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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丝苇 曾国财 

华文、生物、

化学、8A 

华文、生物、

10A 

徐芷靖 

华文、8A 高级数学、8A 

黎紫筠 

詹永鸿 

杨柔昉 

郭双升 郑伟权 

历史、4A 

美术、8A 

美术 

簿记、7A 

李咏达 

谢国全 赖韦章 

工业英文 电学原理、4A 

2010年第36届全国独中统考成绩出炉了。我校高、初中毕业生取得了

不俗的成绩。在高中各科成绩全国榜首十名中，我校考生中有11人入围，

共荣获9个奖。其中以曾国财同学表现最为突出，他获得3项科目前十名的

荣誉；而洪丝苇同学除了荣获2项科目的榜首外，更在十科考科中全获A。 

是项于去年12月中旬公布的统考成绩，我校高初中各科成绩平均及格

率都比往年出色。初中考生各科成绩平均及格率为97.78%；高中考生各科

成绩平均及格率为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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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初中统考考获         以上的考生计有        人 

2010年高中统考考获          以上的考生计有        人  

等级/人数 姓名 

10A (1人) 洪丝苇  

8A  (12人) 刘锦鸿、曾国财、黎紫筠、严世平、苏敬炫、苏评威、

林重圆、杨柔昉、颜嘉莹、陈欣恩、黄志聪、徐芷靖  

7A  (13人) 李书勤、谢国鸿、郑伟权、曾伟峰、张显主、苏鸿庆、

陈彦璋、黄嘉俪、尤荣庆、雷恩宁、陈立瑜、詹柏明、

叶  惠  

6A(6人) 林秉彦、赖淑玉、赵芷莹、何维瀚、李蕊温、陈劲龙  

5A(15人) 谢振佑、郭子万、李文平、廖蕙杏、陈俊壮、张榕彬、

庄昌杰、李馨敏、林嘉权、杨俊常、毛恒姁、苏雪伦、

叶孝涵、陈勇豪、冯铁妮  

4A(23人) 李俊何、陈琬莹、郑奕涵、林素妤、詹永鸿、张迅敏、

颜微思、李蕙婷、李伟健、刘家盛、郑妙云、洪宇佳、

钟肯均、吴准达、郑心绿、黄伟荣、颜慕莹、张国杰、

庄仟爱、何舒宁、李伊婷、郭双升、谢国全  

等级/人数 姓名 

8A (6人) ：洪郡健、林锦凌 、黄苓一、柯慧彬、陈苛甜、陈俐娴  

7A (13人)：李静宁、李颖洁、丘敏学、蔡宇苓、王舒涵、林佑尼、林欣意、陈梅英、

陈昱廷、洪佩雯、郭静诗、李慧颖、陈怡芊  

6A (24人)：陈咏恩、刘琪芸、蔡兴翰、陈心嫒、林伟强、陈柔颖、徐子康、林欣怡、

颜佩莹、范雅慧、许靖雯、徐靖菁、陈粼佳、陈颖然、郑勋嵘、张嘉俊、杨佩晶、庄祖

琳、陈佳仪、朱欣琳、刘苡而、潘佳怡、陈慧莹、陈奕善  

5A (27人)：方诗文、梁若原、林丽嫒、苏颖曦、陈立宏、杨凯雯、张嘉文、谢昭琪、

陈铭浩、颜思敏、许鏸文、黄冠盛、黄学琦、张煌圣、叶筠漪、侯佳琪、王俞勇、何伟

权、叶家扬、陈妙智、曾振益、吕馨儿、李汶芯、陈平原、陈伟霖、陈颖捷、戴文征  

4A (40人)：陈毓乔、黄浚伟、黎紫贤、颜洁莹、张嘉颖、詹甜欣、吕伟豪、刘华柏、

李欣怡、李心嫒、林培妮、吴绍群、陈紫琳、黄雪玫、叶迎艺、王文豪、陈喜奕、叶嘉

明、洪暐雯、洪于婷、钟采玲、林秋霓、叶建勇、郑馨哲、陈子聪、洪扬旋、余嘉胜、

何昱峣、刘欣怡、刘瑞维、刘洧玮、林森弘、林达贤、毛伟伦、黄学群、王健旗、陈慧

莹、陈铠雯、张俊豪、健野野上  

刘锦鸿(8A) 严世平(8A) 

高 中 统 考

1 0 A：洪丝

苇；8A：曾

国财、黎紫

筠 、 杨 柔

昉、徐芷靖

照 片 见 封

面。 

苏敬炫(8A) 苏评威(8A) 

洪郡健(8A) 林锦凌(8A) 黄苓一(8A) 柯慧彬(8A) 陈苛甜(8A) 陈俐娴(8A) 

林重圆(8A) 颜嘉莹(8A) 

陈欣恩(8A) 

黄志聪(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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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丝苇（高中统考10A，华文、生物全国十大） 

非常高兴统考考到好成绩。首先，感谢我的

家人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和师长们的教导。学弟

妹们（可以这样称呼你们，并且上报，好开心

啊！）考试时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千万不要熬

夜，因为我试过熬夜，考出来的成绩惨不忍睹，

还拖累过后的考科。每次备考测验，大考，小

考，预考都努力备考，作业都认真做，到考统考

的时候就甭怕了。就算考得再好，请记住，世界

上还有更厉害的……我。哈，不是啦，但当你申

请出国留学的时候，你就知道世界上人才倍出。 

曾国财（高中统考8A，华文、生物、化学全国十大） 

考了统考后，才惊觉平时下苦功是多么地重

要！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疑成

江河。学习的累积十分重要，我们也应该在平日

就慢慢累积知识点，并在考试前加紧温习，然后

做出自己的摘要，把课本上的，变成自己的。当

然，同学们应该了解自己，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方

法，因为这使学习变得事半功倍。不要把学习当

成是一种苦差事，尝试去喜欢自己不喜欢不擅长

的科目，然后再付出努力，相信没有一个科目能

够难得倒你们！准备考试的时候，其实“小聪

明”也派得上用场。尝试把先有课本上的讯息归

类（有相同特征的归同一类），再记忆。还有，

应该深入理解课本上的内容，而不是盲目地死

背。应该对自己有信心，抱着最大的希望及尽最

大的努力准备考试。大家在完成历年考题前，应

先熟读相关内容，再作答，而不是为了敷衍老师

而呈交考题。最重要的是，请跟着老师的步伐，

一步一脚印地走！其实，考试考的不仅仅是我们

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及吸收程度，同时测试我们的

考试技巧及考验自己的毅力。作答时间的分配也

十分重要！考试前应调整自己的心理，有信心地

准备考试，谦虚细心地作答。细节处要小心！平

时的累积，再加上考前的准备，就能应付自如

了。准备考试不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作答，也让

自己有信心，到了考场才不至于那么紧张。加

油！ 

黎紫筠（高中统考8A，高级数学全国十大） 

在备考前夕，我碰上了全国排球赛以及马运

会。其间，我无法两者兼顾。感谢秀凤老师的鼓

励，我才重拾信心。紧急关头，我的策略是——着

重于出题频率高的章节上。可能你觉得：来不及

了，不行了......各位，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未到最后关头，绝对不能放弃。多向老师、同学请

教，绝对有应对的方法。考完后，不管成绩如何，

都要坚持地朝梦想走下去。每个人都会有未来，只

是成绩好的选择比较多而已。珍惜当下，为各位的

未来好好地努力一番。还有一个重点——在老师教

课时，一定要弄明白，这样，在以后复习时，也就

比较容易下手了。 

徐芷靖 （高中统考8A，华文全国十大） 

获知统考成绩的那一刻，我惊讶之余，也松了

一口气。从走出考场的那一刻一直忐忑不安的我，

没料到自己会获得这样的成绩，对于华文科的成

绩，更是始料未及。我觉得不论是学习哪一个科

目，学生在上课时需认真聆听，好好吸收老师在课

内所传授的知识，才不至于跟不上学习进度，学生

也不需要因为不专心上课，而另外再花时间去学习

老师在课堂上所教的。此外，认真做老师所给的功

课也是必须的，而不是盲目地抄袭，这样才能加深

对所学知识的印象。认真做好学生的本分，其余的

就不需要过于担心。 

杨柔昉（高中统考8A，美术全国十大） 

画画是我从小的兴趣，即使是平时的随手涂鸦

也可以让我获得很大的满足感。选考美术皆因是

出自于对美术的喜爱，也想藉此验收平常的成

果。但是，被获选为十大是我所料不及的，当然

也感到十分开心。在考试来临前，我有用了一些

时间准备，还学到了一些平时没有学的理论，而

这些都该归功于我的指导老师。在他耐心的教导

下才有今天的成就。最后，在此祝即将面临统考

的学弟妹们：考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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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锦凌（高一理忠 初中统考8A） 

林锦凌同学在分享她的学习诀窍时表示，在

这三年所学习的课程内容多而复杂，我们要学会

抓重点，别照课本的全部吸收。若遇到较难懂的

内容，可以试着自己做笔记，便于理解。她指

出，平时上课要专心，每次考试也要用心准备。

她总结道，长期的准备可以让我们在考试时得心

应手，何况是统考。最后，她鼓励大家：“只要

大家有信心，一定能成功的！加油！” 

黄苓一（高一理忠 初中统考8A） 

黄苓一同学说道，她读书的主要动力可以用

一句话概括，即读书是为了自己。常记得这句

话，就会自动自发地去温习了。她透露，由于她

在学校毕业考很用心地在复习，因此在统考考试

期间并不会有所担心。她建议说，同学们莫忽视

毕业考。黄同学也表示，遇到不明白的内容时要

立刻弄明白，考前再复习。 

柯慧彬（高一理忠 初中统考8A） 

“当我知道我获得全A时，真感到有点意

外。我要感谢所有曾经教导、指导我的老师。”

柯同学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谈及学习秘诀

时，她指出，考试前的几个星期是非常重要的，

千万不要在这时候松懈下来。还有，自己的学习

时间要规划好，但别让自己过于拘束；适当的时

候也要学会娱乐自己。 

陈苛甜（高一理忠 初中统考8A） 

陈苛甜同学觉得，最好的学习计划是考前不

断解题、复习，把校内的各科考试考好，便是在

准备统考考试。她分享她的考试秘诀时表示，不

会回答的题目可以先跳过，但别空着，乱写好过

于没写；考前要了解出题的模式与题型，以免考

试时不知所措。她的考试心得是：轻松准备，轻

松面对。 

陈俐娴（高一理忠 初中统考8A） 

在拿到统考成绩时，陈同学表示自己感到又

惊又喜，因为获得“全A”完全是在她的意料之

外。她透露，只要认真备考，任何考试进行时就

可以自修养神，轻松应考。面对考试时，别过于

紧张，要以平常心应对。她认为，有“智”者事

竟成，只要过得了自己心中那一关必能胜于他

人。 

清明是中国的二十四个节气之一。按阳历来

说，它是在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间。按《岁时百

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

谓之清明。”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

的大好时节。 

但是，清明作为节日，与纯粹的节气又有所不

同。节气是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而节日则

包含着一定的风俗活动和某种纪念意义。清明节是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

祖和扫墓的日子。每一年的清明，我校都会放一天

清明节特假，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住远地的师生可以

回乡扫墓，发扬缅怀先人，慎终追远的传统精神。  

从节气演化成节日 

根据《荆楚岁时记》中说：“去冬节一百五

日， 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意即

离冬至105天有大风暴雨，称这一天叫做“寒

食”，要禁火三日。后来寒食节增添了扫墓和踏

青的习俗，在这转化的过程中，也因为寒食节的

日子与清明的日子相近，因此古人在寒食的活

动，往往沿续到清明，久而久之，寒食和清明也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

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而到今天寒食节

更已经被清明节所取代了。  

洪暐雯（高一理忠）采访  

部分文字摘自网站 



2011年 3月号     HIN HUA MONTHLY     5 

侯沛妤（高二文商忠）莫荣烽（高三文商廉）报导 

英国牛津大学是全球顶尖的大学之一，是世界各地莘莘

学子追求学问的梦想国度。能到如此名校修读物理系博士学

位，不知羡煞多少人，杨超强校友却直言，他从来没想过可

以到牛津大学读书，“太遥不可及了！”他说，但他做到

了——“中学时期的习惯养成是受益一生的。” 

毕业于2001年的杰出校友杨超强受邀于2月19日（星期

二）到我校为高中同学主讲升学讲座。 

中学时期：掌握学习方法的人生阶段 

杨校友透露，中学时期的他是个学业与课外活动兼顾的

学生。他认为，除了正课知识外，课外活动与校内外各种竞

赛也不可以忽略，这些都是充实自己的好机会。学业固然重

要，但是课外活动也是一种学习，可以培养自己对时间管理

的概念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 

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就是时间，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24

小时。杨校友认为，学习的关键在于“奋发”。他说：“同

学们必须要认清，每个阶段的学习就只有一次的机会，要学

到什么程度这就要看自己了，要知道知识和学习都是自己的

责任。”他还指出，同学们应自我训练，如何在最短时间内

学习、掌握和运用必须要掌握的知识，这是为长远计划而做

准备。另外，我们还要懂得“学以致用”。 

现下学生时常埋怨学校课程枯燥无味，亦有学生盲目跟

随其他人脚步，没有学习目标和人生目标。杨校友对此提出

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面对这种问题时是磨练自己的最佳时

机，不管对该事物是否感兴趣，都应该抱着积极的心态和人

生观去享受和探讨。中学教育是在帮助同学发觉自己的兴

趣，所以同学们应认真学习各种科目。 

面对感兴趣的科目时，我们可以如此思考：有兴趣的科

目→动力→学习方式→信心→发挥潜能；但遇到了不感兴趣

的科目时，同学们可以尝试这样的思考模式：无兴趣的科目

→责任→产生兴趣→找到学习方式→挖掘潜能。 

杨校友强调，只要掌握好学习方法，任何领域都没有问

题。所谓的全面的学习，是指同时兼顾所有的科目，各科目

互相都有关联且环环相扣，千万不能受“兴趣”影响而厚此

薄彼。杨校友一语点醒梦中人：“我们无法预知以后我们将

从事什么行业，所以必须要把中学阶段的所有课程掌握好，

因为它是所有领域的基础。大学毕业

后，你们会发现不论生活中或是工作

上，中学所学的都能广泛地被运用，而

且有意想不到的帮助。” 

大学时期：自由与责任 

杨校友透露，当初选择到新加坡修

读大学课程，主要原因在于当年的新加

坡护照只需要RM150，国际护照需要

RM300。由于家里的经济状况不佳，到

澳洲深造的梦想遇阻，虽父亲曾想办法

凑钱，但考虑到父母的艰辛，“于是我

在短短三分钟内做了一项重大的决定—

—办了一本无法回头的新加坡护照。”

就这样，杨校友靠就学校贷款在新加坡

完成了学业，毕业后工作赚钱还债。 

万万没想到，2008年的一场学术研

讨会，让杨校友与英国牛津大学结缘。

那一次，他参观了牛津大学，接触了一

些教授。在和教授聊天的过程中，他发

现“如果你对科学感兴趣的话，你就会

去念博士。” 于是杨超强就决定放手

一搏，到牛津大学修读博士学位。但他

也申明，语言能力掌握得好，才能念数

理化的博士，否则在语言上遇到障碍，

就无法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沟通也

会出现问题。 

“对我来说，牛津和新大的差异在

于，前者的师资更好、研究更深广。”

杨超强简历： 

中学 - 兴华中学（2001年毕业） 

大学 - 新加坡国立大学材料科学系 

硕士 - 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 

博士 - 英国牛津大学物理系（现就读）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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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校友如是表

示。在大学学

习时，大家都

有自由选修的

权利。杨校友

表示，不论最

后的结果是好

是坏、是快是

慢，都是自己

的责任。因此

不论主修是什

么，同学们依然可以继续钻研自己主修科系以外的

兴趣，将学习和体验过程结合。 

此外，杨校友也鼓励同学们报考统考，他认为

此举非常值得，原因有二：首先，不论亚、欧、

美、澳等，统考文凭受世界许多大学承认；另外，

独中生有机会修读许多科目及多方面的接触。 

杨超强给高中三同学的话 

大学应该到哪里念书？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

题。对于高中三的学生来说，现在应开始踏实的准

备，有好成绩自然有好条件申请大学；成绩不好仍

有机会到其他地方升学，但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

力。其实，不论现阶段统考准备到怎么样，都没关

系，因为你还有时间，现在自己开始努力时间是足

够的。中学是基础，许多人高二拿到SPM就离开学

校，但是独中统考是绝对值得你花一年去拿的，因

为承认独中统考文凭的国家很多。 

高三生也必须开始思考：我以后要念什么？念

出来要做什么？如果都没有概念，也没有关系，就

好好把统考考好，要用的时候就有好条件了。 

杨校友以本身为例，他大学修读材料应用科学

系，发现自己的物理和数学较弱，便到该科系旁听

或是自修以自我提升。他也举出另一个例子，一位

修读数学系的朋友，在大学同时也选修金融、经

济，毕业后是从事商业工作。他还表示，金融业不

一定只要金融系毕业生而已，他曾经遇过欲聘请物

理和数学人才的金融公司。 

由此可见，不管大学念什么，每一个企业、银

行、金融等组织，都有它们一套独特的方式，大学

修读的科系并不决定一切。我们高中时期的认知层

面比较低，没有实际的社会经验。因此在选择大学

和科系的时候，会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目前看得到的

而已，中学时期也只选择性学习。杨校友建议同

学，大学时期不妨考虑研究和学习自己专业外、但

感兴趣的事情。例如，在修读工程系时，也研修中

文，或许对以后就业有帮助。 

文接上页 

讲座中，杨校友问了在场同学一个问题：

“物理和英文是不是两回事？”普遍上，大家都认

为是。但杨校友却说：“不是的，当你摄取知识的

过程，不论是书本或教授，都以英文为媒介语言。

语言能力好，才能掌握得好，才能在短时间内有效

的学习。”他也劝同学们别忽视“学习媒介语”的

重要性。 

杨校友建议同学考虑升学的步骤： 

1. 经济 

2. 个人喜好、兴趣 

3. 选修的科系所教学的科目考量 

 

总结：统考考好，手上就有筹码，决定权便

在自己手上。不论去哪一个国家，都有好前途，也

有可能不怎么样。关键在于： 

1．都要专心念得好好的。 

2．都要有自发努力的能力。 

这两项能力到了大学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因

为不再像中学时期有老师叮咛你；大学都是大班

制。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应该考量该大学和该科系

所开设的科目，以及该大学或国家的学习风气。 

读书秘诀 

被问及读书秘诀，杨校友笑称：“没有什么

特别秘诀，秘诀只有一个，就是付出许多时间。这

或许不会马上看到成效，但都是为了以后奠定基

础。” 

杨校友与大家分享他的学习方式：预习和课

外读物的辅助，这样在上课的时候，便能轻易掌握

课程。另外，自学、自立、自发不可或缺。“当然

可以有放纵玩乐的时候，但是一切都是靠自己

的。” 

最后，杨校友劝勉大家：一个人后面的努力

是别人看不到的。例如鸭子游泳，表面看似平静，

但它的脚确实很努力在动的，不动就会下沉。 

杨超强校友从英国回乡度假，受母校邀请回校给学弟妹们分享读书与升学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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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学问若有机会，她是否还会继续在“扶贫

路上”走下去；她答说，她因为将在中国扶贫的故

事写了出来，使有关方面将她列为黑名单，因此她

不可能再到中国做同样的事，但她希望脚伤痊愈

后，能到北印度继续扶贫，她说，越没人要去的地

方，越应伸出援手。 

课外活动主任谢锡福师受访时表示，唐米豌让

大家看到难以想象的贫穷，逼着我们去正视那些被

漠视的、被长期羞辱的、无助哭泣的群体。唐米豌

在逆境中所展现的坚韧的生命力，是追求生命意义

自我实现的精神。他希望同学们在听了唐米豌的演

讲后，能更懂得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对生活中

的物质条件，不要太容易抱怨，而应常想到其他更

不幸的人群，尽可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帮助社会上

的弱势群体。 

是项讲座会是由课外活动处、图书馆、商务印

书馆及图书馆服务团联办，课外活动主任谢锡福

师、图书馆主任黄英莲师、助理李贤慧师、学会负

责老师吴佩芬师、郑晓沁师、黄凤仪师、陈如娟

师、曾秀香师及商务经理杜友群、执行员何抒珍及

图书馆服务团、少年服务团、华文学会、生物学会

等团体学生，都出席聆听是场动人的讲座会。 

课外活动处供稿 

唐米豌指出，恶劣环境可以磨练人的意

志，让人变得更坚强，她说，活在幸福中的

人，要 知 足、惜 福，要 懂 得“舍”，要 肯 付

出，要体会“施比受更有福”的精神。 

唐米豌是受邀于2月10日（星期四）在我校

以“扶贫路上”为题的讲座上如是指出。唐米

豌的人生经历与众不同，曾任记者多年，女儿

因目睹了一宗谋杀案而跳楼自杀了。为了完成

女儿的遗志，也为了离开伤心地，决定到中国

展开她的扶贫之旅。她尝尽坎坷与崎岖，也经

历了惊涛骇浪、家破人亡，使她毅然坚持自己

的信念，跑到穷乡僻壤去扶济救弱，到中国山

东旮旯地方开办英文学习班，让穷孩子不花一

分钱学英文；跟随医疗队到河南省癌症村义

诊，把每一个癌童当作自己的孩子。 

她有过餐餐吃玉蜀黍或腌制白萝卜的日

子；有过如厕时只用雨伞遮掩的窘态；有过帮

癌症病患洗澡、擦拭背上的虫、挖肛的经验。

在穷乡避壤，孩子连吃饭都是问题，更遑论穿

着。她说，他们在家常没衣裤穿，出外也常穿

不对季节的服装，女生上学甚至也没内裤穿，

也没有卫生棉；因为缺水，人们终年没洗澡；

床上都是虱子。人人随身携带一块小竹

片，作为如厕后抹拭之用，许多人一生也

没见过卫生纸。她说，那里的孩子通常得

赤脚走几小时的路程去上学。唐米豌在那

里当志工教英文，规定孩子要洗澡、让她

抓虱子，并通过赠送毛巾、牙刷等日常用

品以吸引孩子们来上她的课。 

她也提到河南癌症村，几乎每一家

都有一个癌症患者。那里的河水五颜六

色，已经受到严重的污染。小孩子最大的

愿望是能吃到一粒糖；老人却渴望能吃到

一支棒冰。而麻疯村内的麻疯病人及其后

代，就算没有麻疯病，也不能离开村子，

他们只能没有希望的活着。 

 

老师、同学们与唐米豌（右四）及杜友群合影。 

唐米豌：越没人要去的地方，越应伸出援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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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日期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注 

 11 
21/03 

/ 
26/03 

性教育讲座 21/03  (一) 辅导处 全体谙华语老师/总务处 2.30~4.00pm讲堂 
初二女生注射疫苗 21/03~22/03 训导处 随堂老师/班导师/行政各处 讲堂 

初中周会/高中班会 22/03  (二) 课外活动处/班导师 行政各处/各班学生   
第一学期期中考（二） 24/03~26/03 教务处 全体老师   

 12 
28/03 

/ 
02/04 

三语创作比赛：现场华文写作比赛 28/03  (一) 华文科教研组 教务处/随堂老师 第3、4节 
国文、英文写作比赛收件截止 29/03  (二) 国文/英文科教研组 教务处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二)：初一：忠孝仁 28/03  (一)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2.30~4.30pm忠礼堂 
继续SPM补习 28/03  (一)       
初一生ISO培训（一、二） 29/03  (二) 品质促进处 班导师/各班学生 1.40~2.40pm朝阳堂 
全校班会（初二至高三级） 29/03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二)：初二：忠孝和平 29/03  (二)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2.30~4.30pm忠礼堂 
全校常识初赛(笔试) 02/04  (六) 学长团/图书馆服务团/史地学会 课外活动处 1.30~2.30pm/课室 
教育展（私立学院及教育机构） 02/04  (六) 辅导处 高一至高三级学生/随堂老师 9.30am~1.05pm/礼堂 

 13 
04/04 

/ 
09/04 

清明节特假 04/04  (一)       
巴生学联羽球赛 04/04~06/04 体育处     
家长评量学生在家表现 04/04~09/04 训导处 班导师/学生家长   
高中周会/初中班会 05/04  (二) 课外活动处/班导师 行政各处/各班学生   
英国升学讲座会 05/04  (二) 辅导处 英文教学中心 2.30~4.00讲堂(暂定)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二)：初二：仁爱信义 05/04  (二)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2.30~4.30pm忠礼堂 
依照星期一课表上课 06/04  (三) 教务处 全体师生   
学生仪容检查 08/04  (五)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家长到校领取成绩报告表 09/04  (六) 班导师 行政各处 各班课室 
初一、初二生家长讲座 09/04  (六)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初一:9.00~10.00am 

初二:11:20~12:20朝阳堂 

 14 
11/04 

/ 
16/04 

巴生学联篮球赛 11/04~15/04 体育处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二)：初一：爱信义和 11/04  (一)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2.30~4.30pm朝阳堂 
初一生ISO培训（三） 11/04  (一) 品质促进处 班导师/各班学生 第8节/朝阳堂 
初三级辅导性向测验 11/04  (一) 辅导处 班导师 第5、6节 
初中周会 12/04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中班会 12/04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中华语辩论比赛(初赛) 12 / 4、1 4 /4 课外活动处 辩论学会/少年服务团 3.15~5pm讲堂/忠礼堂 

依星期六课表上课 13/04  （三) 教务处 全体师生 进行星期六联课活动 

义卖娱乐市推展仪式 15/04  (五) 义卖娱乐市工委会 全体师生 1.40pm~2.20pm 
每节缩10’/朝阳堂/讲堂 

义卖娱乐市班级组织工作 15/04  (五) 班导师 义卖娱乐市工委会 2.20pm~3.05pm 
每节缩10’/各班课室 

全校常识决赛(口试) 16/04  (六) 学长团/图书馆服务团/史地学会 课外活动处 1.30~3.30pm讲堂 

与董总联办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展 16/04  (六) 辅导处 行政各处/高中各班
学生/随堂老师 

地点：本校朝阳礼堂 10.30am~4.30pm; 第5节:
高二(理爱除外); 第6节:高一级; 第7节:高三级 

 15 
18/04 

/ 
23/04 

巴生学联排球赛 18/04~22/04 体育处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二):初一:平礼廉智 18/04  (一)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2.30~4.30pm忠礼堂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二):初二:礼廉智 19/04  (二)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2.30~4.30pm忠礼堂 
高中周会~ISO培训（四） 19/04  (二) 课外活动处/品质促进处 行政各处/班导师   
初中班会~学生操行自我评量 19/04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中华语辩论比赛(复赛) 19 / 4、2 1 /4 课外活动处 辩论学会/少年服务团 3.15~5.00讲堂/忠礼堂 
联课活动开始评分 19/04~30/04 学会负责老师 课外活动处   
家教协会颁发2010年度会员子女奖励金 23/04  (六) 家教协会 行政各处 1.30~2.45pm/讲堂 

 16 
25/04 

/ 
30/04 

初中班会 26/04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中华语辩论比赛(决赛) 26/04  (二) 课外活动处 辩论学会/少年服务团/班导师 
学生仪容检查 29/04  (五) 班导师 各班学生   

 17 
02/05 

/ 
07/05 

劳动节补假 02/05  (一)       
初中周会~ISO培训(四)/高中班会~学生操行自我评量 03/05  (二) 课外活动处/班导师 行政各处/各班学生   
提交联课活动分数 最迟3/5(二) 学会负责老师 课外活动处   
语文科作文考试 05/05~07/05 语文科老师/教务处 全体老师   
本周联课活动暂停         

 18 
09/05 

/ 
14/05 

第一学期期末考 09/05~11/05 教务处 全体老师   
停课备考/教育研讨会（一） 12/05  (四) 校长室/行政各处 全体老师   
继续第一学期期末考 13/05~14/05 教务处 全体老师   

 19 
16/05 

/ 
21/05 

继续第一学期期末考 16/05  (一) 教务处 全体老师   
卫塞节公共假期 17/05  (二)       
各班交财政收支表 21/5(六)之前 训导处 班导师/各班财政   
现场绘画比赛 21/05  (六) 美术科教研小组 教务处/总务处 1.45pm~4.45pm 
雪隆八独中球类赛备战营 21/05~22/05 体育处     

 20 
23/05 

/ 
27/05 

雪隆八独中球类赛集训 23/05~25/05 体育处     
初一级步操观摩赛 24/05  (二) 体育处 班导师 2.30pm~3.45pm 
全校班会 24/05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三生与全体老师拍毕业合照 26/05  (四) 高三班导师/高三毕联会 课外活动处 7.30am~8.00am 
初二级步操观摩赛 26/05  (四) 体育处 班导师 3.20pm~4.45pm 
第三届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知识竞赛 27/05  (五) 课外活动处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 2.00~3.30pm朝阳堂 
雪隆八独中球类赛 27/05~31/05 体育处   暂订 

假短 

28/05 
12/06 

初中科学营 28/05~29/05 数理工科教研小组 教务处/总务处   
国家元首诞辰公共假期 04/06   (六) 数理工科教研小组 教务处/总务处   

2011学年第一学期行政历【第二阶段】 

1.40~2.50pm 
朝阳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