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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锡福师报导 

我校添置了10台钻石健康饮水机，由家教协会主

席余安征求得NEP控股有限公司报效。这10台饮水机

从8月初开始进行装置作业，由余安主席安排装置人

员测量水势、位置到周边器材的配置，前后耗时三周

才全部装置完成。从本学期第二学段开始（8月27
日）即已全面使用，其设置地点为食堂6台，综合大

楼办公室、训导处、课外活动处、生活技能科工作室

各一台。全面提升我校师生饮水设施，让全体师生能

及时获得干净、健康的食水。 

家协赞助每年维护费 

余安主席表示，预计这10台饮水机每年的维护费

是五、六千元，将由我校家教协会全额赞助。他表

示，这是一种经过仪器处理生产的矿化水，是干净健

康的食水，由于装置这种饮水机需要考虑自来水的水

量和位置，才能过滤生产足够的食水，因此建议，请

同学们早上从家里来校时，自行从家里携带食水，校

内的饮水机只提供同学和教职员补充使用，否则可能

会发生供不应求的现象。 
另外，余安主席也强调，这系列饮水机生产的食

水很珍贵，请同学们勿作任何洗条之用，并小心取

水，尽量避免在装水过程中外溢，造成浪费，也造

成地上湿滑和脏乱。 

黄秀玉校长：感恩、珍惜 

黄秀玉校长表示，感谢余安主席和家协理事

贴心地为我校师生着想，她说，董事会、校友会、

家教协会长期的支持，让我们学校成为一个可以安

心教学、可以快乐学习的温馨校园，让我们以感

恩、珍惜、合作的心来回应这一切；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一直享有这美好的一切。 

家协理事与黄秀玉校长（右一）视察装置好的健康饮水

机，左起为刘金城理事、余安主席、陈伟后副主席。 

 家教协会全面提升校园饮水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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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校长兼课外活动主任谢锡福师于6月26日（星期二）

初中周会讲话全文： 

过去两个多个月，学校、各学生团体，举办了许

多活动，从舞展、常识赛、篮球赛、初中华语辩论

赛、史地大跨步吉隆坡历史古迹考察、艺术营到校庆

教师节等等；为校园增添活力，为同学们提供各种不

同领域的学习、参与活动。 

追影筑梦，承先启后 

6月15日校庆教师节庆典，学长团组成的筹委会，

带领全体同学为学校、为老师进行了种种活动。同学

们尊师爱校的表现，感动全体老师及我校董、家教、

校友会三机构成员。学长团筹委们为今年校庆教师节

设定一个饶富意义的主题：追影筑梦，这句话虽然不

是原创，但有意思的是筹委会对这句话的解释。“昔

日的影子，奠定今日的光辉，”表示学校今天的成就

是前人一步步积累、努力而来；“今日的目标 是我们

共同追逐的梦想；影与梦交汇编织而成的桥梁，正是

引领我们迎向未来的希望之路。”表示学校今天的目

标理想和愿景，也是我们共同追求的梦想。 

和合同歌，休戚与共 

而当晚的文娱晚会主题“阳光兴华·和合同

歌”，也希望通过演出，让大家看到，也体验到，台

前幕后同心协力的重要。没有事前周密的准备和幕后

到位的后勤补给，就没有舞台上精彩的演出。希望藉

此让大家都能看到对方的亮点，也能理解在合作中，

彼此扮演不同角色、发

挥不同功能的重要性。

让大家能感受到，我们

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彼

此相互依存的、休戚与

共的、“生命共同体”

的关系。 
只有重视前人的努

力，珍惜今天我们所拥

有的一切，我们才能开

创未来，才能建构“生生不息”的、有力量的

生命。 
在这许多活动中，我们也看到同学们互助

友爱的精神，不论是比赛竞技场上，或研习考

察或校庆教师节等各项活动。除了在舞台上表

演的同学，我也看到许许多多彼此不认识或不

相熟的同学，在先前所做的策划、筹备工作及

现场台前幕后、场内场外默默的协助，他们主

要是学长团、少年服务团、摄影学会、童军

团、体育校队、圣约翰救伤队、美术、漫画学

会、大众传播学会广播组和出版组的同学。任

何工作要做好，都需要许多人配合，而这些都

是同学们互助友爱的表现，是我在视察同学们

的活动时，同时也很欣赏的画面。 
当然，成功背后也有要改善的地方，其中

一点是，善后工作的部署，由于活动、演出完

毕后，时间通常比较晚了，筹备及演出同学，

不是处在兴奋状态就是疲惫状态，多少会忽略

了该做好的各项善后工作。我想说的是，再完

美的演出，再成功的活动，如果善后工作做不

好，就是美中不足，甚至是失败的活动。 

活动：从计划到检讨的过程 

我只希望同学们能用一个更完整的眼光来

欣赏一场演出，来参与一项活动。演出不仅是

台上表演者的事，也是表演者和欣赏者，以及

幕后筹备工作者之间共同合作互动的事。演出

也不是舞台灯光亮起那一刻到落幕就结束，而

是从一开始计划到筹备，到演出，到完成所有

善后工作，并认真进行了检讨才算告一段落。

举办任何活动，都应用这样的眼光来欣赏，用

这样的心态来参加。 

周会讲话 

 

   谢锡福副校长 

 同学们尊师爱校的表现，感动全体老师及我校董、家教、校友

会三机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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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倇（初三孝）报导 

为了让初三生能更从容地面对接踵而来的考

试，我校于7 月24日（星期二），在忠礼堂举办

了初三级级联论坛，邀请了8位分别来自高一理信

和高二理忠的学生谈谈准备考试的态度及策略。 
很多同学会错把一连串的备考测验视为压

力，但杜锦萍（高一理信）却认为备考测验，是

无形中帮同学们备考的最佳途径。她深信，测验

可让同学们知道自己的弱项，进而在正式考试前

加强自己的实力。谈起备考方法，她提及：“读

书要读得精，要有技巧。例如：大声念出内容或

是勤做笔记”。杜同学强调，只要秉持着“不怕

慢，只怕站”的精神，勤劳付出就一定会有收获。 
黄意棱（高一理信）指出，同学们应该好好

善用时间，同时为自己立下目标。她觉得备考可

以划分为语文科和数理科两个部分：语文科主要

在阅读范文，记住文章重点，在写作文时可以派上

用场；数理科则要清楚地掌握定义，勤做练习。 
张嘉韵（高一理信）则透露，只要从容面

对，用自己最自在的方式温习，那么备考过程其

实可以很快乐。另外，她和同学们分享自己曾在

考试的前一天熬夜，结果隔天考试的时候差点睁

不开眼的经历。以此劝勉同学们不要熬夜，更不

要在未尝试前就否定自己。 
备考是一条漫漫长路，我们常会因缺乏专注

力而萌生中途放弃的念头，因此朋友之间的相互

扶持是十分重要的。陈悦迎（高一理信）表示，

和朋友一起备考，是相当好的备考方法。透过互

相问对方问题的过程，可以了解自己的弱项。同

时她也提及，备考时适当地放松自己是必要的。如

果过度紧张，反而会令自己无法专心准备考试。 
 此外，赖昕颖（高一理信）觉得良好的时间

管理很重要，同学们应设计一个适合自己的作息

表，同时抱着积极正向的态度和坚持的意志力，

才能好好投入备考。很多人或许忽视了笔记的重

要性，但赖同学却认为，只要善用笔记，在做作

业或温习时更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来自高二理忠的林锦凌认为，只要在毕业考

的时候好好准备，就能轻松自在地应付统考了。

由于她本身是学会干部，常会忙于处理学会的事

务，而常常让自己陷入分身乏术的困境。因此，

她觉得同学们在上课时仍应专心上课，待下课时

再处理繁琐的会务，才是平衡学业和社团活动的

最好安排。 
备考讲求的是奋力一搏的精神，更需要有清

  8月28日（星期二）清晨的一场大雨，我校周围

顿成水上人家，到校的学生不得不赤足涉水进入校园

再把校鞋穿上。 

  上图为水灾当天，师生们守望相助，驳接长凳，

让学生可以借助长凳跨过校门口的积水。行政老师们

也都在校园外指挥交通，让行车流畅度疏缓不少。下

图为学校侧门,学生们暂时把校鞋脱下,涉水进入校园。 

说 

文 

解 

图 

晰、明确的目标，才有动力不断向前。因此蔡兴翰

（高二理忠）说，备考过程感到茫然时，要为自己设

立明确的目标，才能继续拼搏。备考时应从初一的课

程开始，然后循序渐进，才能更全面掌握初中三年的

课程纲要。他同时也奉劝初三同学尽量不要熬夜，因

为熬夜会让记忆力变差，进而影响第二天考试的状

态。 
最后，侯佳祺（高二理忠）则表示，测验可以让

自己更清楚自己的弱点，帮助自己及时补救较逊色的

部分。他觉得“人因梦想而伟大”，勇敢追梦，活着

才有意义。侯同学再三强调，唯有把压力当作推动力

时，我们方能在备考的过程中越战越勇！ 
这一次的级联论坛汇集了学长姐不同的备考策

略，相信会让初三同学在接下来的备考过程中，更能

运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让自己从容面对三连考。 

初三级联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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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级联论坛 

郑汇洁（高二文商礼）报导 

我校于7月31日（星期二）在忠礼堂举办高二

级联论坛，让全体高二同学齐聚一堂，分享彼此

的学习经验，以让同学们能从分享者的经验中整

理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展现更有自信的中学

生活。 
高二理仁的詹甜欣表示，要适时调整心态，

在否定自己能力之前，投入学习的氛围中。高二

理信的赖莹盈认为，唯有反复练习才能好好掌握

相关知识。她同时指出，虚心发问也是学习的重

要环节，向别人请教以解决自己在学习上的疑

惑，也是有效的学习方法之一。 
“学习必须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才能更深入

了解及探索知识”，来自高二理爱的郑勋嵘如是

分享。他以爱迪生为例，认为爱迪生的成功与

“好奇心”和“坚持”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郑同

学坚信学习不可半途而废。与此同时，高二理孝

的陈子敬提出“活到老，学到老”的观念，认为

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倘若能将兴趣与学习相结

合，会得到不一样的收获。 
高二理忠的陈俐娴则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

她认为除了透过课堂吸取知识以外，参与课外活

动也是学习的好机会。透过参与“史地大跨步”

的活动，她学习到了生活的智慧及学会感激。对

她而言，这样的户外学习活动，让她开始懂得发

掘这城市的美好。 
备考是一场讲求毅力的马拉松赛，考生们都

不断在和时间赛跑。高二文商义的陈心媛说，只

要懂得善用零碎的时间，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备

考。她强调，备考前除了要有妥善的计划，更要

找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才能往目标前进。高

二文商和的黄籽讳在分享时指出，她的成绩一向

普通，直到高二时才有明显的进步。她发现那是

因为自己能够突破既定的框框，找到了适合自己

的学习方式。她劝勉大家，应该勇于面对自己的

弱点，才能战胜之。 
高二文商平的李燕梅表示，上课专心是学习

过程中必须具备的元素。“背书”不是准备考试

最好的方法，她强调消化重点才是学习的最佳秘

诀。高二文商礼的莫家诚提出了另一套的读书方

法：首先要定下明确的目标，再透过不同的方法

达到目标。若目标达成，那下次应定下更大的目

标以求更好的成效；反之，就必须对自己的目标

进行检讨，然后继续往前迈进。 
来自高二文商廉的邓世轩与大家分享了他对

“学习”的看法。他认为，温故知新是学习的过

程中很重要一环。学校提倡的三习：预习、温

习、复习，是同学们可以参考的方法。高二文商

智的陈静莹说，“危机即是转机，我们不应该放

弃任何科目”。她认为老师的鼓励会变成推动

力，让同学们皆以正面的心态面对学习这份优

差。高二电机电子工程班的徐锦辉表示，只要用

适合自己的方式读书，将会使学习变得更快乐。 

李荣兴师：学习要及时 

副训导主任李荣兴师在

总结时和大家分享一句话：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学，

一可惜；此日闲过，二可

惜，此身一败，三可惜”，

他以此勉励同学们要及时学

习，不要浪费光阴。 

 高二各班代表与同学们分享各自的学习经验。 

 

 副训导主任李荣兴师 



2012年 8月号     HIN HUA MONTHLY            5 

 参与研习营的学员与师长们合影。前排左五起：副教务主任邱桂平师、黄树群师、丘世衡讲师、黄秀玉校长、修平科技大学机

械工程系主任蔡东宪教授、黄运文讲师、莫壮燕副校长、林美燕师、张兴钤师、徐志强师，其余为电机电子工程班毕业校友。 

郑彩君（高二理孝）报导 

由台湾教育部主催，台湾修平科技大学机械

工程系承办，我校协办的“2012年微控制器机电

整合应用技术专题研习营”，于7月11日（星期

三）在朝阳礼堂圆满举行。修平科技大学派出机

械工程系主任蔡东宪教授、丘世衡及黄运文讲师

莅临主持专题讲演及指导。近百名学生踊跃参与

这项结合理论和实践的专题课程，一同体验操作

机器人的新奇感受。 
研习营以提升学生对微控制器机电整合的兴

趣为目标，增加学生对机械理论和制作技能的认

识。此次课程的焦点锁定在红外线的使用，让学

生以红外线进行机械遥控组装，深入地研习同学

们于过去两年所学过的基本电路和马达的操作原

理。另外，研习营也让同学进一步钻研利用红外

线遥控机械人的方法，并通过淘汰赛的方式选出

优胜作品。 
修平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主任蔡东宪教授表

示，选择与兴华联办研习营是因为被学生的学习

热忱打动，因此希望兴华学生能往更深入的知识

层面进行钻研。他想透过学习营的安排，让学生

动手制作及进行实际操作，激发他们无穷的想象

力与发展潜力。 
他也提及，该院是所强调产学紧密结合、理

论和实作并重的学府。该校目前拥有工程、资

讯、管理和语文等四个学群15个学系3个研究所。

蔡教授也于研习营赠送纪念品给今年获修平科技

大学录取的三位兴华校友，他们分别是康尧进、林师

豪和维那华仁。与此同时，蔡博士也代表修平科技大

学赠送10台红外线遥控器予我校，作为学术交流用

途。 

研习营开拓视野 

莫壮燕副校长在致词时表示，当天的微控制器机

电整合应用技术专题研习营是台湾修平科技大学第三

次为我校学生开办的学习活动。2010年我们学了红外

线感应寻轨机器人组装实作；2011年是红外线感应防

坠落机器人组装实作；到今天红外线遥控型机器人组

装实作。这些为期两天或半天的活动，开拓了同学们

的视野、提供了同学们实践课堂所学、动手操作的机

会，在理论基础这块蛋糕上、铺上了奶油，让学习突

破纸张的平面，成为翩翩起舞的制成品。 
在学习态度上，她以七大习惯的“以终为始”给

予参与者鼓舞，莫副校长说：今天大家带着主动积极

的态度而来，大家选择了“我今天要向修平科技大家

的老师们学到利用红外线遥控机器人”，就让这个目

的成为我们这场研习营的“终”，让每一个学习活动

都朝着这个“终”前进，“以终为始”。 
莫老师对台湾教育部及修平科技大学的鼎力支持

促成此次的合作机会表示感谢。她指出，修平科技大

学除了派出经验丰富的讲师前来我校指导外，还赞助

我校红外线遥控器并提供奖学金予我校毕业生。此

外，她也感谢10位校友返校义务协助，以让这场研习

营能更顺利地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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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金门高中与我校管乐团联合呈献“金彩音

乐，大马飘扬”演奏会，吸引了800人出席观赏。 
此场演奏会由我校和雪兰莪金门会馆联合主

办，于7月13日（星期五）晚上7时30分在朝阳礼

堂演出。我校管乐团演奏了《绿袖子》《And 
Then the Ocean Glows》《You Raise Me Up》，

金门高中管乐团演奏则演奏了《Rampage》《木

星》《Elton John on tour》《掌声响起》等十余首

中外名曲。首首动人乐章，让人听出耳油。 
副校长兼课外活动主任谢锡福师致词时表示，

让孩子从小学音乐，尤其是器乐，他就有机会养成

眼要看谱、耳要听音准、心要想着节奏，左右手又

要同时进行复杂而不一样的动作；这无形中就在刺

激孩子的左右脑，不但有利于他身心灵的均衡发

展，也有利于他的健康成长。 
他说，人生的道理和乐队演奏的道理是相通

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

性，这些都是生命中

很可贵的。但人类又

是一个群居的社会，

如果每个人都想过度

突出自己，就会形成

磨 擦，就 会 产 生 尖

音。如果一支乐团在

演奏时，每个乐手都

能在展现自己的同

时，又能照应到其它

声部的展现，那是交响，也是合唱。 
雪兰莪金门会馆署理主席李锡循表示，音乐无

国界，希望藉是场演奏会促进两校、两地的情谊。

金门高中校长蔡锦杉致词时则感谢雪兰莪金门会馆

及我校，在如此匆促的时间内尽心尽力的安排，促

成是项音乐会的举行，他也赞叹我校董事长丹斯里

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对大马和金门教育的贡献，并

感谢署理董事长李平福的热诚招待。吉隆坡台北办

事处文化部周蓓姬致词时表示，学音乐的孩子不会

学坏，参加乐团的学生都是优秀的来勉励大家，她

寄语两地一流中学乐团多交流，以擦出更灿烂的火

花。 
当天出席演奏会者尚有黄秀玉校长、署理董事

长李平福、家协副主席陈伟后、刘金城、副校长兼

训导主任苏进存师、金门高中学务主任李立邦、金

门会馆副主席黄清河、许晋福、李丽萍、刘志山等

两校和金门会馆高层。 

 

 两团学生代表（中间四位）交换纪念品。左起为谢锡福副校长、李卫修、周蓓姬、李平福署理董

事长、黄秀玉校长；右起为林伟伦、陈坤祝师、金门会馆署理主席李锡循、金门高中校长蔡锦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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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乐团《九韶》演奏会吸引了1700名观众前来观

赏。华乐团演奏一系列动人的古今中外华乐经典名曲，

让人仿佛乘着音乐的翅膀，拜访了春天，也陶醉在各国

动人心弦的乐章，精湛的演出令人惊艳，并在安哥声中

结束了一场乐音绕梁、荡气回肠的华乐飨宴。 
演奏会于8月19日（星期日）在朝阳礼堂举行。华

乐团以一首热情洋溢的《大日子》掀开序幕，由团员郑

凯轩（高三文商孝）指挥，为全场带来欢畅氛围。接着

是由周翰鹏客席指挥卢亮辉谱曲的《春》，全曲表现了

对春天景色的赞美和歌颂，以

及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曲分

三部分：“春晨”描绘出天刚

破晓、万物苏醒的景象，表现

了春天的芬芳和光辉的色彩。

“春游”表现人们到郊外嬉戏

的情景。“春颂”表现了对春

天的歌颂和对未来的憧憬。卢

亮辉另一首杰作《酒歌》，描

写彝族青年在月下饮酒欢舞的

情景，生动表现了豪放热烈的

舞蹈场面；中段音乐舒展而深

情，带有浓郁的边塞风格，并在激情的狂舞中结束。 
《台湾追想曲》由序奏、自由板、快板、行板、急板

五段组成，分别描绘思乡情怀、好山好水、奋发图强到

美丽的故乡，从悠悠温柔到磅礴气势，并在热闹喜悦中

结束。《丰年祭》是台湾原住民每年都举行的盛大祭祀活

动，曲子展现了欢畅的歌舞和感念天地的恩赐。 
上半场最后一首曲子《酒矸倘卖无》，由甫于去年

毕业的团友谢悠扬客席指挥，歌曲述说了一位捡破烂的

老人对养女的爱，及养女最终从歌星梦中醒悟的动人情

节，体现了故事与音乐互动的完美结合。 

演奏会下半场由华乐团

教练梁汉奎作曲的《绽

放》打头阵，期待莘莘

学子经一番努力后将在

社 会 上 绽 放 光 彩。

《Kadazan Do Bamba-
zon》节奏鲜明、欢畅

活泼。《天空之城》是

宫崎骏动画片主题曲，

旋律凄美，却充满憧

憬、勇往直前的精神。

接着还有洋溢浓郁朝鲜

民族风情的《阿里郎》，节奏明快优美的俄罗斯

民歌《喀秋莎》，以及充满爱尔兰风的《The 
Lord of The Dance》，令现场观众听出耳油，

欲罢不能。 
演奏会在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安歌声中，再演

奏一首唤起大家儿趣的《小叮当》，及梁汉奎特

别为上届演奏会主题所作的《时光跫音》，绘织

出一幅壮丽的音画，祝愿华乐团不断精进和壮

大；并在大家意犹未尽和依依不舍中告一段落。 

 

主题释义： 

第九届华乐演奏会取名《九韶》，典出舜乐名，

由于舜帝在位时功业卓著，故有“九德之歌，四方拥

戴”之谓。 
“九奏挥洒千秋韵，韶声扬起万家春”，主题既

寄寓了音乐的千年传承，也传达了华乐虽源自中华民

族，却能包容世界，演绎各国各民族乐曲的特性。 
华乐团过去20年举办九场公演，那是千百年的旋

律，那是继往开来的心思，那更是一代一代华乐团团

员从内心奏响起来的春天。那春天的乐章，宛如撒落

一路美好的音符，洋溢青春，呼唤希望。 

  华乐团精湛演出，让人仿佛乘着音乐的翅膀，陶醉在各国动人心弦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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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位台湾宜兰大学优秀生于6月30日至7月31日期

间在我校担任课辅志工，学习助人，助人学习，与我

校师生激荡出校园文化分享的亮光，为校园带来阳光

灿烂般的朝气。 
是项由台湾行政院青辅会及侨委会共同推动101年

“青年国际志工海外侨校服务”的计划，成功于我校

告一段落。 
5位来自宝岛宜兰大学的学生是刘苡杏（食品科学

系）、陈可容（电机工程学系）、张宏维（生物机电

工程学系）、黎德伟（食品科学系）、陈肇汝（食品

科学系）。他们参与高、初中及宿舍生数理课业辅

三机构成员上

台祝贺华乐团

演出成功，前

排左起：周金

己、黄秀玉校

长、卢金峰副

董事长、郑凯

轩、梁汉奎、

周瀚鹏、谢悠

扬、家协主席

余安、陈祈

福、林建安、

谢锡福副校

长。 

导。具体工作有平日课堂课辅，主要针对

高中数理化等科目程度较弱的学生进行辅

导，协助高中科学实验操作，也举办电脑

程序语言分享。晚上则为寄宿生进行数理

的课辅及难题解惑。 
副校长兼教务主任许梅韵师表示，除

了课辅，志工也参与了学生社团活动的交

流，如到烹饪学会指导卤肉饭的烹煮方

式、讲解有关食品安全的基本常识。对化

学学会会员讲解实验室安全常识，同时也

到物理学会和相声社分享和交流学习经

验，其认真、专业、热诚的态度，令人感

动，同学们也因此获益良多。 
另外，他们也参加并支援第7届科技

创意发明比赛、微控制器机电整合应用技

术专题研习营、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招

生宣教运动推展礼及国语周各项活动，体

验了我校多元的学习生活，感动于独中办

学人文科技兼备及强调中华文化的传承。

在走访各项学生团体活动时，也感受到我

校多姿多彩的校园活动、人文气息和青春

活力。 

 5位台湾宜兰大学志工为校园带来阳光灿烂般的朝气。后排左起：资

讯室主任刘美娥、谢锡福副校长、黄秀玉校长、苏进存副校长、许

梅韵副校长；前排左起：刘苡杏、张宏维、陈肇汝、陈可容、黎德

伟、副教务主任邱桂平、副教务主任陈颖毅。 

刘苡杏代表全体志工表示，学会了许多本来

不会的东西，也谢谢兴华的师长们带他们去许多

地方，看到不同的风俗民情，“这是我们未来人

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回忆及经验”，她续称，舍

不得兴华中学师生们的亲切和热情；更欣赏兴华

学生拥有均衡的课外活动及课业的教育环境。 
连日来，他们积极投入各项课业辅导工作，

学习实践他们服务海外华裔学生的理想，他们热

情认真的课辅志工精神，谦和有礼的态度，赢得

我校师生的赞赏，也谱写了一段马台国际教育交

流分享的良缘，为我校校园平添一股阳光生气和

热络学习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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