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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38届全国独中统考成绩
出炉了。我校高、初中毕业生均考得
不俗的成绩。在高中各科成绩全国榜
首十名中，我校有13名考生入围，共
荣获15个奖，为校增光。其中郑其恩
及庄心灵 表现最为特出，他们各有2项
科目列入十名荣誉。
是 项 于 去 年 12 月 公 布 的 统 考 成
绩，我校初中考生各科成绩平均及格
率为99.11%，比较2011年来得高 ；高
中考生各科成绩平均及格率为
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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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人数

10A (4人)

姓

2013年 3月号

名

庄渊翔、廖伟胜、林进源、郑其恩

陈心凌、黎颖祯、杨正念、杨舒菀
8A (14人) 殷勤玮、庄灵心、张舒琳、陈俊伟、胡锦伟、陈宇翔、杨凯韵、
林慧敏、李晓昱、张惠玲、郑绥扬、何舒静、黎家安、郑宜伦
7A (14人) 黄显敬、黄莉瑜、陈立圆、张伟杰、蔡进祥、颜顺杰、吴静慧、
萧国豪、郑勋骏、王伟诚、黄以乐、张慧雯、黄秋蓉、林欣瑜
6A (8人)
林殷敏、吴薇玟、黄明骏、黄慕雪、陈诗婷、李冰冰、陈嘉慧、
叶安宁
5A (18人) 赖佳旋、黄显旺、陈谟靖、徐东旭、余慧诗、吴 奇、李伊晟、
林国丰、廖政阳、李仁荣、黄冠洋、叶振昌、陈美娴、邱鼎坤、
黄心薇、李艾芸、黄光顺、陈蕙杏
4A (21人) 余庆贤、黄顺勇、萧志兴、覃信意、陈毅杰、陈颖嫣、陈政安、
郑欣宜、郑比恩、黄彦雄、戴华勇、张巧宁、颜威翔、郑馨可、
陈必达、黄淑倩、陈政勇、蔡国泐、邱温琪、杨如心、余慧婷
9A (4人)

等级/人数

8A (7人)
7A (16人)

6A (20人)

5A (33人)

4A (32人)

姓

郑尊仁(8A)

杨凯韵(8A)

郑箕桦(8A)

廖伟胜(10A)

陈心凌(9A)

黎颖祯(9A)

杨舒菀(9A)

殷勤玮(8A)

张舒琳(8A)

胡锦伟(8A)

郑绥扬(8A)

黎家安(8A)

名

郑尊仁、郑箕桦、谢秉翰、黄 蓉、陈暐钧、洪佳瑜、李 俐
杨炜运、黄欣而、陈柯亦、叶洁雯、叶学谦、叶雪奕、刘程芳、
林彦廷、陈 乐、尤修洁、李 晟、黄子倇、杨靖照、洪启轩、
郑理轩、钟其延
李栢梁、陈泓晓、林蕴晗、林纪鸿、黄嫄惠、蔡宁馨、余惠滢、
杨洁茜、陈彩妤、谢昌融、黄曼宁、翁书钰、陈绮玟、杨 苹、
洪宇棱、陈静怡、庄薇潼、许恺倪、许盈瑄、林志康
黎欣意、李慧芳、王尧献、潘俊伟、柯伟权、谢露仪、陈芋媚、
黄紫莹、叶淑静、黄欣颖、潘希敏、苏慧苹、陈勇安、丘筱嫒、
黎家亮、潘咏琪、王伟轩、吕伟祥、刘力恺、黄佳盈、陈智祥、
叶嫒璇、蔡泽领、蔡侄妧、吴俊飞、简妏珊、邱慧咏、李明镇、
黄奕琦、郑以璇、谢芸娴、曾宇晨、吴雪丽
林俊谦、林欣洁、林源浩、李嘉威、伍迎祯、叶伟恒、李荣豪、
林慧敏、林芸若、郑坚楠、冯俊铭、林蔚君、宋慧盈、万予馨、
蔡沁怡、蔡素婉、蔡庆华、符爱婷、许有檺、陈威汉、杨洁晞、
陈洁怡、李俊贤、王毅敬、陈慧贤、陈勇贤、廖政彰、谢泳仪、
詹含章、颜仲信、侯政宇、纪研妮

陈宇翔(8A)

庄渊翔(10A)

林慧敏(8A)

谢秉翰(8A)

黄

张惠玲(8A)

蓉(8A)

陈暐钧(8A)

洪佳瑜(8A)

李

俐(8A)

出版:兴华中学 顾问:黄秀玉校长、谢锡福副校长、莫壮燕副校长 编辑:刘美娥师、许莉真师 摄影:摄影学会、资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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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信心 勿轻易放弃
郑其恩(10A，高级数学(1)、物理全国十大)

当我得知考获10科A和两
科目进入十大时，我还蛮惊讶
的，因为我只对高级数学(1)的
试卷有充分把握。一般上，高
三生都在上学期的时段完成历
年考题或模拟考题，接下来的
时间就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样的
复习。而我，选择了在接近考试的一两个月才把
我所有的模拟考题做完。这样一来，在考试时遇
到类似的题目会比较有印象。由于我在语文科方
面不是很好，所以我也完成了许多历年考题，以
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学校老师的教学与备考都
很好，希望学弟妹们对自己要有信心，不要怀疑
自己的能力及轻易放弃！

专心备考 目标要明确
庄渊翔(10A)

我很惊讶自己会考获10科
A，因为在考试进行期间，我
的状态并不是很理想。除了感
到意外，当然一定是很开心。
学校的老师都经验十足，只要
跟着老师的步伐来进行备考，
就不怕来不及。高三要读的课本内容虽然很多，
但并不意味须放弃课外活动时间去读书，而是要
抽出适当的时间让自己放松。备考最重要的是专
心，还要有明确的目标，若真的来不及读，就专
攻弱的科目。高三生们，在最后一年里，尽你们
最大的努力考取好成绩。虽然过程辛苦，却会是
将来甜蜜的回忆，祝福你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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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心毅力 决胜关键
陈心凌(9A)

在成绩放榜的那一刻，看到
自己的成绩，有一种说不出的感
觉，可以说是五味杂陈。我以为
我会很高兴，但其实在沉淀了几
个月之后，对于结果好坏，心里
早已有个底，所以当时只是在做
一个“验证”的动作。当然，对于自己一些尚未达
标的科目，心里还是有点小失望，但整体而言，我
还是很感恩，也很珍惜这一份得来不易的礼物。
统考齐集了三年所学的知识，要把各科的知识
点分门别类地装进脑袋，就必须打好基础，然后才
进行复习，一层一层地“把楼房盖好”。其实备考
方法因人而异，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然而万变
不离其宗，在大大小小的测验、考试、预考和毕业
考的压力下，恒心与毅力才是决胜关键。在备考过
程中，最让我心慌的就是地理科，因为这是商班的
自修科，在没有老师的监督、没有测验考试压力的
情况下，常常就会忽视自习的进度。一拖再拖的结
果，我只好硬着头皮在统考前几个星期囫囵吞枣地
把三本课本看完，然后直接赴考。在知识点不齐全
的情况下，心情自然会紧张，但后来才发现地理科
确实不需花太多的时间准备，而且也绝对不能用猜
题的方式备考，不过前提是一定要具备基本的地理
常识。
大部分高三生常常会把统考看得太重，以致被
统考牵绊而放弃很多学习机会。其实在申请大学的
过程中，发现到统考成绩并不是全部，那只是决定
你能飞得多高，或是能否比较舒坦地往下一个目的地
前进罢了。好好享受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年吧，并肩作
战的日子才最美丽！

集体备考 有助记忆
李晓昱 (8A，华文全国十大)

当我得知我考获华文十大时，心情是又惊又喜，想到多年来的努力终于有了成
果，那种感受是非常难忘的。备考时，通常需要记下很多内容，如果独自一人备
考，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完成。之后，我发现集体备考，然后办个小比赛之类的活
动，在你问我答时就能不经意记起来了。而且过程中有说有笑，对某些内容会有更深刻的印象。备考作
文时，不要强硬背书，参考的目的在于欣赏它的优美文句和用词。学弟学妹们，每次的测验和考试都要
认真对待，加油！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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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益良多
余家乐（初一和）

我很喜欢这个讲座，让我
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学会了
如何绘制心灵蓝图，怎样能更
轻松地学习化学，另外也学到
Tenses的运用。

林巧君（初一和）
谢亦柔（初一爱）采访报导

我校于2月26日（星期二）
在朝阳堂，为初一生举行“学习
技巧讲座”。是项讲座由英国牛
津大学心理与电脑系双科博士郑
伟勋主讲。
郑伟勋博士
郑博士对儿童及青少年身心
发展及教育问题曾做深入研究，他也是美国心理学
协会（APA）高级会员及美国辅导协会（ACA）专
科会员，并拥有英国皇家心理专业执照。
郑伟勋一开始时，要初一生双手交叉放在胸
前，看看自己的自然反应，也让我们了解，习惯和
自己的手一样不易改变，要更容易地学会做笔记，
就必须先改变习惯。此外，郑博士也教导同学如何
做笔记，其中做笔记最好的方法，就是发明自己的
符号，使到做笔记时可以更快速。学生在做笔记
时，总是感到昏昏欲睡、疲惫不已，因为大脑都讨
厌乏味的东西，头脑喜欢有趣的东西和颜色，因此
在做笔记时要使用颜色标示。
郑博士以英文文法心灵蓝图为例，教导同学如
何从中学习，比如Tenses就等于Time，它有三个
不 同 的 时 间 性，那 就 是 Present Tense，Past
Tense和Future Tense。其实，只要清楚其中一种
Tense，其他就一定也会明白。郑博士也指出，学
习方法是先了解整体概念后才读细节，这才是用右
脑学习的方法，先用右脑学习的好处包括学起来更
有意思、不容易忘记、更能达到领悟的境界，同时
还可以在领悟后，更能温故知新。他以化学课本为
例来做讲解，教导同学用心灵蓝图（mind-map）
做笔记。

学习变得更简单
李雨璇（初一和）

我觉得这个讲座让我学到更了
解 学 习 的 技 巧，更 简 单 化 地 做 笔
记。学习变得更简单，让我更容易
记重点。

文接上页

撇开压力 适时放松
李俐（高一理廉,8A）

当我得知自己的统考成
绩时，觉得很不可思议。我
非常感谢老师的教导以及家
人朋友的鼓励和协助。我觉
得不可以给自己太大的压
力，应该要在适当的时候放
松自己；另外，时间的安排也十分重要，
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大家可以过得更充实。

不断複习
洪佳瑜（高一理廉,8A）

看见自己的成绩时，我
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再三
确认 后，心里真的 很开心。
备考时，我做了不少的历届
统考题以熟悉统考的格式和做答方式。过
程中，我发现我对许多初一、初二所学内
容印象都模糊了，必须再行复习。我期待
我的高一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不仅是在课
业方面，在课外活动及人际关系方面亦是
如此。

运动有助考试
黄蓉（高一理廉8A）

当我得知自己的统考成
绩时，很开心。我备考时没
任何技巧，只是爸爸常常要
我去运动。后来才发现，运
动也是有用的，它可以让我们更精神。基
本上备考时遇到难题时，老师都会从旁指
导，同学也会互相帮助。升上高一了，希
望自己在各方面都能更进一步提升。

2013年 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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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以璇 (高一理廉)报导

想探讨科
学就要常问“为
什么”。为什么
章鱼要有这么厉
害的伪装能力
呢？因 为 它 好
吃，蛋白质又丰
富，而且没有硬
壳、爪子等，非
常方便进食，所
以它要自我保
护。后来有科学
家很“顽皮”，
把伪装的季军—
—墨鱼放到了黑
孙维新教授的演讲让大家从大自
白的西洋棋盘
章鱼是伪装的冠军
然中找到知识的趣味。
电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海洋是最 中，看它们能否
重要的场景，而生命的起源又是来自海洋，因 在不熟悉的环境下继续伪装。这时候，墨鱼显得有
此孙教授便把听众们的焦点移至海洋。海洋占 些挫折与尴尬。最后，孙教授说到大自然的生物都
了地表70%，而陆地却只有30%，可见海洋在 非常努力地寻求活下去的方法，人类也是一样。但
整个地球上对生命占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孙教授 是差别在于大自然的生物只要够吃够用就好，而人
谈到海洋生物界的伪装术时，谈到伪装的冠军—— 类却不尽然，人类不只要够吃够用，人类更希望可
章鱼，它除了喷墨的特点以外，也能很迅速地把自 以活得更好；所以人类常常使用了比需要还要来得
己的体色变为与环境非常相似的颜色，然后极好地 多的资源。孙教授强调，我们不要用过多自然界的
伪装起来。孙教授现场给同学们看了几张章鱼伪装 资源，而是要为后代子孙留下更多的资源。
接下来，孙教授从海洋中的趣味课题转移到高
后的图，大家都难以搜索它们的踪影。章鱼的伪装
术是非常高超且快速，一般上仅费数秒就完成伪 原上的趣味课题，他分享了他与一组工作团队在青
装，就算是布满了色彩缤纷的石子海底上，章鱼也 藏高原历尽艰辛设立天文台的经验。最后，他引用
能让身体出现有如很多个颜色的小石子般进行伪装。 Oscar Wilde的一句话：“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我们都
在臭水沟内，但有些人在仰望着星空。）向我们传
达：虽然处于困境，但我们应该要往积极正向的方
面去着想。

继2012年“世界末日”讲座后，台湾国立自
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暨天文物
理研究所孙维新教授再度来到我校传播科学种子。
这次他以华人之光——李安的最新第85届奥斯卡
得奖作品《少年PI的奇幻漂流》作为序幕，谈起了
生命的起源。他运用有趣、简单的方式，深入浅出
的带出了奥妙且复杂生命起源的意义。
孙维新教授于2月28日（星期四）主讲两场科
学教育讲座。讲座主题分别为下午的“在大自然中
找寻知识的趣味”及晚上的“星空之美･ 宇宙之
奇”。孙教授已有数次在我校讲演科学教育讲座的
经验，主题大多围绕在宇宙、外星生命等天文知
识；而第一场讲座内容主要围绕在生物和地理，可
说是有别于往常的。

人类处于第六次生物大灭绝?

同学们专注观赏孙教授所播放的影片。

孙教授告诉与会者5亿4千万年前的寒武纪大爆
发，地球上的生物进化出现飞跃式发展。至今，地
球表面已经发生过五次生物大灭绝，也就是世界末
日。整个地表百分之七十到九十的生物完全消失，
有些灭绝是因为西伯利亚火山大爆发，而造成气候
改变；有些灭绝是因为彗星或是陨石碰撞地球造成
气候改变。孙教授强调“只有气候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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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才会造成全球性的生物灭绝。
而人类现在就是在改变气候。目前，
全世界的气候正以史无前例的快速改变中，有科学
家大胆认为，我们现在就已经处在第六次生物大灭
绝了。”他续称，过去的五次生物大灭绝是大自然
造成的，而第六次的生物大灭绝却是我们人类所造
成的，人类不断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而造成大量物
种灭绝。他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大自然、生活中的困
惑图引发更多人对地球的爱护。
孙教授接着播放一段葫芦生长过程的影片，从
种子发芽破土而出，再到触须的攀爬。影片中，葫
芦的触须呈现有规律的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以寻
找可攀附缠绕之物，有些植物则依靠气味来探索环
境。从这一段有趣的影片中，孙教授主要让大家了
解植物之间传递讯息的能力远超过人类所能理解的
范围。
孙教授以科学角度从海洋、植物、矿物、古生
物标本的课题，深入浅出，并引用有趣的现象来解
读大自然。他告诉我们：要知道自然的知识，就要
用科学去了解自然，而怎样喜欢科学呢？就是从生
活中找寻知识的趣味。
每日百吨物质掉落地球

孙维新教授也于当晚主讲第二场讲座，主题为
“星空之美･宇宙之奇”；讲座会除了有众多的师
生，也有许多家长及天文爱好者出席。
孙教授提到不久前，俄罗斯发生了陨石撞击地
面的事件。那到底陨石和流星有何差别？流星是因
为小物体 从外层空 间，因地球的 引力而被吸 到地
球，再与大气摩擦、燃烧。陨石则是经过了这个阶
段，还 幸 存 下 来，并 撞 击 地 面。陨 石 之 所 以 会 爆
炸，是因为摩擦产生热，而造成里头的空气膨胀再
引起爆炸。估计每天约有60至100吨物质从外层空
间掉落到地球上，这是惊人却又是事实的数据。由
于海洋占了地表70%，而城市又只占了陆地的1%，
因此一般人看到陨石的机会是少之又少。
月球逐渐
远离地球

在讲座进行间没有机会发问的同学，趁讲座结
束后围着孙教授提出心中的疑问寻求解答。

月
球距离
地球大
约
有
384,400
公 里。
10 亿 年
前，地
球和月
球的距
离只有

孙教授常与听众互动，同学们在有问有答的氛围中愉快
学习。

18,000公里，也就是说10亿年前看到的月球足足
比现在所看到的月亮大22倍。古时的月亮是非常
壮观的，相对而言，潮汐的威力也强大很多。海
洋生物演化到陆地生活，潮汐扮演了非常重要的
角色；而潮汐威力越强，演化进程更为明显。现
在我们所看到的月球每天以3公分的距离远离地
球，过了10亿年后，月球就会离开地球，那个时
候，地球也不再有潮汐现象。
根据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我们知道越靠近
母星，公转速度就越快。因此在很久以前，月球
每6个小时就绕地球一周，换句话说那个时候的
中秋节是很紧张地度过的。孙教授还幽默地表
示，想必当时的月饼也应该会做得比现在大很多
吧！孙教授也说到，到了遥远的未来，月球就成
了地球的同步卫星，也就是说只有特定国家能看
到月亮，其他国家的人民如果要赏月，就要出国
了。
讲座会中，孙教授还分享了一个于2006年1
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所发射的新视
界号（New Horizons）太空探测器，主要造访
冥王星和冥王星附近古柏带天体（Kuiper belt）
的太空任务，并将于2015年抵达目的地。然而
有趣的是，出发时它是一个行星探测器，后来冥
王星被划为矮行星，排除在行星行列之外，结果
它中途被人类“背叛”，因此现在已被贬为矮行
星探测器。
在讲座会尾声，亦开放时段让观众发问问
题，其中有问到人造卫星前往冥王星的时速是多
少？是否曾有太空船造访过金星？今年会坠落的
卫星是何时？太大颗的陨石堕落是否会毁灭整个
地球？地球有地震，那火星是否也有地震？黑洞
是什么？十级的地震会造成地球毁灭是真的吗？
等等问题；而孙教授以其专业的学识及经验一一
为大家解惑，让大家度过了一个富有奇幻的天文
盛会，收获满满赋归。

2013年 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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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秄沬（高三文商和）林颖倩（高一理仁）报导

我校于3月12日（星期二）在朝阳堂举办高
中周会外宾演讲，并邀请汤礼聪博士主讲“垃圾
管理”。汤博士是环境保护及废弃管理咨询顾
问、绿色生活协会（Green Living Society）主
席。
我国每日制造2200公吨垃圾

根据报导，在过去几年，世界上都发生了许
多灾难。有百年一见甚至千年一见的世界奇观。
世界银行指出垃圾是环保的公敌，2012年全世
界已制造13亿公吨的垃圾，并且预测2025年将
增加一倍。马来西亚每天大约制造2200公吨的
垃圾，相等于10至15个深1公尺的足球场，每人
每天大约制造0.8公斤的垃圾。
汤博士说明，从垃圾分类可发现食物残渣占
50%，其中10%至15%仍可食用，但人们却选择
浪费食物。他也举例说明其他垃圾如废轮胎、电
灯管、电池等都含有毒气体；人们也因宰杀肉猪
时，丢弃其内脏而形成浪费。联合国粮农组织指
出，地 球 人 每 年 吃 掉 的 动 物 总 数 约 为 4000 亿
只，畜牧业造成温室效应、气候变迁等问题。因
此，汤博士呼吁大家即使不能成为素食者，也要
切忌少吃肉。
每年1500万儿童死于饥饿

据 调 查，每 年 有 1 千 500 万 名 儿 童 死 于 饥
饿。每3.6秒就有一个人死于饥荒，其中70%是
小孩。大马人每天丢掉1500公吨的食物残渣，
也就等于300至400辆罗里的食物。在调查华人
餐馆过程中发现厨余，大多是晚宴剩余食物。汤
博士建议为人父母者，应从小就训练孩子一定要
吃完食物。此外，他也鼓励人们将食物残渣循环
做成堆肥、酵素等等。
废弃垃圾致环境污染

此外，废弃垃圾也导致环境污染，比如土埋
厂的垃圾突然自燃，垃圾燃烧时会有废气，且火
很难熄灭，也造成健康及社会问题。土埋场也曾
因垃圾阻塞导致水灾，调查后才发现是菜农因马
铃薯跌价而大量丢掉导致阻塞。土埋场附近住着
多户居民，大多为拾荒者，其中孩童占多数，是
必须关注的问题。汤博士透露，每次访问该居民

黄秀玉校长（右）赠送水果礼篮予杨礼聪博士（左）。

时，都以红包为饵才能向拾荒者沟通交流，因为他
们不是很愿意跟陌生人说话。全马有176间土埋
场。而 其 中 因 非 法 丢 弃 导 致 关 闭 了 141 间。经 调
查，90%土埋场垃圾根本没进行土埋的程序。
虽然纸屑可以卖掉，但是很多公司把纸屑丢
掉。与其说乱丢垃圾的人没有环保意识，不如说他
们连公民意识都降低了。
可再循环的物品包括铁罐、铝箔包等。马来西
亚的环保工业都是以利益为先，并非出于善意。这
个环保过程中，工商业制造废水及造成空气污染。
塑料洗后，再让它熔化为新物品。但不良商人却把
塑料粒参杂在动物饲料里运出国，这是非法的行
为！汤博士希望人们能减少塑料使用，因为塑料有
毒、不能腐化及造成污染。
环保应从小扎根
最后，汤博士鼓励环保应从小扎根，从教育做
起。根据汤博士所作研究报告显示，70%的大马人
知道什么是再循环，也认同再循环是很重要的, 但
只有少于10% 的人真正采取行动。我们必须致力
环保，先明白环保意义才能教育别人。此外，我们
必先做好榜样，不但要提高环保意识，而且需勇于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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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导处供稿

迈入21世纪的教育发展，面对着的是瞬息
万变，多元开放的人类历史的新格局。如此庞
大的历史洪流，对教育而言，可谓是前所未有
的挑战，教育的真谛在于培养孩子拥有完整的
人格，人格形成的关键在于习惯的养成。习惯
对 我 们 的 生 活 有 绝 大 的 影 响，因 为 它 是 一 贯
的，在不知不觉中，经年累月地影响着我们的
品德，暴露出我们的本性，左右我们的成败。
我校一向秉持敦品力学的教育方针，多年
来不断探究六育的平衡发展，其中优化德育工
作，力促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相结合，通过
持续性和总结性评量二者结合，以期培养学生
自觉、自律及自学。自2000年开始我校在学生
操行评量中实施多元化评估，其中包括班导师
评量、任课老师评量、学生自我评量及家长评
量学生在家表现等教育措施，使亲师生三者在
评量过程中能达到协助学生解决困难、纠正过
失，同时在评估学生操行方面能做到客观、公
平合理、针对性、全面性及有效性，鼓励学生
知善行善、自我完善，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自2000年开始，学校每年请家
长给孩子评量两次在家表现，通过
亲子之间的良好互动，针对评量表
内容共同讨论及思考，协助孩子阶
段性反思总结自己的学习及生活。
透过结合家长在家带领孩子的成
长，与学校的教育理念能有一致的
理解及指导，适时的给予奖励、纠
正过失。在操行评量表中有许多项目提供家长
参考，当成家里教育孩子的指导方向，希望在
这样的制度下能让家长多接近及了解孩子，协
助孩子解决困难，鼓励孩子向上，进而培养孩
子在自我检讨、反省、改进和成长，同时也提
供资料与条件，加强亲子及亲师之间的沟通，
以便能有序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事实上，在
建构孩子的习惯养成中，学校老师看到孩子的
表现仅仅只是局部的事实，而非孩子全面的发
展，若能结合家长评量孩子的在家表现，则其

2013年 3月号

完整性将更显著。家长评量孩子在家表现的项目主要
以尊老爱幼、以礼待人、勤奋学习、参与家务、整洁
习惯、生活规律、自理能力及生活俭朴八大项目中的
34个细项来进行有序的教育引导。
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各种各样的习惯，如果
单从表面来看，一件小事，不引人注意，但是很多人
失败就失败在不良习惯上。如此一来，可谓小习惯都
能影响大事情，所以家长在注意学业成绩的同时，不
可忽略孩子的品性与行为。为了帮助孩子成为有效能
的成功人士，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必须充分结合，缺
一不可，如此方能有机会引导孩子走向全方位的生命
历程。

评分项目
1.
2.

3.
一

尊老爱幼 4.
5.
6.
7.
8.
1.
2.
3.

二

以礼待人

4.

5.

评量参考
能孝敬长辈。
出门敬告家长、回家面见家长，
若不能依时返家，须实时通知家
长。
尊 重 祖 父 母、父 母 或 长 辈 的 意
见。
能与父母谈心。
能向父母亲报告学习等情况。
对 家 人有 意见 时，礼貌提 出，不
耍脾气。
懂得关怀家中的长辈及幼小。
能友爱兄弟姐妹、邻居小孩，关照
及帮助对方。
能主动向家人、邻居打招呼。
能 使 用 礼 貌 用 语，常 说 请、谢
谢、对不起。
讲 话 注意 场合，态 度和蔼，谦 恭
有礼。
不随意打断别人的讲话，打扰他
人的学习或工作，妨碍到别人会
道歉。
未经允许不进他人房间、动用他
人物品、看他人信件、日记等。
文转下页

2013年 3月号

洪暐雯（高二理忠）
郑彩君（高二理孝）报导

辅导处每年都会为高
三生举办升学讲座，以让
高三生能更明确的选择自
己未来要走的路，并设下目标，往目标前进。
辅导处于3月8日（星期五）的第七节辅导
节，在忠礼堂举办“兴趣量表结果”讲解会，
主讲人为辅导处副主任李辉祥师。在较早前，
高三生已在兴趣量表做测定，李辉祥师在讲解
会当天就学生的兴趣量表结果作出讲解与分
析，并给于适当的建议。
兴趣量表主要是根据John Holland 的类型
论来测定学生的性向。这项类型论将人格特质
分 为 六 种 类 型，即 艺 术 型（A）、研 究 型
（I）、社 会 型（S）、实 用 型（R）、事 务 型
（C）及企业型（E）。他主要是针对学生所选
择的工作环境、工作类型，还有自身的兴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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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测定学生适合的工
作领域。此外，李老
师也为在场的学生进
行一次的“抓周”测
定。从而让学生能更
明确了解自身的兴趣
类型。
李辉祥师也透过
学生测试的评量表以
兴趣代码表示，并加
John Holland的类型论。
以讲解与分析。他也
趁机叮咛在场的学生在选择职业时，务必考虑自身
的人格特质、兴趣、能力及价值观。此外，他也推
荐其中两个有关依自己的兴趣代码，找出相似兴趣
类型的科系或职业升学网站给学生参考，该网站为
www.ceec.edu.tw/intqry/Default.aspx
或
www.onetonlie.org。他也希望在这次的讲解会后，
学生能明确的了解自己对未来的职业与科系的选择。

文接上页

评分项目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评量参考
1. 学习目的明确，能自己订好学习计划。
2. 认真、按时完成作业。
勤奋学习 3. 认真预习、复习功课。
4. 能阅读报纸及课外读物。
5. 积极参加有益身心的活动。
1. 帮助父母做家务，例如洗衣、洗碗、烫衣、煮饭、扫地、拖地、抹窗、照顾弟妹等。
参与家务
2. 能够完成父母及家人交办之事。
1. 懂得注重个人卫生。
整洁习惯 2. 衣着头发整齐干净，衣物鞋袜常换洗。
3. 有良好的卫生习惯、不乱丢、乱吐。
1. 能自己安排作息时间。
生活规律 2. 放学后准时回家，不到处游逛。
3. 不随意夜出、晚归。
1. 自己事情自己做，有始有终。
2. 就寝前能自己整理自己的书包、书桌；起床后能自行整理床铺及房间。
自理能力 3. 能自己清洗自己的衣物、鞋袜。
4. 用完之物品不随便乱放，物归原位。
5. 遇到困难，自己先行解决，不能解决就请长辈协助。
1. 穿着朴素合适，不一味追求名牌和潮流。
生活俭朴 2. 不随便乱花钱。
3. 懂得将剩余的零用钱储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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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13

14

日期

01/04
/
06/04

08/04
/
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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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巴生学联排球赛

行事项目

01/04~05/04

体育处

高中华语辩论比赛(半決赛)
高中华语辩论比赛(決赛)
初中班会
学生仪容检查
家教协会会员大会暨改选

01/04

(一)

02/04
02/04
03/04
06/04

华教常识赛
巴生学联羽球赛
家长评量学生在家表现
初中华语诗歌朗诵比赛(决赛)
高中班会

06/04

全校常识比赛--初赛(笔试)

11/04

(四)

图书馆服务团/史地学会/
学长团

课外活动处

3.10pm~4.10pm
课室

13/04

(六)

英语教学中心

总务处

8.30am~1.00pm
朝阳堂

生物科教研小组
体育处
班导师

教务处

全体高一理科生

各班学生

图书馆服务团/史地学会/
学长团

课外活动处

1.50pm~2.25pm
3.00pm~4.30pm
黄景裕讲堂

雪隆森独中英语朗读比赛
生物学习技巧讲座 [主讲人：陈逸飞先生]
巴生学联篮球赛
全校班会

15

16

17

18

19

20

22/04
27/04

29/04
/
04/05

06/05
/
11/05

13/05
/
18/05

20/05
/
24/05

年中假期

25/05
/
09/06

注

课外活动处

辩论校队/少年服务团

(二)
(二)
(三)
(六)

课外活动处
班导师
班导师
家教协会

辩论校队/少年服务团
各班学生
各班学生
行政各处/全体老师

3.15pm~4.30pm
教学楼课室
1.50~3.10pm朝阳堂

(六)

雪隆华校校友联

课外活动处

08/04~12/04
08/04~13/04
09/04 (二)
09/04 (二)

Inter-school Choral Speaking Competition

15/04
/
20/04

合作单位

13/04 (六)
15/04~19/04
16/04 (二)

全校常识比赛—決赛(口试)

16/04

语文科作文考试
本周联课活动暂停
中国高等教育展

17/04~19/04

第一学期期末考
继续第一学期期末考

(二)

体育处
班导师/学生家长
华文科研小组/华文学会
班导师

训导处
教务处/总务处
各班学生

11.00am~1.00pm
2.00pm~3.00pm
忠礼堂

1.50~3.30pm朝阳堂

语文科老师/教务处
课外活动处
辅导处

全体老师
学会负责老师

第1、2节

高三级学生(自由报名)

地点：滨华中学

23/04~26/04

教务处

全体老师

29/04~30/04
01/05 (三)

教务处

全体老师

劳动节公共假期
探索自我与计划未来生涯工作坊

01/05

(三)

辅导处

英迪大学

联课活动开始评分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二)
初一：忠、孝、仁、爱

02/05~10/05

学会负责老师

课外活动处

03/05

(五)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教育展(私立大专及教育机构)

03/05

(五)

辅导处

高一级至高三级学生
随堂老师

阳光天使培训营
全校班会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二)
初二：忠、孝、仁、爱
学生仪容检查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二)
初一：信、义、和、平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二)
初一：礼、廉、智
筹募科技大楼设备金砖运动推展礼及组织
工作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二)
初二：信、义、和、平
提交联课活动分数
各班交财政收支表
雪隆八独中球类赛备战营
雪隆八独中球类赛集训
书展
初中周会（外宾演讲）
高中班会~学生操行自我评量
EQ与学习技巧培训课程(二)
初二：礼、廉、智

04/05

(六)

辅导处

巴生美门残障中心

2.30pm~4.30pm
忠礼堂
第5、6节:高三级
第7节:高二级
第8节:高一级
朝阳堂
初中学生(自由报名)
朝阳堂

07/05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1.50pm~2.30pm

07/05

(二)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2.45pm~4.45pm
忠礼堂

08/05

(三)

班导师

各班学生

08/05

(三)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2.30pm~4.30pm
忠礼堂

10/05

(五)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2.30pm~4.30pm
忠礼堂

14/05

(二)

筹募科技大楼设备
金砖运动工委会

全体教职员生

第6~10节

15/05

(三)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3.10pm~5.10pm
忠礼堂

学会负责老师
训导处
体育处
体育处

课外活动处
班导师/各班财政

课外活动处
班导师

行政各处
各班学生

1.50pm~3.00pm

21/05

(二)

辅导处

班导师/行政各处

3.10pm~5.10pm
忠礼堂

家长到校领取成绩报告表
卫塞节公共假期
雪隆八独中球类赛
国家元首诞辰公共假期
第4届全国华教乒乓﹑羽球赛
社区服务活动
2013年童军团成立65周年全校营火会

23/05

(四)

班导师

行政各处/各班学生

8.30am~3.00pm
各班课室

20/04

(六)

15/05 (三)
17/05~18/05
18/05~19/05
20/05~23/05
20/05~23/05
21/05 (二)
21/05 (二)

24/05 (五)
25/05~29/05
01/06 (六)
03/06~05/06
03/06~07/06
06/06~08/06

上课日：47天

7.50am~5.00pm

体育处
体育处
辅导处
童军团

短假：16天

高中学生（自由报
名）

巴生滨华中学

全体师生
学生自由报名

课外活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