥交通。 

考场咨询服务。 
指引考场位置。 

学长团考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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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封面 

录取名单经于10月24日公布，除我校
网站、报章公布及手机简讯方式查询外，

考生亦获得书面通知。  
 

希望在兴华学会领导 
洪俊彬（班达马兰A校） 

选择就读兴华是我自己的意愿，我希

望将来有机会在课外活动中学习如何领导

他人。对于这次考试我非常有信心被入

取，因为我做了充足的准备，读了许多参

考书备考。 
 

受父母影响而报读 
赖佩琪（加埔树人华小） 

因为受到父母、朋友的影响，所以便

报考兴华。在这里我希望学习自律，并学

会如何与人沟通。 
 

若录取会更努力 
邱妍惠（启明小学） 

家人支持我报考兴华。如果我被录取

了，我会更努力读书。 
 

良好的学习环境 
李女士 

我选择独中，主要想让孩子学会独

立。我听说兴华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提供

住宿、设备齐全，校风严格，课外活动也

丰富，学生也非常活跃。 
 

希望孩子自立 
黄勇文家长 

我将女儿送来兴华主要希望她学习自

立，变得更勤劳，也让她参加更多的课外

活动以培养独立精神，让孩子知道这世上

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由父母给予的。 
 

孩子对华文感兴趣 
Salmy Samat 

我觉得兴华纪律、学术和设备，给人

好的形象。我孩子对华文非常有兴趣，也

喜欢交华人朋友；我希望孩子能在这儿把

华文学好，并懂得自律。 

郭一品（高二理忠）、陈慧仪、邱晓霖（初二和）报导 

10月17日（星期日），在2011年新生入学考试进行
之际，我校于早上8时30分至9时10分，在朝阳礼堂举办
一场亲职教育座谈会，题为“网络与电子世纪中成长的孩

子”，探讨网络时代青少年使用电子产品的课题。 

 

主持人郑伟勋博士（爱求知学习中心创办人）首先以

短片引导观众，揭露新一代的网络交友，对于朋友随意舍

弃的严重现象。他指出，相较于前辈，80年代后期的人更
能适应新科技。 

主讲嘉宾蔡福花是新纪元学院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全

职讲师。她在主讲时指出，现今青少年因应用手机导致偏

差行为，而此偏差主因是青少年觉得“无聊”所致。她进

一步说，缺乏好奇心、缺乏休闲技能、自制能力低都是导

致现代孩子出现这类特质的关键。 

卢水清讲师则认为，现代孩子生活在网络时代，渐与

老一辈产生代沟，纪律问题日趋严重。家长务必提高警

惕，防患于未然，他强调家庭教育是主干，学校教育是枝

叶。卢水清讲师是《孩子王和乐中心》负责人，他分享一

些辅导个案，分析孩子行为的成因。 

我校训导主任苏进存师也建议家长，主动认识科技趋

家长们踊跃出席聆听亲职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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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营造家庭户外活动，让孩子的生活多元化，并

培养孩子定期运动的习惯。他更表示家长应与孩子

订定“上网公约”，塑造孩子的科技素养。 

间中，曾伟峰同学发表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

不应单方面管制孩子使用电脑时间，而家长应陪伴

孩子使用电脑，多与孩子沟通。孩子因在现实生活

中找不到成就感，于是透过网际网络的管道寻求自

己的存在感、发泄情绪，因而家长应主动与孩子交

流。 

在场家长亦踊跃发表意见，其中家长提出疑

问：“老师都说家长应多陪伴孩子，那我想问老师

有没有教导学生多花时间陪伴父母？”苏主任指

出，我校辅导课程，EQ训练课程皆旨在教导学生，
主动促进亲子交流。 

郑博士结果时说到，现代青少年对自己缺乏信

心且没有明确目标，而网络的虚拟社交和游戏，却

可轻易获得青少年的青睐，这容易让孩子患上“网

络成瘾症候群”。父母需要了解实情，主动营造家

庭气氛、陪孩子做定期运动或限定孩子的上网时

间、引导孩子作息有规律。 

学校概况简介与交流  

学校概况简介与交流活动于入学试下半场10时
45分至12时20分进行。郑瑞玉校长率领各部门主任
与众多家长进行交流。校方也在交流会开始前以影

片介绍创校历史、教育理念与前景，以让家长就

学校概况有一定的了解。  

亲子书坊，售卖青少年读物和亲子沟通类的

书籍，增进亲子关系。 

郑瑞玉校长

（立者）率

领行政主任

与家长进行

交流。左三

为副校长黄

秀玉。 

家长们踊跃

提问与分享 

卢水清：家长务必提高

警惕，防患于未然。 

蔡福花：偏

差主因是青

少年觉得

“无聊”所

致。 

苏进存：家

长应与孩子

订定上网公

约。 

左一为主持

人郑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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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锡福师报导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访问团在校长赖明诏院士率

领下，抵马参加大马留台成功大学校友会“成大之

夜”，并于9月5日
（星期一）拜访我

校，受到董事长丹

斯里拿督斯里杨忠

礼博士及董、教行政高层的热

情接待并进行交流。 

国立成功大学为台湾顶尖

大学之一，现为全台规模第二

的全科性综合大学，是全台唯

一校区最集中的国立综合大

学。此外，成大也是南台湾教

育中心、医学中心、光电系统

科技中心、南区奈米研究中

心、航天中心及区域网路中心

的所在，是学术领域最为完整

的研究型综合大

学。成大在2005
年及2008年分别
于中华民国教育

部的“发展国际

一流大学及顶尖

研究中心计划”

中各获总额居次

的新台币17亿元
补助。赖明诏院

士接任校长后，

积极朝国际一流

大 学 的 目 标 迈

进。 

当天随赖明

诏院士到访我校的尚有该大学校友会联络中心主任

萧世裕、马来西亚成大校友会会长李庆发、财政蔡

崇志等；我校除杨忠礼董事长外，尚有李平福署理

董事长、郑瑞玉校长、苏顺昌董事、家协副主席余

安、黄秀玉副校长、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师、训导处

主任苏进存师、总务处主任庄添辉师、课外活动处

主任谢锡福师、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师、资讯

室主任刘美娥师、辅导处助理李辉祥师及董事会秘

书洪健枝等。 

交流前首先播放两校校情简介短片，之后即进

行恳切会谈，尤其针对跨领域学习、科学创意的培

养、如何开拓学生视野等课题进行深入交流。 

成大校长赖明诏院士对我校人文科技兼备的办

学亦留下深刻印象，并期望我校能鼓励高三毕业生

前往成大深造，双方为探索进一步合作之可能，都

表现出极大热情。 

中国福建永春学生交流团在永春县外事务领导

郑慧名及少年宫领导郑玉兰的率领下，于8月19日
（星期四）莅访我校。 

福建永春学生交流团是在雪兰莪永春会馆会长

李平福、市议员林立选及郑鸿安博士的陪同下莅访

我校。也是我校署理董事长的李平福表示，巴生永

春人最多，永春先辈早期荜路蓝缕的漂洋过海，胼

手胝足的开创他们在海外的新生活，为马来西亚的

建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的族魂林连玉就是

永春人，他鼓励两地人民能有更多的文教活动交

流，以促进彼此的了解与合作。 

永春学生交流团当天在10余位学长的陪同下，
参观了舞蹈社、华乐团、中华武术、跆拳道、醒狮

团等学生团体的练习。也参观了天文台及英语教学

中心，并在那里享用本地特色的茶点及观看兴华中

学简介短片。 

成大校长赖明诏院士(右三)赠送纪念品予我校，由杨忠礼董事长(左三)接领。 

中国福建永春学生交流团师生与我校师长、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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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锡福师报导、赵芷娟（高一理爱）采访 

台湾大学和清华大学5位高材生，在国立清华大学
清华学院院长李家维教授和国立台湾大学天文物理研究

所孙维新教授的推荐下，获安排在我校担任课辅志工，

学习助人，助人学习，与我校师生擦出教学分享的火

花，为校园带来阳光灿烂般的朝气。 

5位来自宝岛一流大学的学生，从7月15日至8月15
日到我校，参与高、初中及宿舍生数理及经济学的课

辅、中国生英文、代课、校园植物命名计划等工作。同

时，我校也在课余及周末礼拜时间，安排他们到本地各

景点游览参观。 

连日来他们积极投入各项工作，学习实践他们服务

海外华裔学生的理想，他们热情认真的教学精神，谦和

有礼的态度，赢得我校全体师生的赞赏，也为我校近日

校园平添一股阳光生气和热络学习的氛围。 

放宽看待世界角度与视野 
陈敬宜（台湾大学） 

发现不同，接受不同，最后学习不同。藉

由课辅的过程与经验，拉宽了自己看待世界的

角度与视野，发现原来生命无限可能。 

兴华学生认真又活泼 
易松辉（台湾大学） 

我很喜欢兴华学生的认真、活泼。文商的

学生对我分享关于社会的看法；理科的学生经

常复习高中的课程。唯一让我不习惯的，是兴

华的网路线不太通畅。 

中学不应只是分数 
王端龙（清华大学） 

在与学生交流时，我觉得电工班学生须学

很多东西，负荷力很大；文商班所学的课文内

容较深；理科班的学生有潜力，唯可再加强理

科方面的科目。我希望学生在高中生涯留下的

东西不仅是科目与分数而已。 

提升教课的胆量 
刘妍伶（清华大学） 

  此次课辅提升了我教课的胆量，

也让我变得更有耐心来聆听学生的不

晓。 

学习更多、体会更多 
邱佳璇（清华大学） 

  经此次的课辅，我学会了不同的

课程设计，也体会到不一样的生活。 

左起：刘美娥师、刘妍伶、许梅韵主任、翁明娇师、邱佳璇、王瑞龙、郑瑞玉校长、易松辉、黄秀玉副校长、陈敬宜。 

课辅志工给宿舍生课业辅导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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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芷娟（高一理爱）采访报导 

爱因斯坦说：“想象比知识重要，知识是有限，

而想象可以囊括世界。” 

为培养同学对美术的兴趣，我校于6月26日（星
期六）在仁爱广场 举办第31届全校绘画比赛。 
美术科科组长谢金聪师在致词时表示，美无时无

刻都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在六育中，美育是学校教育

中的一环，也是促进智力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途径。 

黄秀玉副校长接着主持揭题仪式，公布各组别比

赛的题目。 

绘画比赛时长1小时30分，参与该赛学生约350人。 
各组题目： 

初一组：静物素描写生 

初二组：想象画：游泳池一景、繁忙街市以及一场梦 

初三组：登高望远、风筝制作、端午节 

高一组：参观水族馆、天灾人祸、助人为快乐之本 

高二与高三组：校园写生 

比赛作品获好评 

我校于7月13日（星期二）邀请到专业画家李祈
成（巴生艺术协会会长）、谢盛财（专业水彩画

家）、曹振全（专业水彩画家）为高、初中美术比赛

参赛作品进行评审。 

初一静物素描获得好评。评审们一致认为，学生

作品素描基础功扎实，水准高。初二、初三表现不

俗，想象力丰富。在高中组中，高一级作品水平较

高，可惜高二、高三参赛者不多，应多鼓励学生参

赛。 

  另，我校于7月29日（星
期四）下午举办美术比赛颁

奖仪式，也特别邀请谢盛

财、曹振全画家为高、初中组得奖作品进行讲评，

以提升参赛者绘画技能，增进绘画知识。 

讲评会首先由画家们针对各组题目的发挥，构

图、色彩等进行解说，接着画家们与与会者在轻松

的氛围中进行交流。出席当天颁奖仪式的有美术比

赛参赛者、美术学会、漫画学会会员皆出席聆听。 

得奖作品将于11月12日及13日，配合师生美展
在朝阳礼堂展出。 

多练习能画出好画 
李祈成画家 

要想画好一幅画，就必须多画。初中时可参考

一些好的美术作品，但切忌好高骛远。到了高中，

就可多看一些画家的作品。 

好环境可培养人才 
谢盛财画家 

一个好的环境，可培养出更多绘画人才。然而

对于学生在画室内却未能将心思全放在绘画上，这

挺可惜的。学生须勇于尝试绘画，其中也可把自己

对画的意见与老师的意见结合。 

希望更多学生参与 
曹振全画家 

有一些绘画程度较好的学生，因故不能参加绘

画比赛，我感到很可惜。 

美术老师与画家们合照。左起：李增注、谢盛财、曹振全、谢金聪、李祈成、沈专亲 

参赛同学于课室作画。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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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智聪师、谢锡福师报导 

由台湾修平技术学院主办，台湾教育部

2010年国际合作与交流计划下其中一个项目
“微控制器机电整合应用技术专题研习营”

于8月28日至29日在忠礼堂圆满举行。 
共有近百名高中理科班和电机电子工程

班师生参与这项为期2天共18小时的理论和实
务紧密结合的专题课程，学习如何制作自走

车机器人，并进行PK淘汰赛选出优胜作品。 
在进行PK赛前，学员们必须修习8门理论

和实务操作课程，即《微控制器原理与实验

板简介》《基本电学概论》《自走车车体组

装》《InnoBasic 编辑软件操作》《BCI微控
器基本指令练习》《实验板基本程序设计实

作》《Pizo Speaker 蜂鸣器软硬体实习》和
《LED光感测软硬体实习》。 

重视“户外教学”“开

拓第二课堂” 

  郑瑞玉校长在开幕

仪式上致词指出，我校

重 视“户 外 教 学”和

“开拓第二课堂”等教

学模式，让学生把所学

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上。 

她指出，“微控制

器机电整合应用技术专

题研习营”通过即时实

作，提供学生理论和实

践相结合的机会，这类结合实际操

作并搭配创意思维的学习模式，

正是当前学校教育所欠缺的。她

感谢修平技术学院和台湾教育部

的鼎力支持，并表示和该院讲师

的交流过程中，再次体认到工科

教育的前瞻价值，以及在独中办

好工科课程的重大意义。 

升格为修平技术大学 

  修平技术学院机械系主任蔡

东宪副教授指出，该院是个强调产学紧密结合、理论和

实作并重的学府。该校拥有工程、资讯、管理和语文等

四个学群15个学系3个研究所，全校师生达7500人，包
括近70名在籍的外国学生，并将在明年升等为修平科
技大学。 

蔡东宪表示，选择与我校联办是项研习营是因为我

校校友在修平的杰出表现，他说，在刚出炉的上一学年

度成绩中，兴华中学校友陈必和、颜振良和郑馨隆就包

办了机械系三年级的前三名，而且是蝉联三年在该系获

前三名。另一位兴华校友洪子祥，也在今年毕业

后考上屏东科技大学研究所。 

级 特优奖 优秀奖 佳作奖 

初

一 

李晟(初一忠)邓靖琳(初一

和)吕伟祥(初一平) 

黄韵碧(初一孝)刘程芳(初一忠)刘静

汶(初一廉) 

郑尊仁、陈欣恬(初一忠)彭明静(初一孝)吴雪
丽、叶雪奕、谢泳仪(初一仁)叶澄伟(初一信) 

陈碧宁(初一和)黄仁泰(初一义) 

初

二 

蔡惠妮、盛享杰(初二廉)蔡

崇智(初二礼) 
邱晓霖(初二和)张蕙雯 (初二智)杜

锦萍(初二信)吕镇立(初二爱) 
陈慈恩(初二平)黄可宁、苏永熹(初二和)林秀

琴、王温妮(初二廉)王瑾仪(初二孝) 

初

三 

陈振彬(初三信)徐子康(初

三孝)王靖璇(初三和) 
林欣意、张嘉颖(初三廉)许杰隆 (初

三仁)陈妙智(初三爱) 
郭文健、黄雍鈊(初三爱)马焕竣、陈颖然(初三

孝)叶嘉明(初三智)颜欣洁(初三信) 

高

一 

王雪妤、邱鼎坤(高一理义)

杨羚(高一文商忠) 
郑晶晶(高一文商礼)刘元杰(高一文

商平)余甄佩(高一文商礼) 
曹源进(高一理信)黄显敬、殷勤玮、李冰冰(高

一文商忠)江秀慧(高一文商孝) 

高

二 

钟维凯(高二理仁)童释迦

(高二文商廉)林彩雯(高二

文商爱) 
-- 

曾靖婷、谢悠扬、郑理恩(高二理忠)张欣伊、

曾婉盈(高二理孝)张茜(高二理仁)马偲宁(高二

文商礼)刘雪莹(高二文商廉) 

高

三 
李咏达(高三文商廉) 

徐芷靖(高三文商智)林俊彦(高三文

商廉)吕世杰(高三文商礼) 
陈五运(高三文商礼) 

文接上页 比赛成绩如下： 

郑瑞玉校长 

蔡东宪系主任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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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教授指出，这些优

秀生都是该校“全国学生

实务专题竞赛”的代表，他们的创意发

明都取得不俗的评价，有些项目也在申

请专利中。他强调，独中办学维艰，愿

与海外华教合作前进。 

是项活动获得台湾修平技术学院赞

助30台微控型机器人、专题营竞赛奖品
等近4万马币；德成家私装修有限公司
赞助长8 米 宽 6 米竞赛跑道板。 
该院派出机械系主任蔡东宪副教

授、资讯管理系主任谢志明副教授、丘

世衡讲师、黄运文讲师和张耀峰讲师莅临主

持专题营。我校黄秀玉副校长、教务主任许

梅韵师、工科主任林美燕师、张兴钤师、郭

清建师、物理科组长黄树群师、徐志强师及

各行政单位都全力投入配合，使得本次专题研习营取得非常

丰硕的成果。 

自走式机器人竞速PK赛成绩（共分5轮进行PK淘汰赛） 
冠军：第29队--尤祖豪、林建胜、徐东旭（高一理义） 
亚军：第21队--黄威翔（高一电）、叶勇泉、黄彦雄（高一理义） 
季军：第17队--杨正念、蔡进祥、林国丰（高一理爱） 
殿军：第15队--林进源、陈宇翔、李晓昱（高一理爱） 

文接上页 

上图：丘世衡讲师示范

自走车机器人的运行。 

右图：同学们齐心合力

将个别零件组合成自走

车机器人。 

我校师长与修平学院师长合影。左起：林美燕主任、黄树群组长、张耀峰讲师、黄运文讲师、黄秀玉副校长、郑瑞玉校长、蔡东宪副

教授、谢志明副教授、丘世衡讲师、许梅韵主任、邱桂平副主任、郭清建师。 

同学们先于地上画个简单的跑道试跑，为竞速PK

赛前热身。 电工班校友回校为此次研习会充当志工。 

程序设计等多方面都要

兼顾得好，“跑车”才

能跑得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