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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马大使拿督柴玺阁下（右二）移交1万美金支票给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由戴良业副董事

长（左一）、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左二）及黄秀玉校长（右一）见证。  

洪欣玲（初二爱）谢晓惠（初二孝）整理报导 

10月11日（星期五）是我校别具意义的日

子。中国驻马大使拿督柴玺阁下偕夫人拿汀张茹

芬专程莅访我校，亲自代表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移

交1万美金（约3万2000令吉）的捐款，此份史无

前例 的隆情厚谊，令我校三机构同人莫不感铭在

心。他们随后也参观了科技大楼，并对科技大楼

的现代化设备留下深刻印象。 
柴玺阁下强调，1万美金款项比起丹斯里杨忠

礼董事长在中国发生天灾时的捐献是非常少的，

不过，他希望这笔略表心意的1万美金可以发挥抛

砖引玉之效，吸引广大社会人士，特别是在马的

中资企业更关注大马华文教育的发展。 
他赞扬我校拥有完善的硬体设备、雄厚师资

和优秀科学管理等，秉持“人文科技面向未来”

的理念，发扬德、智、体、群、美、劳六育，全

方面培育学生成为优秀人才，以为应付国家的发

展需求而做出贡献。 
柴玺阁下来大马已有3年余，知道华文教育、

独中的建设，在这个国家有其敏感性；但他对大

马的华教水平给予高度评价，除了中国和台湾，

大马的中文水平在世界排

名占有一席地位。“大马

公民自然要学好国语，即

是马来语，但作为中华儿

女，大马华人传承中华文

化、中华民族传统也是非

常自然的事。” 
柴玺阁下是在受邀致

词时指出，2014年是马中

建交40周年，两国领导人

也决定将明年定为马中友好交往年，我国首相

纳吉也将安排明年访问中国，马中领袖的互访

有利于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他透露，中国

政府计划在未来的5年，每年向海外投资1千亿

美金，合共5千亿美金（约1兆6000亿令吉），

大马华商受促捉住机会发挥自身优势，为推动

马中友好合作及跨越式发展继续贡献力量。身

为驻马大使的他认为，经过3年的学习和研究，

大马是中国未来对外投资的一个非常好的国家。 

盼中企来马办中文国际学校 

与 此 同时，柴 玺阁下 建 文转下页 

 

中国大使拿督柴玺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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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中资企业未来可在大马开办

中国中文国际学校，向一些均有

在本地设办国际学校的国家，例如英国、美国、

澳洲、日本及俄罗斯等国看齐，他期望早日有人

将这股心动付诸于行动。 

杨忠礼董事长：中国隆情厚谊史无前例 

          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感

谢柴玺大使专程莅访我校，

在这别具意义的日子，不仅

迎来柴玺大使，同时更迎来

他所代表的中国政府及中国

人民对我国民办华文教育的

关怀与爱护。 

         他表示，大马华裔对发

展母语教育的执着和热忱

是全世界最突出的国家。

华裔秉持先贤“建茅屋时建学校，有华人处有书

声”重视教育的传统精神，将全国60所华文独中

在极其困难的现实环境中，办得有声有色。 

他说，在超过一个世纪的群策群力、前赴后

继的推动下，终于让华文教育在这片国土生根发

芽。“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锲而不舍地从

小学到中学，再由中学到大学，力求把华文教育

办成完整的教育体系，这是全马华文教育工作者

的共同目标，也是全马华人的共同愿景。” 

互认学位为独中注入发展契机 

他指出，今年初马中政府对两国多所大学学

位的相互承认，为本地华文独中注入新的发展契

机和新的发展空间，也给我国华文中学生带来新

的升学渠道和新的希望，并认为这是发展我国华

文接上页 文教育的一项重大突破，希望两国政府在不

久的将来，继续为两国的师资培训和交流作

出进一步的贡献。 
另一方面，杨忠礼董事长表示，马中两

国自70年代建交以来，双方关系取得良好和

正面的发展，在政经文教、旅游、医药、电

讯、工程和投资等方面都取得快速发展的表

现。这是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所取

得的重大成果，尤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

访马，更将进一步把两国关系带到更高层次。 

为了迎接柴玺阁下一行人，我校舞蹈社

在华乐团伴奏下表演马来民谣“Lenggang-
Kangkung”，以华乐团接着演奏《瑶族舞

曲》。柴玺阁下对舞蹈社的曼妙舞姿及华乐

团悦耳动听的伴奏给予赞赏，同时勾起他在

中学时巧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点滴。当时年

长他6岁的哥哥爱好弹奏乐器，带着他与妹妹

和弟弟，教导他们学二胡、小提琴、手风琴

等，可惜当时他只喜欢篮球和足球的运动，

对没能学会弹奏乐器而有些抱憾。 

 贵宾合影：坐者左一起为尤瑞泉董事、苏顺昌董事、陈伟后董事、余安主席、戴良业副董事长、拿汀张茹芬、拿督

柴玺阁下、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潘斯里陈开蓉董事、黄秀玉校长、拿督杨淑敏及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  

 

  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 

 舞蹈员在华乐团的伴奏下，呈献马来民族风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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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仪式，右起：小学部董事长兼中学部副董事长卢金峰、颜建义、余安、廖德胜校长、黄秀玉校长、陈伟后。  

谢锡福副校长报导 

兴华中小学五机构联委会主席陈伟后表示，

民族节日源远流长，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良

的价值观，藉民族节日让大家更接近中华文化，

并加强兴华人的凝聚力。 
陈伟后是于 9 月 21 日

（星期六）在兴华小学首次

举办的中小学五机构月光园

游会致词时如是指出，共有

1500余位中小学董事、家

长、校友、师生出席是项盛

大且多姿多彩的月光会。他

说，中秋节一直被人们喻为

最具有人情味、诗情画意、

欢庆丰收的节日，更有“嫦娥奔月”的美丽传

说，将中秋节点缀得浪漫迷人，但其寓意都是在

祈求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团圆平安。 
他指出，兴华小学多年来致力推动《弟子

规》教育，中小学也长期重视弘扬中华文化相关

活动，主要是希望中华传统文化能与生活紧密结

合，尤其是内容丰富的民族节日，如春节、清明

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每一个节日都

有它的历史渊源，美妙传说和独特情趣。它们反

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道德价值，寄托着整

个民族的憧憬。我们要通过这些节日，传承中华

民族悠久的、灿烂的文化。 

当晚节目计有中学部学生呈献的舞龙、华乐、

舞蹈、魔术表演，以及小学部学生呈献的节令鼓和

弟子规朗唱

表演等，同

时现场还有

中小学五机

成员和学生

设置的文化

园游档位，

包括：猜灯

谜、魔术、

灯笼制作、

书 法、绘

画，许多家

长也陪着孩

子在校园内

成队地提灯

笼游行，配

合校园内盏

盏闪着光明

的灯笼和歌

舞乐表演，

真有“花千

树、星如雨、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的情境。 
陈伟后也感激以郭耀星为首的中小学董家教筹委

团队，在短时间内将是项空前的活动办得有声有色。 

 陈伟后主席 

 

 兴华中学舞龙表演舞动全场。  

 

 孩子在校园内提灯笼游行，一夜鱼龙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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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薇（高二理平）陈兆达（高二理和）报导 

我校于7月23日（星期二）在忠礼堂举办高

二级级联论坛。此次论坛有别于以往的一贯模

式，来自高二理和的主持人陈兆达同学首先以两

项活动作为开场。第一项活动他征求了12名同

学参与，分成2个小组，各组用一张A4纸撕成一

条细长的线将6个人围起来，过后请同学分享游

戏心得。陈同学通过此活动，希望大家从中可以

体会到生命好比一张纸，大小虽然不一样，但只

要细心的改造，也能容纳许多东西。 

另一项活动是由4位同学用不同的纸张折飞

机及揉成纸团，然后询问在场同学纸飞机和纸团

哪一个飞得最远？在现场展示后，发现纸团是掉

在地上，纸飞机则飞到一个定点并平稳降落，这

比喻生命是一张纸，关键在于你如何去折，折好

的纸飞机会平稳抵达目的地；纸团虽抛得远，但

没有好的降落点。接着由高二各班代表轮流发

言，把这半年内所学的七大习惯的前三个习惯

（主动积极、以终为始、要事第一）后的看法和

经历，并带出此次的论坛主题——如何把成功带

入生活中。 

主动参与生命就有活力 
高二文商孝的代表李佳倩表示，主动参与生

活的生命就会有活力。人凡事应先有心态，才来

谈仪态。高二文商爱的谢宇欢认为，生命里面没

有白走的路，只要在过程中有学习到东西，付出

的一切都是值得的。高二理信的林爽敖则指出，

人必须要抓住机会，因为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

中。高二理义的林翰伟透露，人生没有“right 

time”，只有“right now”，精彩或平庸，其差别

不在条件或时机，只在于做与不做，应要勇于接

受新挑战。高二文商仁的余靖说，擅长找借口的

人，很少擅长其他事。我们应该做自己能做的

事，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此外，高二理平的黄稒

泉认为，每一次遇到的风雨都是学习，行动永远

会比抱怨更快找到解决方法。同学们必须勇于去

面对与克服弱点，而不是逃避。别人都没放弃自

己，自己又岂能先自我放弃？ 

一百个决心比不上一个恒心 

高二电机电子工程班的萧健威认为，每次的

失败累积经验，而经验会演变为成功。失败或成

功只是一种心态，所以每个人对此定义都会不一

样。来自高二文商忠的刘锦琴认为，放弃自己的

人，才是真正的输家，所以应勇于面对困难。高

二理和的尤语颀则披露，年轻只有一次，不管时

代再糟糕，大环境再恶劣，只要去做、去改变，

才能不枉此刻青春。所以，同学们应该要有克服

难点的勇气，享受乐趣。高二文商礼的陈宇俊希

望，早上叫他起床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泪水

加上汗水会等于梦想的矿泉水。最后，高二文商

廉的盛享杰指出，一百个决心比不上一个恒心，

他勉励同学们应该善用时间，将之付诸行动，为

了达到自己所追求的人事物，心动不如行动。 
人不能总是要世界配合你，而是自己要面对

自己、改变自己、要求自己。好的习惯会陪我们

笑着走完人生路；而坏的习惯会则让我们哭着走

完人生路。总括来说，同学们必须培养我校提倡

的七大习惯，因为一个好的习惯可以让一个人更

快迈向成功。 

  通过游戏体会到生命的哲理。 

 无私的分享，让在座的同学受益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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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佳怡（初一孝）叶佳颖（初一义） 

赖美恩（高二理义）报导 

我校于9 月24 日（星期二）下午1时50分在

忠礼堂举行初一级级联论坛，论坛主题为“礼

仪”。各班同学透过例常生活的分享，俾使同学

们更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礼仪。 
首先，初一忠的代表黄梓轩、郑可颖和谭淑

镱透过短片，说明“使用升降梯时要注意的礼

仪”，以提醒同学们要时时体现礼让精神，尤其

在升降梯前遇到长辈或残障人士，更应自动自发

的让位。短片中也提醒大家切勿在梯内大声喧

哗、涂鸦及乱丢垃圾。 
针对仪容礼仪，孝班代表杨子俪表示，仪容

是体现个人的形象和精神面貌及自尊自爱。端庄

的仪容予人留下第一个良好的印象。她现场点名6
位符合校方对学生仪表标准要求的同学作为“楷

模”。孝班代表以“在美的追求上要讲究科学，

切勿一味追求时尚，贪图虚荣，盲目跟随不良潮

流文化 ”提醒同学，为了树立良好的学风而必须

培养的良好生活习惯。 
 初一仁的代表黄盈芳以“遇事要镇静，做不

到的事，莫忘逞能”，希望大家学习如何定下

心，因唯有从容不迫，方能处惊不变，以沉着镇

静方式处事。初一爱代表刘韵诗分享“学校集会

时应遵守的礼仪”，她指出，校方希望学生在出

席集会时，可以迅速整队，准时入场，会场上保

持肃静，专心听讲并用心做记录。 
初一信代表蔡潍择讲解“课堂礼仪”时认

为，顾及个人仪态、尊重老师和对同学有礼是在

课堂上应有的基本礼仪；至于基本的个人仪态则

是，坐姿得端正，上课时间不说话，不随意走

动，体谅老师站立教书的辛苦，时刻自我提醒不

趴在桌上睡觉，体现成熟懂事的涵养，若在班上

喧闹，不但打扰上课秩序，更会影响老师教课的

进度，是自私的行为。 
来自初一义李贞乐在发表“课堂礼仪”时，

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站

有站相，坐有坐相”提醒同学，无论上课或下

课，甚至在与老师同学相处的过程中，都应具备

应有的礼仪风范，并遵守其基本的原则。 
初一和代表陈谢文使用图片及PDCA观点讲

解“厕所礼仪”。他以自制的马桶模型现场示范

在如厕后，如何保持厕所的清洁，以方便下一个

使用者。初一平的陈思杏则发表用餐的相关礼

仪，劝请同学在食堂买食物时要排队，切勿插

队，避免发生争执，同时不忘提醒用餐时所应

注意的个人卫生习惯。 
初一礼的陈学积以“如何成为一位有素养

的网络使用者”吁请同学善用网络的便利，而

非滥用。他说，网络素养正逐渐导入教育目标

与评价体系中，也将会成为评价人才的重要条

件之一：鉴于此，身为一位“文明”的网络使

用者，在发表言论时，应秉持礼貌态度，在网

上散播谣言与传达不健康的资讯实属要不得。 
在简述“转换课室时的礼仪”时，初一廉

的林佳韵以校方对学生在转换课室时的“快、

静、齐”的要求，尽可能避免打扰其他在上课

的同学的“他律”规范谈起，接着说在移到别

班时，勿在他班制造垃圾或在桌上涂鸦，在这

种“自律”与“他律”双管齐下的配合，有望

改善课室转移的过程。 
智班的吴静儿所发表的“交通礼仪”成为

论坛的焦点。她认为，同学们在乘搭公共交通

时的应有基本礼仪，例如：先让乘客下车后才

上车，勿争先恐后，在车上不大声喧哗或玩

闹，更忌讳把脚放在座位上等，以达到尊重自

己与尊重别人的品德。 
副训导主任郑友师总结时，对各班代表费

尽心思、积极努力找资料的用心筹备过程给予

赞赏。他认为，要吸引同学们专心聆听他人发

表意见是不易之事，因为部分同学往往会干扰

周围的人，导致他们无法专心听讲。鉴于此，

专心聆听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的基本

礼仪。他希望同学们在消化论坛的课题后能在

生活中学以致用，并能体悟遵守基本礼仪是一

种荣誉。 

 以“礼仪”为主题内容，深入浅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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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午后的猛烈阳光照耀下，协助吉胆五条港社区环境尽己绵力。  

训导处供稿 

秉持“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信念，11班高一

级学生在班导师的带领下，把爱校精神的清洗餐

厅活动，延伸到吉胆五条港的社区关怀，透过校

内、校外的多元化服务，体现了高一生群策群力

的合作精神，符合我校的办学使命，为孩子的成

长与社会的进步服务，营造积极正向的校园文

化，栽培有自主发展素质的学生。 
参与的学生在高一级学生自治会的号召下，

分别于9月7日（星期六）和21日（星期六）返校

进行清洗餐厅活动，充分发挥爱校精神。 

与此同时，该自治会经过数个星期的筹备，

亦分别于8月24日（星期六）及9月28日（星期

六）赴五条港进行社区关怀活动。他们到访新民

小学进行环保讲习会，并透过团康活动，让小学

生体验“废物利用”的意义。高一级学生在这次

活动中，展现他们热心服务的积极一面，除了以

生动活泼的方式宣导环保概念，他们更身体力行

的投入保护环境的义务工作，与小学生一起到沼

泽地捡垃圾。在午后的猛烈阳光照耀下，每个参

与者的心相应炽热，因为他们知道汗水淋漓的劳

动是为协助社区环境尽已绵力，回馈社会。值得

一提的是，其中一批学生发挥了艺术天分，以

画壁画的方式，美化当地的环保站，另一批学

生则动手整理回收的资源，让五条港的环保站

更添活力。 
不管是清

洗餐厅或社区

关怀活动，皆

体现了高一级

学生自觉、自

律和自爱的优

秀品质，他们

同时将“社会

服 务”的 观

念，由校内服

务开始，从中

学习服务人的

意义与技巧，

继而伸展到社

区，让学生们体会社会服务不一定要舍近求

远。他们的服务精神是学生们学习的楷模。这

两项活动只是起点，期许能激发更多学生自动

自发地参与校内和社区关怀活动，身体力行宣

 

 清洗餐厅活动，充分发挥爱校精神。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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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理

念，进而培养出服务人群的长远志趣，优化他们

的人生。 

文接上页 

 透过校内、校外的多元化服务，体现了高一生群策群力的合作精神 。 

忙得好不快活 
黄欣而 （高一文商爱）  

这是我第一次清洗餐厅，

我之前不知道学校餐厅是要定

时清洗的。我们赤着脚丫，各

自拿着清洗工具，认真洗刷，

大家积极又认真的各尽其职，忙得好不快活。同

学们负责任与分工合作的认真态度，使我无意中

上了一堂宝贵的课。 
 

了解校工的辛劳 
郑理轩（高一理廉）  

餐厅清洗工作一点都不简

单，十几位同学在2小时内，分

工合作方能完成这项任务，可

想而知，校工的工作确实不简

单。打从心里感谢他们的辛劳与付出。 

 

释放积压的抑郁 
刘泽丰（高一理忠） 

十分认同这次外出是一个

极其难得的经验。深刻体会到

五条港的淳朴民风和充满温情

的人文气息。与天真的小孩们

互动，使我彻底释放了在都市丛林里积压已久的

抑郁。满心期待以后还会有类似的活动。 

不是三分钟热度 
李天岱师（高一文商信班导师） 

估计有三分之二的高一级

学生响应两天的活动，有者参

加两次。学生反映持续举办下

去，建议一年一或两次。这些

住在城镇的学生亲身体验和接触到一个与他们

几乎不同类型的生活环境，感觉新鲜有趣在所

难免。能为当地村民付出他们的汗水和劳力，

不是麻烦而是乐趣，盼望参与的学生不是只有

“三分钟热度”而已。期望藉着这项活动，能

种下关怀和爱护地球的种子，进而烙印在他们

心中。若活动要长期办下去，建议配合地方政

府和弱势团体等相关单位，这个组合亦可成为

学校未来的教育方向，同时结合校内相关教育

课程，例如：社会科学、生物科和语文科等，

这不失为一个全人发展的教育平台。 
 

感动于同学的付出 
庄丽琴师（高一理廉班导师） 

这项集户外教学和社会关

怀于一身的社区关怀活动，相

信不少学生一开始是抱着观望

态度，直到第一批学生回来后

口耳相传，才激发更多心动的

同学参与。看到平时连班上的

卫生工作都做不好，看似娇滴滴的同学，竟毫

不犹豫地下到烂泥巴捡垃圾，他们与其他班级

同学的热忱互动，并和与当地小学生打成一

片，关爱弱小，这些情景都让我感动。若这项

活动要持续办下去，有必要从长计议，包括经

费和清理垃圾的协调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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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基地参观，收获满满。 

黄咏维（初二平）马嘉敏（初二仁）采访报导 

为了让童军会员能体验更多户外活动，我校童

军团于9月1日（星期日）在顾问老师邱桂平师和苏

少琦教练的带领下，连同受邀的学长团一起参访位

于梳邦的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基地TUDM (Tentara 
Udara Diraja Malaysia)，除了增广见闻，还能体验

模拟驾驶飞行的乐趣。 
空军基地对一般人而言，既陌生又神秘，过去

仅有透过电视节目或书刊，才能了解其配备和空军

的生活。我校童军借着这次的参访，能近距离亲睹

大马皇家空军的各种飞行设施，现场备有讲解员解

说各种机种的性能与用处，并提供示范和指导童军

们如何模拟驾驶。 
他们一行人先后参观了室内展览馆和外场展

区，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大开眼界。室内展馆展

示了大马空军历史与发展的相关资料，还有各式各

样的模型飞机、照片、空军制服、勋章和通讯设备

等；外场展区则以各种不同类型的飞行器依次排

开，也停放了不少供平时演习用或“退休”的战斗

机和各种防空武器等，夺人眼目。经过一番导览

后，不仅提升了一行人对空军的认识，更丰富他们

的人生阅历。 

 团员近距离接触各式飞机 。 

亲睹各类战机很震撼 

邱桂平师（童军团指导老师） 

很期待带队参观空军基

地。第一眼看到各种不同类

型的战机时感到很震撼，前

来接洽我们的工作人员态度

诚恳，也让大家有机会与友

族同胞交流。很高兴此行能

邀请学长团同行，期望下次的外游活动能同

时邀请我校的四大团体一起参与，让团员们

之间多互动交流。 
 

获益良多       陈乐（高一理孝） 

虽然童军团常办外游活

动，包括访问消拯局和警察

局，相较之下，这次活动的

形式比较不同，能亲眼看到

各种战机，使我获益良多。

因人数太多而没有机会亲身

体验模拟驾驶飞机，希望下

次有机会。 

 

盼能多与四大团体外游 
陈衍荥（初二孝） 

抱着学习心态参与外

游，本来很期待可以亲身体

验模拟驾驶飞机，可惜最后

因人数太多和时间紧凑的关

系而无法如愿，觉得有点可

惜。希望四大团体下次能一

起联办更多外游活动，以促进彼此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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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组采访报导 

我校李浩天（初三和）、周万凯（初三

平）、詹亨一（初三和）、和曾乙健（初三和）

远赴东欧参加2013年保加利亚国际数学竞赛，

结果不负众望，荣获团体组亚军，而詹亨一更夺

得个人优秀奖，为学校添彩争光。   

是项一年一度的国际赛于6月30日至7月5日
在东欧保加利亚沿海城市布尔加斯举办。今年共

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31个国家的逾千名中小学

生同场竞逐，本届竞赛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并

设个人奖和团体奖。我校4名代表于3月21日
（星期四）参加“2013年马来西亚国际数学奥

林匹克评鉴决赛”时，获得金、银、铜的佳绩，

进而晋级是项国际赛的参赛资格，组成了马来西

亚中学组的其中一代表队。 

马来西亚派出两队中学组和一队小学组，连

同我校的4名学生经历了11小时的航程和6小时

的车程，终来到举办是项国际数学竞赛的美丽城

市。除了正式的赛事和准备，主办当局同时为逾

千名选手安排了文化之夜、观光活动等的余兴节

目。 
4人受访时异口同声表示，与其说参赛，不

如说是抱着旅游和学习的心态享受比赛，因为许

多人终期一生都可能没机会去到保加利亚。他们

这趟旅程能与30多个国家的青少年选手交流，

是一次难忘的参赛经验。 

 右一起周万凯、詹亨一、曾乙健和李浩天远赴东欧参加2013年保加利亚国际数学竞赛。   

志在参与，不在得奖 
詹亨一（初三和） 

我们以“志在参与，不

在得奖”的平和心态而意外

获奖。由参赛国家代表团各

自呈献节目的文化之夜，我

国因事故而成为唯一无法呈

现节目的国家，有些抱憾。

不过，在交换礼物环节，很高兴能收到一张

大型的美国国旗。 
 

更加努力和虚心求教 
李浩天（初三和） 

认识年纪小的选手，

已在数理方面展露卓越的本

领和思维，令我自叹不如，

同时也鞭策自己必须更加努

力和虚心求教。在比赛结束

后就病倒，一连两天发烧，

看病后被迫留在酒店休息，

错过观光和自由活动的机会，没得跟大伙儿

出游，有一丝遗憾。 

 文转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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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竫绮（初二义）洪凤祺（初一智）采访报导 

我校于10月5日（星期六）上午8时30分举办

2014学年初一新生入学考，共有1445名小六生报

考。许多家长在早上7时开始，就陪伴考生陆续到

学校，虽然校园外挤满了车辆，但在我校童军团

有序的指挥和引导下，交通还算顺畅。另一边

厢，学长们也在现场协助考生以手机简讯服务方

式或检查张贴在布告栏的资料，以确认考场的位

置，随后在兴华园带领考生进入考场。学长团和

童军团亦协助巡视考场及监考。 
配合新生入学考试，我校当天同时举办了一

系列活动，其中由初一及初二级英文班在仁爱广

场展示“超级学校计划”（Super  School  Pro-
ject），简介我校的英语教学中心及展示学生手工

作品等。 

 学长们在现场协助考生查询考试事宜。  童军团、学长团协助巡视考场及监考。 

当天亦配合“童军周”，童军团在休闲区

设立展览区，展览内容除了野外露营设施、海

报、奖杯、徽章等，也展示架子模型、露营营

区设计的资料展。他们也在现场义卖精心制作

的食物，作为筹募基金费用。 
与此同时，我校也在朝阳礼堂举办“家家

有本亲子经”的亲子教育讲座，由心理辅导师

陈如湘分享《谈亲子沟通与问题处理模式》。

下半阶段则是家长与行政交流时段，首先播放

“兴华简介”短片，让出席家长对我校的办学

理念、课程内容和教育措施等取得初步认识。

事后家长亦踊跃提问，与我校行政主管们进行

一场温馨的交流互动。新生入学考于下午1时
圆满结束。 

 英语教学中心展示学习成果。  家长们在童军展示区深入了解我校童军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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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国代表相见欢 
曾乙健（初三和） 

有些参赛经验丰富的国家，在

事先已设定得奖的目标，据知，他

们赛前准备不马虎，相对我们好像

不是来参加比赛，而是来旅游，心

情就特别放松。由于时间紧凑，观

光和外游时间有限，当地有很多古

迹建筑都只能走马看花。文化之夜的舞台是搭建在

海边，各国选手各自穿上民族传统服装表演，大家

自由交流用餐，跟十多个国家选手交换礼物，满载

而归。 

 

与有荣焉 

周万凯（初三平） 

第一次代表国家出赛，能与
 与他国选手欢喜交流。右一起曾乙健、詹亨一。 

文接第9页 

首选兴华 
黄循熠（家长） 

选择独中是因认同独中教师的

素质，而且毕业后出路比较广。学

校设备完善，加上本身也是独中

生，故兴华中学是我的第一选择。

在这之前，我对兴华的印象陌生，但亲自了解之后，

觉得兴华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兴华设备良好 

刘振国（家长） 

我们住在梳邦再也，之前已有

孩子在兴华毕业，普遍上对兴华印

象良好，听闻兴华的软硬体设备一

直在提升，孩子本身也选择到独中

就读，顺理成章到兴华报考。 
 

兴华学生表现佳 
谢姵纺（家长） 

无论在校内或校外的各个领

域，兴华学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

的，加上现有一名女儿在兴华就

读，看到她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

步，也接触和学习到很多新事物。本身虽是

国中生，但身边有不少朋友的孩子在兴华就

读，加上孩子也在，所以兴华是我的首选。 
 

平常心看待 
洪凯琳  (万津启化小学)   

报考兴华是父母和自

己的意愿。觉得兴华整体

上很不错，能不能被入取

则以平常心看待。对入学

考的确做了准备，但紧张

在所难免，不过，有信心

能考到理想的成绩。 

 

 

 

 

 家长再三叮咛孩子要留意的考试注意事项 。 

 

 

30多个国家的选手较量，令我们感到与有荣

焉。当地的生活步调与我们有差，感觉他们

很悠闲，可随意在路旁坐着，甚至躺着。有

完善的公共设备与良好的公民意识，大街小

巷很少看到垃圾，城市规划有异于我国，感

觉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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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颖倩（高一理仁）报导 

心理辅导师陈如湘强调，

父母亲在孩子各方面学习过

程中，应不吝给予适宜的赞

美和认同，加上“多观察少

介 入、多 听 少 说、多 问 少

教、多分享少说教、多邀请

少命令”的正向亲子互动方

法，无遗对孩子是很大的鼓

励。不过，她补充，过度重

视结果的赞美可能会适得其

反，成为孩子的无形压力。 
我校为了配合2014学年初一新生入学考试，特

于10月5日（星期六）早上8时50分至10时40分在

朝阳礼堂举办是项讲座会，与家长分享亲子沟通与

问题处理模式。主讲人陈如湘是注册与执证心理辅

导师，目前是马来西亚国民大学辅导与谘商博士候

选人、马来西亚辅导协会终生会员、台湾辅导与谘

商学会会员，曾经担任新纪元学院辅导中心主任兼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主任、马来西亚萨提尔协会副

主席兼课程主任、心灵驿站心理辅导师，是一位经

验丰富的辅导谘商讲师。 
根据艾里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

理论，6至12岁这阶段的小孩正在学习生活和社会

技能，克服自卑情绪；12至19岁的青少年会有“我

要做自己（独立）”的想法，想要挑战父母，例如

特意迟回家。她呼吁家长们应在孩子3至6岁的时候

培养他们的主动性，这样才能教育出具有自主、自

立及自信的孩子。 
“根据香港一项调查显示，在孩子升

中学的阶段，父母与子女的想法和需求截

然不同。大多数父母除了担心孩子的成绩

赶不上，也忧心他们不会自我控制情绪或

是误交损友；相对的，子女们所焦虑的则

是小学毕业后不舍与同学分开，父母师长

对自己的要求提高以及在学习模式方面有很

大的转变。” 

  陈如湘披露，“焦点解决模式”不失为

一个很好的处理方法，这是由两位辅导员

Insoo K.Breg和Steve De Shazer在美国针

对问题少年进行辅导时所采用的方法。她

陈如湘说，焦点解

决模式同时强调正

向思考。  

说，焦点解决辅导模式强调目标导向的积极

观点，着重于家长如何协助孩子改变，进而

将改变的意愿付诸行动，家长们应该学习善

用。“据调查显示，约30%的少年对他们的

生活深感不满、孤单，因为家长只会‘说

教’和劝告。因此，她建议，当孩子们出现

高风险行为症状时，例如：迟交功课、课业

退步等，家长们须及时给予的关心。” 
她也补充，焦点解决模式同时强调正向

思考，犹如太极的标志，意即正中有负，负

中有正。她进一步说，父母应优先解决当下

的问题而非急于探究其原因，同时，也可以

孩子过往的成功经验强化其内在资源。此

外，父母本身也要催化正能量，重视孩子每

一个小改变，进而找到他们的目标和动力。

陈如湘指出，焦点解决模式在于适度地给予

支持与赞许、“一般化”及“寻找例外”。

“一般化”即指事件的正向重述，有助减轻

孩子的焦虑，减少他们的孤独感，并解除其

羞耻感；“寻找例外”则是协助孩子寻找问

题以外的正面现象与能量。 

在现场，家长们也观赏了台湾谢坤山先

生教养孩子的分享片段，讲述如何与原本成

绩差强人意的女儿进行“双赢”的良性沟

通，发觉孩子学习的动力，并以优良的成绩

考上大学。陈如湘在最后补充，父母之间的

沟通分享，找出需改善和调整之处，或是双

方学习扮演聆听者的角色，都有助于增进父

母和孩子的亲子关系。 

 

 陈如湘呼吁家长们应在孩子3至6岁时培养他们的主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