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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锡福师报导 

我校全体师生决心筹募200万令吉，作为正在

建造中的科技大楼的部分设备基金，我校订于5月
14日（星期二）举行推售金砖运动推展礼，这是

我校七年来另一次向家长及社会人士发动劝捐。 
我校特为筹建科技大楼推售金砖运动发表

《兴建科技大楼缘起》，吁请家长及热爱教育人

士大力支持是项金砖筹款运动。 
兴华中学的发展是一条曲折的道路，自上世

纪60年代学生仅存三十余名，数十年间，通过群

策群力的精神，发展到今天超过三千名学生，完

成三期校舍重建计划；其历程是我国华校自力更

生、自强不息的轨迹和缩影。秉持维护母语教

育、承传中华文化的任务，我校以锲而不舍的精

神奋进，在21世纪，我校已成为一所具规模的现

代化华文独立中学。 
我校董事会在董事长丹斯里杨忠礼博士的领

导下，与教育团队深刻地体会到，资讯科技的普

及，科技渗透入生活的每个层面，并在生活中的

覆盖面不断扩大；学校必须更重视科技教育的贯

彻，同时为创造更好的条件以贯彻“提供全方位

教育，培养有人文科技素养，有自主发展能力的

学生”的教育品质宣言；遂于2011年杪推出第四

期建校计划——兴建十一层科技大楼。 
黄秀玉校长表示，“一定要把兴华办好”是

我校在数十年前对社会的承诺；进入21世纪，

把兴华办成一所既有文化传统，又有资讯时代

高科技特色的独立中学，是我们的愿景和努力

的方向。她说，根据整体需要，兴建“科技大

楼”的任务，除了科技领域的开拓，也提供了

学生学习活动中心、能容纳六百名师生的大讲

堂／演艺中心和室内体育中心。目前我校科技

大楼的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如果一切顺

利，这幢耗资近2000万令吉的校舍，将于今年

8月完工。 
她说，科技大楼计划的创导和落实，是杨

忠礼董事长对“百年树人”千秋大业的前瞻性

视野与魄力的体现。杨董事长以校友和创办人

学生代表多重身份，对我校注入无比热情和奉

献；科技大楼的兴建，为学校教育的未来创造

了无限的可能。 
唯科技大楼的内部设备及维持费用，仍需

一笔巨大款额，秉持群策群力发展独中的精

神，我校订于5月14日展开推售金砖运动以筹

募科技大楼设备基金。教育发展的道路漫长而

崎岖，我校科技大楼的完成还需要很多人的支

持与参与，恳切期望家长和社会各界鼎力支

持，共襄义举。 
黄秀玉校长强调，华文独中是属于全体华

人的事业，让我们共同以承先启后的无畏精

神，为建设一所现代化华文中学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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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暐雯、李颖洁（高三理忠）报导 

为了让师生接触纳米科技新知，我校在马来

西亚留台成功大学校友会颜振辉会长引荐下，参

与由台湾国科会指导的台湾纳米科技人才培育学

院所举办的纳米人才培训活动。此次前来我校的

台湾代表有总团长陈引干教授（成功大学材料科

学及工程学系）、团长饶达仁教授（清华大学动

力机械与工程学系）以及其团队的教授和老师分

别有咨询委员陈永芳教授（国立台湾大学物理学

系）、科教专家黄台珠教授（国立中山大学通识

教育中心）、李恩铭老师（花莲国风中学校

长）、陈世家老师（台北市石牌中学教师）、徐

志成老师（台北市丽山中学）、郑惠方小姐（国

立成功大学微奈米中心）和杨惠婷小姐（国立清

华大学动力机械与工程学系）。我校也特邀请巴

生另三所独中师生到校共同学习。活动先由饶达

仁教授简明扼要介绍奈米科技，随后参与者分成

三组进行实验活动；第一组由李恩铭老师带领老

师；第二及第三组分别由陈世家老师和徐志成老

师带领学生。 
此项活动于4月15日（星期一）下午2时在黄

景裕讲堂掀开序幕，总参与人数达150名。活动开

始时，陈引干教授率先介绍其团队，他希望

能藉此机会与大家交换意见，同时也能分享

对此项活动的感想。饶达仁教授则表示，由于

台湾科技发展迅速，许多高中老师未必能掌握

相关知识而与科技脱节，加上学生的求知欲

高，所以才会实行此项计划，致力改善问题。

饶教授也指出，为培育更多对纳米科技有兴趣

的人才，他们甚至将纳米科技普及化，以动

画、漫画等形式推出光碟和书籍。他也解释，

纳米科技是了解与控制1至100小分子的技术。

此外，他亦介绍早已在自然界存在的例子，

如彩蝶效应、壁虎效应和莲叶效应。 
这次的活动也让师生们有机会亲手进行

实验，更深入地了解纳米科技神奇之处。实

验分别有纳米隐形术（于化学实验室进

行）、Magic Window光碟片到点状光栅的名

片制作（于物理实验室进行）和生活中的纳

米（于生物实验室进行）。这三项实验都以

日常物品带出有趣的实验，介绍纳米的性质。

例如拥有纳米颗粒的布料上有疏水性，使在布

料上的水珠不易渗透，反而成球状。 

 左起：许梅韵副校长、陈世家师、池凯玲师、徐志成师、颜振辉会长、黄秀玉校长、陈引干教授、饶达仁教授、黄台

珠教授、陈永芳教授、李恩铭师。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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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

束前，陈教授也推

介纳米科技人才培

训学院的网站http://
nano.narl.org.tw,让
师生们可以学习更

多有关于纳米科技

的知识。 

钟佩晴师报导 

韩国7所大学近20人于4月22日（星期一）莅

临我校进行留学韩国交流会。该7所大学分别是

Bus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ju Halla University, Gyeonggi College of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Koje College, Suwon Sci-
ence College, Taegu Science University 以及

Yeungjin College。我校则由莫壮燕副校长以及辅

导处同仁代表接待。 
莫壮燕副校长在致词时欢迎各校代表到来。

这是我校首次接待韩国大学的拜访团，因此，希

望可给高三毕业生多一个升学的选择平台。另

外，莫副校长也讲解我校以及马来西亚华教的发

展历程，以让他们更深入的认识与了解独立中学

教育体制。 
在韩国升学说明会的部分，韩国教育咨询代

表强调，韩国科技如通讯、汽车、家电业的技术

已经可以媲美美国、日本，相信随着科技、贸易

优势，可促进韩马两国人才培养和交流。该代

表也详细解说留学韩国的资讯，如入学资格与

语文要求、大学设备环境以及所开办的课程与

科系等。在入学资格与语文要求方面，学生必

须完成12年的中小学教育以及通过韩语考试

（TOPIK）方可申请入读韩国的大学。中韩贸

易日趋蓬勃，急需谙中、韩、英语人才；由于

马来西亚学生在语文学习方面占此优势，因此

鼓励马来西亚学生到韩国升学。这7所大学在

课程方面都各有特色，部分大学的课程在韩国

或国际上都有很高的评价，如Koje College 的
造船科系（Ship  Building）与海洋工程系

（Marine Engineering）及Cheju Halla  Uni-
versity的旅游科系。 

在问答环节中，韩国大学代表与我校老师

皆踊跃发问并表达意见，以期进一步了解各国

的升学管道和教育制度。在交流会结束前，我

校也不忘与各大学代表互赠纪念品。 

 莫壮燕副校长（前中）、辅导处主任覃秀娴师（后左一）、辅导处副主任李辉祥师（前右一）、辅导处助理庄丽琴师

（后右一）与韩国7所大学代表合影。 

 陈世家师(左二)细心引领同学进行实验。  我校老师积极参与培训课程。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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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倇（高一理廉）报导 

为了让学生更有效地

学习生物，及增加对生物

科的兴趣，我校生物科教

研小组于4月13日（星期

六）早上 8 时至中午 12
时，在朝阳礼堂为全体高

一理科生举办生物学习技

巧讲座。此讲座邀请到董

总前生物科学科秘书陈逸

飞主讲。陈逸飞在讲座开

始时与同学分享学习过

程，即首先培养科学素

养，再将知识类型分类，

接着深入理解，最后是画

出概念图。 

学习科学应是由知识取向

转为素养导向 

他表示，信任科学是

科学素养重要的一环，但

科学素养不是盲从或迷信

也不是否定所有事情，要

以学习科学的方法判断真

伪。此外，学过的知识或

许会忘记，但在需要用到

时，就有助于重新学习及

解决问题，这样就有科学

素养。科学理论也许会被

新的发现取代，所以我们

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接

受，这也是一种科学素养。 
讲座中，现场的同学

们也被分成16个组别进行

角色扮演，分别扮演农夫、学生、

环保分子、科学家、雇主及政府官

员的同学亦写出他们对于政府为降

低国内黑斑蚊症而进行黑斑蚊基因

改造的看法。陈先生做此角色扮演

的小结中提到，每个人的思维与想

法都会因为本身的态度与知识的不

同而有异，因此我们在学习时应常

常与周围的人互相交流，知道他人

的想法，这才能使自己的思维更加

多元化。 
接着，他提到知识类型可分成

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

知识和认知性知识四大类。概念性

知识包括概念、原理和模型，在学

习中居首要地位，主要是因为概念

性知识可转移，可以解释现象并推

测后果。而事实性知识则包括名

称、历史事件等都是不能转移的知

识，占次要地位。他强调，如果只

靠死记硬背，而不理解其含义，在

学习过程中会很艰难的。只要把知

识整理成概念性知识，变得有规律

才会更容易转移和应用。 

概念图组织知识 

概念图是知识组织的方式，在

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把曾经学过的

知识概念连接起来，就较容易理

解。此外，多进行小组的讨论，常

与朋友交换意见也有助于发现自己

错误的概念。 
陈先生也让同学们在讲座会中

分组制作概念图，在用耳听的同时

也动手做，让同学们印象更为深

刻。他透露，制作概念图是很有效

的学习方式，让我们对知识的概念

更加清晰。 
另外，他也不断地强调，学习

一定要以思考为主，在学习旧知识

的时候和现有的知识连接，不能靠

死记硬背，否则会弄巧成拙。最

后，他总结说到，同学们只要掌握

好基本的知识，接着对知识进行分

类并有深入的理解，就能学好生物

或其他的理科科目。 

 陈逸飞（立者）指导同学以概念图组织知识。 

 学生以小组的方式进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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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菱（高二文商礼）采访报导 
为了让宿舍自治会成员以及楼层干部更了

解宿舍的运作，并加强他们的专业管理知识，

我校舍务处于3月24日至26日在摩立黄金海岸

水上乐园度假村举办宿舍干部领袖培训营，共

有45名自治会成员、11名宿舍老师、2名辅导

老师和3名校友参与。继2008和2009年之后，

舍务处有幸再次邀请到英国牛津大学心理与电

脑系双科博士郑伟勋主持以“宿舍是个家”为

主题的培训营。在培训营开始前，郑博士特别

强调这里不是课堂，而是轻松的学习营，因此

培训营过程中，他都以轻松开放的方式教学。 

文转下页 

郑博士指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即使没有金

钱、权势与地位，只要将生活中的小事做好，那

就是领袖。除了深入探讨领袖的品格素质和学校

寄宿运作的理念，营员们也初步认识宿舍领导与

团队的共同职责。郑博士也强调，宿舍生须把

“七大习惯”贯彻于宿舍生活中，只要每个人从

自身做起便可建立一个高效能的团队。 
另外，郑博士也特别安排了水上活动、沙滩

活动及电影欣赏等，让营员们能够边学习边玩

乐，也带出团队的概念。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活动当属“人生最大遗

憾”，营员们躺在亲手挖掘的“坟墓”坑里，思

考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他们从活动中领悟

了一个终生受用的道理，那就是要活在当下，

做任何事不要因为害怕做错而轻易放弃，因为

后悔没尝试过才是人生最大的遗憾。郑博士较

后集合营员们讨论放在“棺木”里的十大遗

憾，并一一解释。接着，营员们在分享环节把

自己曾经历的遗憾一一道来，一些营员因伤心

的回忆被勾起而不禁流泪。 
  是项培训营活动丰富感人，营员获益良

多。全程参与培训的营员们都获颁一张证书，

以示表扬。是项培训营在丹绒士拔的半日游后

画下完美的句点。 

 

 郑伟勋博士(右三)以领袖扑克牌指导大家认识领导人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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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自信 

黄嘉贤（初一忠） 

培训营非常好玩，也让

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包括如

何成为领袖和领袖应有的素

质，让原来没有信心的我更

增强信心。“人生的最大遗憾”活动中，当我

躺在“坟墓”时沉思遗憾，让我有了许多感

触。若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去做，不然那

件没有完成的事有可能成为人生中的最大遗

憾！我非常高兴能参加干部培训营。 
 
获益良多 

赖佩琪（初三廉） 

这三天两夜的培训营真

的过得非常快！在培训期

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

了解成为领袖的特征及须有

的条件。观赏《我们都不完

美》影片后感触特别深，世界上没人会放弃

你，只有你会放弃自己。在讨论十大遗憾里，

我们都分享自己的想法及经验，所以这次培训营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希望下次还能参加。 

 

学会珍惜人事物 

黄慈馨（高一文商信） 

培训营让我有了前所未有

的满足感！我学到成为领袖所

需的素质，更深入的了解七大

习惯等。最爱的活动是在沙滩

上挖“坟墓”，和爱珠老师同组让我有更多的感

触。第一次抱着老师，让我也不禁流泪，真的要

珍惜生命中的每个人事物，勿等到失去才后悔。

很感谢郑博士、Wayne和蔚蓝学姐的用心。如果

下次还有机会，我一定还会参加。 
 
勿错过任何机会 

蓝诗韵（高二文商孝） 

我学到领袖是做一般人不

常做的特别事情，就像看到地

上有垃圾而会主动捡起来等

等。影响最深的是“人生的最

大遗憾”活动，我的组挖了又

大又深的“坟墓”，可以睡六个人，我们也学到

不要错过任何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做一些事，

如果连一个机会也不给自己，那就真的有遗憾

了。相处了三天大家感情都升温了，也学到很

多，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参加。 

 

 

上图：营员们躺在亲手挖掘的“坟墓”坑里，思考自己一生

中最大的遗憾。 

右上图：郑伟勋博士（立者）以金字塔的图解说领袖素质。 

右图：郑伟勋博士（右）颁发最佳营员奖予获奖者林勤勇

（右二）。右三为总舍监陈爱珠师，左一为辅导处副主任李

辉祥师。 

  值得一提的是，摩立黄金

海岸度假村东主也是我校副董

事长拿督陈尚成，他以“半价”优惠全体自治

会成员，并予16位老师、校友“全免”的优

惠。舍务处主任陈爱珠师对陈副董事长的赞助

表示由衷感谢。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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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莉真师报导 

我校于3月短假前即3月23日

（星期六）早上8时至下午4时，为

所有谙华语老师举办辅导工作坊，主

要课题为“焦点解决辅导模式在师生

沟通与学生问题处理之运用”主讲人

为人和工作室创办人兼心理辅导师陈

如湘。 
陈如湘曾经担任新纪元学院辅导

中心主任兼辅导与咨商心理学习系主

任，她目前也是马来西亚国民大学辅

导与谘商博士候选人。在工作坊开始

时，陈老师介绍了焦点解决辅导模式

的理念与概论，包括焦点解决模式的

缘起、重要基本哲学、正向思考、咨

商目标架构、治疗方式等。 
焦点解决辅导模式强调目标导向

的积极观点，着重于老师如何协助学

生改变，进而将改变的意愿付诸于行

动。另外，老师们也在工作坊里进行

两个案例探讨，并在现场演练案例情

景，从小组互动和回馈中学习赞美他

人、处理问题时的因应方式；从中也

体会同理与被同理的心情。相信此工

作坊为老师们开启自我提升的

一扇窗，在教学育人的道路上

辅助学生成长。 

 陈如湘师（右二）在让老师们以小组的方式进行角色扮演活动后给

予进一步的解说。左起为黄秀玉校长、训导处副主任李荣兴师、副

校长兼训导主任苏进存师，右为训导处副主任郑友师。 

 

上图：老师们轻松不失严谨地讨论着个案。 

右上图：什么事把谢国君师逗得开怀大笑呢？ 

右下图：谢金聪师（左）不知为何一脸惊讶地看

着张兴钤师（右）。 

下图：黄志光师（左）与苏爱云师（右）手中各

有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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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洁滢（高一理孝）采访报导 

为了让师生在面对一旦发生火患

时，能迅速地通过防火路线安全到达疏散

地点，我校于3月22日（星期五）早上8
时15分，进行一场紧急疏散演习。为了

让教职员们了解防灾意识，我校也在较早

前为教职员举办防火安全醒觉运动讲座会。 
在全校进行紧急疏散演习之前，体

育处已预先带领各班代表熟悉各自班级的

逃生路线和地点，以便演习时能顺利进

行。训导处也在较早前通过全校广播，指

导全校师生疏散时应注意的事项，此次疏

散时间预定为5分钟。 
本次防火演习的逃生地点有异于以

往，主要是扩大逃生地点，以防发生火患

时发生建筑物倒塌等意外事件，丧失逃生

至集合地的机会。集合地点扩大到学校左

侧篱笆外的马路（靠近商店及住宅区周

围），学校右侧篱笆外的马路（靠近La 
Salle小学）以及学校中间篱笆外马路

（靠近港口马路）。 
演习当天警铃响起时，学生快速列

队，并经各班队长及科任老师带领下，依

疏散路径疏散到集中地。当各班学生到达

疏散地点时，须以两行列队方式

集合，各班班长在短时间内清点

人数后，向班导师报告，然而再

由班导师转告给相关集中地的副

总指挥报告人数是否到齐，如全

到齐后，学生们须立即蹲下。 
在疏散过程中，负责老师不

断地用扩音器指挥，要求学生们

加快脚步并给予帮助。待全体师

生到齐后，各班方才听取指示，

有序的离开集中地。各班导师与

助理班导师也在回班后为学生们

在演习过程中表现，做出总结与

文转下页 

检讨。 

行动散慢影响速度 

副校长兼训导主任苏进存师在演习结束后，通过广

播系统做总结，并说明需改善的地方。他说，这次的紧

急疏散演习前后共花费了近7分钟才将三千余名师生疏

散到校园外，没有达致预定目标；一些同学抱持只是演

习，而非真实的松懈心态，以致疏散行动散慢，影响行

进速度，另外疏散路线不够畅通及整体规划不够细致等

都是紧急疏散小组需要检讨的。他说，学校将在下半年

无预告的进行第二次紧急疏散演习，希望能有效建立紧

急疏散机制，提高全体师生的危机意识。 
最后，学生们应谨记这虽是一场演习，但应认真对

待，正所谓“防范胜于救灾”。 

 

 

 疏散到指点地点并确定全班到齐后，同学们便立即蹲下。 

 警铃响起，同学们以最快的速度往集中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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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认真看待演习 
林均涵（初一信） 

由于第一次参与紧急疏散演习，

加上比较不熟悉逃生路线，慌忙中走

错路及跟错队伍，但最终还是回归到

自己的队伍。我觉得防火演习是非常

重要的，这一次的演习也让我得到不少的启发，因为短

短几分钟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所以同学们应认真看待

演习的重要性。 

文接上页 

 

  我校于3月9日（星期六）

早上10时30分至中午12时，为

教职员举办防火安全醒觉运动讲

座会，此讲座会的目为提升教职

员的防火安全意识、教导教职员

如何在发生火灾时作出应变、灭

火时机与技巧以及减低火灾事故

的伤亡危险。 
讲座会邀请来自非营利和非政府组织Fire Preventors’Socie-

ty的Jayden Cheah主讲，Jayden Cheah以幽默风趣的方式，让

 

 远离校舍后，同学们于集中地有序地列队等候指示。 

教职员了解火的形成和

火 灾 的 阶 段、防 火 要

领、在火灾现场如何逃

生与应变技巧、火灾种

类、灭火时机与技巧、

防火必备物品及灭火器

使用示范，让教职员们

对防火安全意识有更深

入 了 解，以 备 不 时 之

需。 

随后，即在紧急疏

散演习前，由班导师将

讲座内容传达予同学；

希望通过点线面的方式

普及防火安全知识。 

 
建议举行突击火警演习 

彭明静（高一文商爱） 

我觉得校方把

疏散地点移到校外

是值得赞赏的举

动，更能降低危险

性。我认为校方应

举办有关火警的活

动、讲座，以提高

学生们对突发事件的警惕心。此外，

我建议举行突击火警演习，以提高学生

们的危机意识。 
 

提高危机意识 
陈浩欣（高三理爱） 

紧急疏散演习

目的是让学生提高

危机意识，以防发

生 火 灾 时 手 忙 脚

乱。经过演习后，

同学们能明确知道

学校的紧急疏散路

线。演习过程中，

同学们应放快脚步移动，到达地点后

并有秩序地列队。今年校方把紧急疏

散集中地更改到学校外围，我认为比

起往年更加符合安全。最后，我希望

同学们应该提升火警意识，以减少灾

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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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玲师报导 

我校荣获由英语教学中心主办的2013年雪隆

森独中校际英语团体朗诵比赛冠军，表现标青；亚

军及季军则分别由坤成中学和滨华中学获得。 
比赛于4月13日（星期六）上午9时在忠礼堂

举行。是项比赛吸引了来自雪隆森共9所独中派出三

百余位学生参加。副校长兼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

师表示，主办是项比赛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能发挥

所长，朗读诗歌或经典短文，通过对语调、音色、音

量、速度、节奏、文辞、发音、咬字等技巧的训练与

展现，让同学们对诗文的内涵有更深的体悟和了解，

同时也希望藉此提供独中之间互相观摩学习的平台，

加强和提升独中生的

英语水平。 
她续称，我校多

年前引进英语团体朗

诵（Choral  Speak-
ing）比赛活动，由

于是项活动活泼、有

趣、生动的特点，深

受学生喜爱，同学们

在朗诵时可以配合表

情、声音和肢体语

言，自由的加入自己

的想象力和创意，把他们对诗文的内涵的理解

尽情地、流畅地演译出来；另一特点是学生可

以自己创作要朗读的文字或故事，可说在表演

形式和内容上都可以发挥创意的语文学习活

动。我校当天参赛的朗读题目是“No War，
Please！”，他们时而严肃控诉战争的祸害，

时而以活泼的口吻提倡和平，博得观众的掌声

和评审的青睐。 
是项比赛也邀请了热爱和专长于有关活动

的英文专业讲师担任评审，他们是来自精英大

学学院的林催平博士、来自泰莱大学学院的佩

雷拉、Lim Eng Sze以及莎巴帕蒂。 

 荣获冠军的我校队伍与师长合影。 

 

 我校代表以活泼生动的演绎摘下冠军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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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fun through drama 

compiled by Ms. Chua 
Owing to the positive response received from the 

participants last year,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decided to organize another session of Theatre Play-
ground on 29th  and 30th  March during the March 
school holidays this year.  

Again, led by Ms. Anne James, a well-known 
dancer, actress and teacher, who has been very active 
in the Malaysian theatre for the past 20 years, the 
workshop enabled participants to explore and develop 
basic  skills  in  voice,  movement  and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use of improvisational techniques, partici-
pants got to delve into areas such as storytelling and 
physicalisation of characters. The two-day workshop 
also helped build communication skills, teamwork and 
creativity. The workshop was conducted in English 
and the total immersion in the language helped partici-
pants gain confidence in speaking and interacting in 
English. 

Similarly, the Theatre Playground of this year 
proved to be a success for our participants had given 
Ms. Anne James and her activities encouraging com-
ments. 

Shaun William Toolseram   
J3 London/ J3J 

 It was my second time par-
ticipating in the Theatre Play-
ground. The activities run by 
Ms. Anne James were educa-
tional. In fact, they were more 
interesting and fun, compared 

to last year’s. I didn’t regret spending my holi-
days participating in the Theatre Playground. 

 
Lee Ying Qian 

S2 Darwin/ S2ACL 
 I have learned a lot, which is 
not taught in school. For exam-
ple, I learned how to breathe in 
order to speak in a loud voice 
and how to walk gracefully on 
stage. 

 
Katharine Ng Gee Hong 

  S2 Darwin/ S2SP 
 I found the workshop very 
helpful in real life. Ms Anne 
taught us how to speak confi-
dently and befriend others. It 
wa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for 
me. 

 

 

 

 

Chia Yun Thon   
J1 Birmingham/ J1F 

 It was a fun and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for I had learned a lot 
of new things and had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teamwork.  I 
managed to overcome my fear and 
act with my members in front of 

others. I would like to take part in a similar event in 
the future. 

 
Chai Shin Ly   

J1 Washington/J1 I 
 The  Theatre  Playground  was 
absolutely amazing. I got to learn 
tons of new things such as pronun-
ciation and acting. Now, I am more 
confident about my acting skill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thanks to Ms 
Anne, teachers-in-charge and volunteers from Eng-
lish Club for having done a wonderful job. 

 

 

Ms Anne James is demonstrating how to break the 
ice to the participants during the warm-up session.  



HIN HUA MONTHLY         2013年 4月号    12 

体育处供稿 

由教育局主催，每两年由各国民型中

学轮流主办的巴生学联运动比赛，我校积

极派出代表前往参与其盛。我校报名参加

的项目分别有兵乓、田径、排球、羽球﹑

篮球﹑游泳及网球。体育处主任苏爱云师

表示，我校代表表现标青，让我们看到了

一线曙光，希望能在5月份的雪隆八独中球

类赛，再次取得辉煌的成绩，为校争光。 
 
乒乓赛 

由SMK Kota Kumuning主办的兵乓赛

于1月29日至31日举行。我校乒乓队代表在

这次的比赛中共摘下了4冠﹑1亚﹑2季的成

绩。 
女甲团体冠军：黄蓉（高一理廉）、施媚俞

（高三理爱）、林嘉嘉（高三文商和） 

女乙团体季军：邱艾俐（初一和）、云薇渊

（初一廉）、邓昕怡（初二爱） 

女甲单打冠军：林嘉嘉（高三文商和） 

女甲单打亚军：施媚俞（高三理爱） 

女乙单打季军：邓昕怡（初二爱） 

男乙团体亚军：苏熙肯（初二仁）、林志远

（初二义）、潘建杰（初三义）、蔡杰胜

（初三和）、邓世劼（初三智） 

男乙单打冠军：林志远（初二义） 
 
田径赛 

由SMK Sungai Kapar Indah主办的田

径赛于3月11日至14日举行。我校田径队在

这次的学联赛中共摘下2金、4银、3铜的成

绩。在这次的比赛中，由于多位高中生因

参加醒狮贺岁采青活动，未能配合练习时

间，故我校这次的田径赛参赛人数也较以

往少，能获得此番成绩，实属难能可贵。 
女甲：梁斐弦（高二理义）400m铜牌、

800m银牌、4x100银牌；黄会珊（高二理

义）1500m 银牌、800m 铜牌、4x400 银；陈可譞

（高一文商平）1500m金牌、3000m银牌、4x400银
金；庄嘉昕（高二文商孝）4x400银金 
男乙：梁硕灵（初二义）1500m铜牌 
 
排球赛 

由SMK Tengku Idris Shah主办的排球赛于4月1
日至5日举行。我校排球队在这次的学联赛中荣获女

生甲组亚军、男生甲组亚军。在这次的比赛中，男甲

在决赛以2分之差败北，虽然让他们留下了少许的遗

憾，但却皆展现了最佳的表现与默契。乙组男女生虽

然未能在这次的比赛中取得佳绩，但他们都从中看到

了不足的自己，使他们在球技上成长了许多，希望选

手吸取在比赛中所学习的，珍惜每一次能够在球场上

挥洒汗水与泪水的机会，5月份的雪隆八独中球类

赛，再拼了！ 
男甲亚军：陈聚霖（高一电子电机工程）、陈得靖

 乒乓校队代表凯旋归来。 

 争气的田径健儿们。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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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文商义）、蔡庆华（高一理爱）、洪义

茗（高一理孝）、朱启忠（高一理孝）、游俊

宝（高二理平）、陈彦维（高二理平）、李艺

玮（高二文商仁）、林嘉庆（高二文商廉）、

陈哲轩（高二文商廉）、邱宗权（高二文商

廉）、汪峡宇（高三理仁） 
女甲亚军：陈静虹（高一文商平）、温思晴

（高一文商平）、陈欣惠（高二理信）、李秀

蕊（高二理和）、郑依靖（高二文商礼）、林

慧婷（高二文商廉）、李欣筑（高二文商孝） 

 
羽球赛 

由SMK Tinggi Klang主办的羽球赛于

4月8日至12日举行。我校羽球队一共荣获

了男甲双打亚军、单打季军、女甲双打季

军、女乙单打冠军﹑双打冠军，以及女生

组团体总冠军的佳绩。此外，5位同学也

将代表巴生县参加雪州学联赛，希望他们

一样能凯旋归来。另外，羽球队也为参加

5月份的雪隆八独中球类赛订下了目标，

希望能够再次创佳绩，为校争光。 
男甲双打季军：林翰伟（高二理义）、黄楗

迦（高二文商忠） 

男甲单打冠军:韩宁(高二文商仁) 

女甲双打季军：李心媛（高三理

爱）、叶欣妮（高二理信） 

女乙双打冠军：柯庄意（初三

智）、林祖恩（初二仁） 

女乙单打冠军：柯庄意(初三智） 
 
篮球赛 
  由SMK Tengku Ampuan 
Rahimah主办的篮球赛于4月15
日至19日举行。3个月以来的积

极集训，今天终于看到了成

果。我校初中女队是赛会的热

门队伍，更顺利地夺下冠军。

初中男队则是在不被看好的情

况下勇闯半决赛，战情是一场比一场激烈，与对

手激烈竞逐，最终以2分之差落败，取得季军。 
目前，高中女队面对仅剩5人参赛的困境，

虽然不能有所表现，选手只能从中学习，希望有

朝一日可闯出一番成绩。高中男队在复赛时虽也

发挥了最佳的表现，但仍败给了赛会冠军队，只

能止步于4强门外。 
女乙冠军：曾巾洏(初一孝)、黄恩湄(初一仁)、陈

佳慧(初一信)、纪婧温(初一义)、邱艾俐(初一

和)、苏恩琪(初一礼)、杜紫瑄(初一礼)、谢巧云

(初二爱)、林嘉敏(初二廉)、刘颖

琳(初三信)、郑桂颖(初三和)、陈

苇恩(初三廉) 

男乙季军：王镇业(初一忠)、黄邵

譞(初一孝)、叶威铭(初一义)、罗

弘恩(初一智)、王毅(初二孝)、刘

侑宏(初二仁)、郑正扬(初二爱)、

王镇权 (初二义 )、张洽铭 (初二

义)、赖建卫(初三忠)、颜家伟(初 

三仁)、田诚敬(初三信) 

 

 排球校队士气高昂。 

文接上页 

 

 羽球校队获佳绩。 

 篮球校队乙组表现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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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颂晴（初二信）洪佳雯（初二孝）采访报导 

由华文科教研小组与华文学会联合举办的初

中华语诗歌朗诵比赛决赛于4月9日（星期二）在

朝阳礼堂举行。33个初中班级经过3月5日（星期

二）初赛一轮的一较高低后，成功进入决赛的班

级为初一平、初一礼、初一廉、初一智、初二

仁、初二义、初二礼、初三仁、初三信及初三

礼。比赛宗旨是为了训练学生的口语能力及培养

学生对诗歌的兴趣。华文科研小组及华文学会为

主办单位，并邀请了华文科教研组组长李贤丽

师、林金花师及吴素爱师担任评审。 
当天参赛者们都带着紧张和兴奋的心情准备

上台，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初中各班级的同

学和老师们。各班都有自己独有的特色，朗朗上

口的诗歌配上音乐的伴奏，有的班级还借用了白

色手套为道具，为自己的演出更添一份色彩；同

学们各显神通的诗歌朗诵演出，让观众们感到赞

叹不已。台下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不但给了在台

上呈现同学的支持，也让在台上展现自己的参

赛者增添一份信心。 
经过评审老师们仔细讨论后，比赛成绩揭

晓了。初三信以充满活力青春演出的主题—

《青春是什么》赢得了评审的青睐，荣获冠

军；亚军队伍则来自初三礼，他们呈现的诗歌

题目是《我想去远航》；季军为初二仁，诗歌

为《有的人》；殿军则是初一平，诗歌为《给

自己一些勇气》。 
李贤丽师做讲评与总结时说到，整体比赛

大多数班级已有诗歌造型的感觉，但有些班级

只有“朗读”的部分，却少了“诵”的部分，

所以诗歌朗诵一定要有语调的起伏才能表现出

诗歌的活跃性。有些参赛者在比赛时，肢体的

动作和脸上的脸部表情不协调，不能明显地表

达出诗歌朗诵该有的情绪，希望同学们能在这

一方面有所加强及改进。 
她也表示，难得的诗歌朗诵比赛以班级为

比赛单位，目的是希望让

更多同学参与其中，亲身

体会朗诵的美与感受团体

朗诵的美妙。看得出同学

的用心，从初赛到决赛，

从略显苍白到整装上台，

同学们的付出，我们有目

共睹。比赛过了，结果出

了，真心希望诗歌朗诵的

种子，已不自觉播下，悄

悄发芽……

 

 初三礼凭《我想去远航》荣获亚军。 

 初三信脱颖而出荣获冠军。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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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很用心  

詹荣贵师（初三信华文科任老师） 

初三信班在这次初中华语诗歌

朗诵比赛荣获冠军有赖于同学们在

筹备的过程中都很用心。看到学生

肯自己花时间进行训练，同学之间

不吝提供意见，自行编导诗歌朗诵

的呈现，我是满意的。班上同学互

相配合，用心的付出，愿意接受指

导，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筹备比赛的当儿班上发生

了些小插曲，有位同学因发生意外，得在医院疗伤无

法参赛，因此班上同学希望可以得个奖项回去，鼓励

这位同学更快地恢复健康。初三信班做到了，很棒！ 
 

团队精神重要 

杨凯雯（初二仁） 

  我觉得整体表现还

算不错，至少我们班都

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在台

上。此外，我们还体会

到团队精神是很重要

的，团员和领导者都必

须互相配合。我要感谢

我班的华文老师、美术老师以及班导师给

予指导和腾出时间给我们练习。 
 

同心合力 
邓显慧（初三信） 

  我觉得我们班在这次

的比赛中表现很好，比平

时练习时的表现还要佳。

班上的同学都很配合，我

们共同讨论和想出许多新

的点子。我觉得同一班的

同学都必须持有团结且同心协力的精神，

这样才叫团队合作。最后，希望我们班能

够继续努力。加油！ 

 

 

 

它，也是中华文化其中一种——美。 

  诗歌朗诵比赛负责老师陈欣怡师表示

感谢同组的邝美玉师、洪淑君师和许薇薇师，还有担

任评审与其他项目的老师们及华文学会的负责同学，

是大家的积极配合成就了这场完美的诗歌朗诵比赛；

陈老师也对全体华文老师给予班上同学在诗歌朗诵技

能上的指导表示感谢，她说，这一切都归功于大家的

用心筹备，才能让全体初中师生看到这场扣人心弦的

精彩艺术活动。陈老师也期盼来年的比赛，同学们可

以加强“诵”的部分，让朗诵水平更上一层楼。 

文接上页 

 初一平朗诵

《给 自 己 一

些 勇 气》终

成功取得殿

军。 

 初 二 仁 朗

诵《有 的

人》荣 获

季 军。这

首诗是由

臧克家为

纪念鲁迅

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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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莉真师报导 

  家教协会2013年度会

员 大 会 暨 第 11 届

（2013/2014）理 事 改

选，于4月6日（星期六）

早上11时至下午1时在黄
景裕讲堂举行，共有165
名家长及教师出席大会。 
  主席余安在会员大会

开始时总结家协在过去一年的工作，包括致力于

改善课室灯管照明度、改善校园饮水系统、污水

问题等，也与董事会协力改善紧急措施如防火系

统设置。他也希望新任理事能不计付出为校服务

以及协助解决问题。 
家协秘书李荣兴师（训导处副主任）在报告

会务时提及，家协在过去一年共开10次理事会

议；去年4至6月间，发动家长乐捐活动，共筹

获RM39,822常年活动经费；家协也办了系列

活动，如邀请来自台湾的孙维新教授主讲两场

科学讲座、冯以量主讲两场辅导讲座、义诊及

健康讲座、颁发子女奖励金、脚踏车义卖等活

动，家协也曾就校园环境安全及整洁卫生联合校

方发函给巴生市议会及警察局，以求关注问题。 
财政李慧玲也在较后报告家协2012年总支

出与收入及定期存款事项，包括总收入及存款

共RM110,534.64，总支出为RM40,302.05。 
现场针对几项教育课题，学校行政与家长

交流愉悦，互动良好。大会也在结束前进行第

11届（2013/2014）家教协会理事改选，理事

会也于4月15日（星期一）召开复选会议，并

于5月7日（星期二）举行新届理事就职礼。家

协新届理事名表如下： 

主席 余安 

副主席 陈伟后、刘金城 

财政 李慧玲 

秘书 李荣兴 

副秘书 覃秀娴 

理事 徐炳全、郭耀星、陈祈福、谢远辉、 

洪国如、黄耀加、陈劲仁、吴清德、 

吕怀毅、林国士、谢锡福、苏进存、 

陈坤祝、梁耀文、陈宇嫣 

查  账 杨进联、朱伟杰 

 

 行政与家长针对教育课题交流愉悦。 

 余安蝉联主席一职 

全体理事合影。前排为: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右五); 家协顾问黄秀玉校长(右四)、拿督蔡崇伟局绅(右三)、沈才坤(左四)、

高添发(左三); 家协主席余安(左五)、副主席陈伟后(右二)、刘金城(左二); 家协理事徐炳全(右一); 家协秘书李荣兴师(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