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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第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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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考生入围，共荣获11个奖，为

校增光。其中张嘉文表现最为特出，获得2项科目的前十名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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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5%，比较2013年来得高，同时也高于全国90.4%的及格率。全国高中考生各科

成绩平均及格率是86.87%，我校则取得94.09%的及格率，高于全国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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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人数 姓     名 

10A (4人) 王舒涵、陈心媛、李静宁、陈苛甜 

9A (5人) 吕馨儿、林仪敏、侯佳祺、林锦凌、林欣意 

8A (4人) 施斐馨、张嘉文、叶迎艺、杨凯雯 

7A (14人) 
颜佩莹、钟浩冰、刘欣怡、王沁仪、李慧颖、刘荠允、吕雪敏、 

陈俊豪、洪佩雯、许靖雯、毛伟伦、王俞勇、蔡宇苓、陈梅英 

6A (22人) 

冯立琦、黎佩仪、李欣怡、林丽媛、张俊豪、许薇芯、陈雅莹、

林培妮、何昱峣、赖维俊、刘洧玮、王诗薇、叶家扬、范雅慧、

李颖洁、黄学琦、陈平原、戴文征、张嘉俊、汪瑞昊、李汉健、

黄冠盛 

5A (20人) 
庄祖琳、何伟权、刘真晴、林思恩、陈铠雯、蔡眷馨、王贤丰、

黄雍鈊、陈妙智、颜伟光、沈崎乐、陈伟霖、谢昭琪、吕伟豪、

陈怡芊、陈熹奕、何英结、杨颢、黄秄宦、徐锦辉 

4A (36人) 

贺庆楠、蔡宇恒、吕辉隆、陈欣惠、陈永康、郑幏霏、涂爱薇、

张嘉颖、庄玮文、刘华柏、许筱凤、洪静菲、潘彦如、谢姗芙、

蔡晋咏、黎紫贤、廖敦豪、黄诗盈、黄小珊、周资傧、陈柔颖、

钟采玲、陈哲尤、刘苡而、李明章、黄学群、蔡兴翰、陈婉冰、

郑帏衔、张慧盈、张煌圣、林伟强、叶嘉明、陈粼佳、陈立宏、

陈子轩 

等级/人数 姓     名 

8A (12人) 
许静乐、李书宏、林欣颖、黄国杰、伍楒烷、陈莹峥、黄恺健、

李婉绮、王德仁、曾乙健、陈嗣霓、王凯泽 

7A (24人) 

严世轩、彭德源、童渼惠、陈可馨、黄伟玉、余名丰、周万凯、

林蓉蔚、詹亨一、蔡洁心、蔡子晴、郑可丽、黄嘉惠、李可欣、

林勤勇、黄子馨、冯标竑、陈雪俐、杨忆雯、杨丽蒨、沈健晟、

李诗妮、吕洁盈、黄慕耘 

6A (34人) 

吴婕绮、李倩惠、黄洁晶、叶枷焱、颜博玲、颜家万、吴恩怡、

陈彦文、周佩霜、陈劲元、颜伟涵、方敬能、黄  崧、李舒婷、

黄语嫣、黄子鹏、陈彩倪、邝信谦、林佩贤、林纪一、林隽弘、

黄安苗、吴沛恒、陈  迅、郑暐霖、庄家业、叶鹏华、庄淳薇、

吴依琳、邱德隆、郭贝玓、李思瑜、林凯韵、林金碹 

5A (36人) 

黄旖媚、陈奕航、郑淑齐、杨子诚、陈慧蓉、黄胤婷、庄哲睿、

周旻纹、吴佩芯、辜俊烨、林子芊、王洁伶、黄思淇、许如欣、

李纬倪、吕依柔、罗璟渏、王忻宜、陈锦晖、黄钿雅、吴欣谕、

刘宏程、李俊安、黄康泰、吴诗敏、郑永康、张荟欣、邓芷晴、

黄顺生、蔡婉君、黄品涵、郑桂颖、李家盛、刘俨柔、张云轩、

韩伊敏 

4A (43人) 

杨镇豪、王咏祥、杜振熙、施乔瀞、徐祯含、徐源吉、陈辉铭、

陈结霓、张紫薇、王仁杰、严浩铭、徐子逸、邱秉存、邱妍惠、

陈品键、陈依婷、黄莹嘉、颜铭扬、李淯靖、苏琬婷、陈则玮、

蔡碧雯、朱钰煊、杨欣愉、颜维庆、李浩天、李奕慧、廖佳宜、

林善栋、赖浚颖、黄义斌、潘治澔、陈伟杰、陈琦昉、刘才伟、

林佳仪、陈若绫、邓显慧、林凯轩、陈轩骏、钟亦冈、刘祈纬、

黄奕雯 

王舒涵(10A) 吕馨儿(9A) 

林仪敏(9A) 侯佳祺(9A) 

林锦凌(9A) 林欣意(9A) 

施斐馨(8A) 叶迎艺(8A) 

杨凯雯(8A) 

陈心媛(10A)
李静宁(10A)
陈苛甜(10A)
张嘉文(8A) 
照片见于首页 



编辑:刘美娥师、庄晓毓师、许莉真师、蔡美玲    报导:大众传播学会出版组   摄影:摄影学会、资讯室 

2014年 3月号     HIN HUA MONTHLY  
          

3 

文转下页 

全力以赴应考  
张嘉文（簿记与会计、经济学全国十大；8A） 

我备考的方式是重视平时

的细节，每次测验都要准备好，

若来不及，测验后也要复习。准

备测验时，不要有压力，不要心

想来不及了，而是想着这是为统

考准备。每次老师教导新的一

章，只要是新学的概念或题型都

可做记号以方便测验或考试时复

习。复习时若是觉得重要的且必须熟悉的部分，

就做重点记下。统考之前，我没有解题，而是复

习做了记号的部分，因这些就是每章的基础、新的

概念和题型。  
而对于我所获得十大的经济学，并不是从高

一就擅长的，是到了高二才有所突破的。在我的

学习生涯中，最有心得的科目是数学。老师教一

次就会，但我却用最多时间准备，因为我知道只

要一段时间没有碰数学，解题的思维就会变迟

钝。数学是最考概念的一科，题型不一样，没有

概念就不会解，所以概念必须理清。  
我总会有问题询问，感谢老师乐意解答我的

疑问。况且， 没有老师给的测验，我也没有心

思复习，统考就不能获得如此佳绩。  

 

 

随时做好备考的准备 

陈心媛（经济学全国十大；10A） 

我认为备考不仅仅是在考试

前一段时间才开始的温习，课堂

上、老师分配的作业、每一次的

测验，都是备考之一。上课专

心、勤作笔记、认真做作业等

等，是考好成绩的不二法则。我

在后来密集备考的状态中发现，专心听课能记下

的重点，远远超乎自己的想象，也因此我的备考

相对轻松。作业方面，尽可能地把每一次的作业

当成考卷一样认真作答，遇到不懂的题目，不妨

花时间翻看笔记和课本，这样能留下更深刻的印

象，到正式考试时也不容易犯下同样的错误。 
经济学会获得十大，纯属意料之外。相较其

他科目，经济学并不是我掌握得最好的一科。在

高三课堂的测验中，我也常常遇到不会作答的题

目。有时我甚至感觉完全无从下手。庆幸的是，

骆蓉蓉师每次都会在测验后花时间一一解答题

目，并且训练我们的作答技巧。临考试前，老师

也会和我们讨论历届的统考试题，让我们熟悉题

型。因此，在正式统考期间，作答的时候也特别

得心应手。 

 

许静乐(8A) 李书宏(8A) 林欣颖(8A) 黄国杰(8A) 伍楒烷(8A) 陈莹峥(8A) 

黄恺健(8A) 李婉绮(8A) 王德仁(8A) 曾乙健(8A) 陈嗣霓(8A) 王凯泽(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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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习不同的科目，我会采

取不同的方法。比如语文课，只

有多听、多读、多看、多写，才能有效提升。通

过日常生活的阅报、收听电台节目、观看电视剧

或电影等等，都能寓学习于娱乐。针对数学和簿

记，就只能多做习题，掌握作答技巧。至于商

业、经济、历史和地理等，其实只要认真听课，

基本上都能获取不错的成绩。 

 

专心备考  确立目标 

李静宁（生物全国十大；10A） 

在备考时期，主要是多做

历年考题，熟悉题型可缩短考

场作答的思考时间，还有根据

老师准备的时间表做历年考题

是非常重要的，尽量不要落后。

另外，备考时不一定要重读所有

高中三年的课本，做题时遇到没什么印象的章节才回

去重温。 

对于获得优异成绩的生物科，一直就很喜欢

这个科目，只是一向来都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备

考，直到高三才真正理解，每一个机制背后都有

其发生的原因，只要理解背后的作用机制，根本

不用背，只要以常理就可推论出结果。 
我在数理科的学习上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比

起领悟，多做题及死背做题方法更适合我。 
总结，我认为要确立目标，用它支配自己有

限的时间与生活，适当的放下才有精力守住对自

己而言最重要的事情。  
 

坚持下去就是赢家  

陈苛甜（高级数学(I) 全国十大；10A） 

我的备考方式就是跟着老

师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到统

考。也就是说，当我完成某个

阶段的备考进度时，我已至少

掌握了一半或更多，而非只是

单纯地完成而已。重点是必须

要在预试时就准备好，那么接

下来只需加强弱点和不断复习即可，只要肯努

力，比别人多花一些时间准备，相信考获佳绩不

是难题。针对理科科目，个人认为如果同学以死

记硬背的方式只会事倍功半，应该学习某个知识

点的根本，当根本学会了，题目怎么变也能应付

文接上页 

 

 

自如。 
对于获得优异成绩的数学科，一直以来都是

居中上的程度，相信是以前的基础打得好，所以

上了高中比较容易上手。另外，劝请学弟妹不要

盲目地学习，盲目地比较分数，这只会添加无谓

的压力和塑造无聊的中学生活。读书是学生的责

任，但在实行责任之余，也应该多参加课外活动

和多运动锻炼自己。否则，当你毕业时才发现自

己只是一个会考试会背书的工具，确实非常可

悲。高三这年是长期的拉锯战，要记得英雄只是

比普通人多坚持5分钟，谁能坚持下去谁就是赢

家，千万不能随便放弃。 
 

做好准备 考前不慌张 
陈莹峥（8A；高一文商义） 

我在备考期间会定下每星期

的备考目标，并达成它。我也会

多做历年考题，不明白的再向老

师或同学请教。课文的理解很重

要，理解了课文，在脑海里重新

想一遍，就较容易记得了。读书

时把课文念出来，或把自己当作

老师，讲解给自己听，就会较易明白。对于数理

科，则必须多做习题，以熟悉考题及训练做习题

的速度，考试时就能得心应手。此外，要给自己

适当的休息与放松，才有精神备考。 
我认为做好以上准备，就不会在考前慌张

了。 

 

找对自己的备考方式 

王德仁（8A；高一理忠） 

要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套

备考方式，别人的方式仅供参

考，不要一味盲从。最重要的就

是拟定备考时间表，并严格执

行。 
备考期间如能与同学一起组

个学习小组，效果更佳。在时间

的管理上也很重要，我在升上高

中后尤更体会妥善安排时间的重要。高中的课业

繁重，难度也加深不少，例如高数，除了专心听

讲，也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做练习题以巩固基础，

所以妥善安排学习的时间显得非常重要。面对未

来的考试，我打算提早温习，多做历年考题，就

如同初中备考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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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嘉义市国际管乐节，在中正公园露天舞台成功演出。 

课外活动处供稿 
我校管乐团台湾交流演出学习之旅成功举办，

满载而归。管乐团一行七十余人是受台湾嘉义市政

府文化局之邀，于2013年12月17日至26日参加该

市主办之国际管乐节暨亚洲双簧年会各项演出活

动，先后在嘉义市文化公园及中正公园表演。同

时，我校管乐团也受台北市民生国中、中正国中和

新竹市自强国中邀请，与该3所学校管乐团进行交

流，并举行联合演出。整个旅程紧凑而充实，同学

们此行不但大开眼界，见识了台湾乐团的水平，以

及台湾政府、学校及民间对音乐文化的重视。在民

生国中交流演出期间，管乐团团员也受邀到不同课

室与该校学生一同上课，计有公民、体育、英文、

生活技能、美术等课，让同学在音乐交流之余，也

体验到台湾小班制的上课模式，师生互动频繁，让

团员有非一般的收获。 
我校管乐团在民生国中、中正国中和自强国中

和嘉义市国际管乐

节暨亚洲双簧年会

的演出、交流活动

中，受到该3所学

校全体师生、家长

和市民的热情欢迎

与招待，让同学们

在寒冷的天气中仍

感受到汨汨暖流；

同学们的表现与演

奏水平也大获有关

学校师生、家长、

市民与嘉义市国际

管乐节主办单位的激赏。 
除了交流和表演之外，管乐团团员也到九

份、中正纪念堂、埔里纸教堂、九族文化村、

日月潭、监狱博物馆等景点观光，见识了台湾

旅游景点丰富的文化内涵。 
据领队黄世基师表示，我校管乐团在嘉义

中正公园的表演太精采了！同学们多月来的努

力 全 在 那 一 刻 爆 发 出 来，全 场 观 众 都

“HIGH”了起来。一些来自台湾其他地区学

校管乐团负责老师也主动来邀约，希望将来能

与我校管乐团进行交流学习，可见我校管乐团

这次台湾之旅确实是令人感动和鼓舞的。 
筹委会主席李泽桐（高三理爱）表示，这

次赴台演出学习，获得学校全力支持，她要感

谢董事会、黄秀玉校长、课外活动处的支持与

协助，筹委们的合作与教练的细心指导，使到

这趟行程所碰到的所有困难最终都能一一克服。 

   参观台南安平古堡，了解台湾历史。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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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锡福师报导 

台湾侨务委员会侨教处处长庄琼枝表示，该

会将本着服务海外华文教育的宗旨，继续协助马

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庄琼枝是于2月10日
（星期一）率领中华民国春节文化访问团抵马巡

回演出时，拜访我校，受到我校行政高层的热情

接待并进行交流。 
庄处长是在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侨务组组长林渭德、侨教处专员杨慧萍、留台联

总副会长刘志强、学术教育组主任及我校家教协

会主席余安的陪同下到访我校，并受到黄秀玉校

长、谢锡福副校长、苏进存副校长、许梅韵副校

长、莫壮燕副校长、行政主任林敏萍师、辅导主

任覃秀娴师、总务主任黄志光师等的热烈迎迓。 
庄琼枝表示，台湾侨委会每年为马来西亚华

文中小学主办四个教育研习班次、赞助学者前来

 双方在贵宾室交流后交换纪念品，左起为黄志光主任、林敏萍主任、谢锡福副校长、刘志强副会长、余安主席、庄

琼枝处长、黄秀玉校长、林渭德组长、苏进存副校长、莫壮燕副校长、许梅韵副校长。 

演讲、安排“文化教学辅导课程”、委派国际志

工、文化交流访问团及补助赴台进行文化教育访

问行程之活动。她也特别推介侨委会中华函授学

校藉由函授及网络修课方式，提供海外华裔学习

华语文、中华文化、华语文教学及生活技能的机

会。今年起提供“华文教师科”及“电脑资讯

科”网络课程“随选随上”服务，以最便捷的方

式让海外华裔通过网络选修这两门课程，有意者

可径至中华函授学校远距学习网 http://chcs-
opencourse.org注册申请账号，报名后即可进入

数字学习平台。 
庄琼枝对我校人文科技兼备的办学亦留下深

刻印象，对我校在开发多元领域学习、开拓学生

视野和文化陶冶等所做的教育工作深表赞赏；双

方为探索进一步合作之可能，都表现出极大热

情。 

  管乐团主席吴鹏峰（高二理孝）

表示 ，想不到台湾人民是那么热情好客，不论是嘉

义市国际管乐节负责人或民生国中、中正国中和自

强国中的师生、家长都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我校管乐团这次赴台演出学习之旅的领队是黄

世基师、邱慧芝师、教练陈运贵及来自新加坡的客

卿指导兼小号演奏家黄思菎及随队陈淑萍校友。黄

秀玉校长也于行前汇报会上向全体团员讲话，鼓励

同学们把握任何学习机会，她说，任何知识或艺术

领域的学习，最终必须体现在做人的素养上。 

副校长兼课外活动主任谢锡福师表示，

嘉义市国际管乐节是台湾最重要音乐节庆活

动，该校管乐团能两度受邀参与其盛，实属

难能可贵；他表示，从同学们口中得知，这

趟学习之旅的收获是丰富而成功的，也给同

学们留下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他希望同学

们能将这趟旅程所见、所学、所建立的友

谊，以及所感受到的一切记录下来，沈淀下

来，作为继续努力的资源与力量。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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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生同心协力熬制爱心凉茶提供给全校师生享用。  

赖美恩（高三文商平）采访报导 

由于近日天气持续炎热干旱，加上烟霾来袭，为

此，高三毕业生联合会发动3天派发凉茶行动，身体

力行向全校师生展现爱的关怀。  

在家教协会理事暨海鸥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祈

福赞助下，高三毕联会于3月3日至3月5日在学校餐厅

举办派发凉茶活动，为全校师生熬制凉茶。为避免耽

误上课，毕联会同学在清晨5时30分就到校展开煲凉

茶工作，以便能在休息时间及时为师生奉上凉茶。 
第一天派凉茶活动获得同学们的热烈响应，不到

20分钟，约400杯凉茶就被一扫而空，而毕联会学长

们的义举也深获学弟学妹们的赞赏。此派发凉茶活动

于连续3天的2次休息节，即上午9时及中午12时30分
进行。 

毕联会同学积极参加活动，大家轮流分配工作，

包括煲凉茶、站岗派凉茶，以及清洗杯具等，使到这

3天连续派发凉茶活动进行地非常顺利。 
副校长兼课处活动处主任谢锡福师表示，毕联会

的同学尽管在今年需面对统考和毕业考，但他们还是

踊跃策划活动。他们主动提出派凉茶活动，让师长倍

感欣慰，因为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比如他们对

师长、学弟妹，甚至社会的关怀。  

盼成常年活动 
陈慧仪（毕联会主席之一、高三理信） 

爱心凉茶计划的发起源

自近期空气指数不佳，天气炎

热、烟霾严重，希望可以通过

一些活动帮助全校师生消暑。

这是继新春园后，高三同学一

起举办的活动，主要负责人是

连宇和以及林津萱。派凉茶活

动是毕联会首次举办的活动，我们也希望这项活

动往后也能成为本会的常年活动。在此，特别感

谢餐厅水档老板的热心帮忙，以及家协理事陈祈

福赞先生助材料，让这活动得以顺利进行。我们

相信通过这一连串的活动，每位高三生对自己成

为学弟妹好榜样的定位，有了更深的体悟。 

 

 
凝聚全体高三生 

许静慧（高三文商平） 

爱心凉茶计划进行得十分

顺利，除了让全体师生都能享用

凉茶外，同时还能够凝聚全体高

三生的力量，这是一项非常好的

活动。从这次的活动中，全体高

三生体现了爱长护幼的精神，并

成为学弟妹们的一个楷模。感谢全体师生的支

持，同时更要感谢高三同学的配合。 

 

 凉茶很赞，谢谢高三学长学姐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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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伦（天文学会指导老师）图文整理报导 

2月15日（星期六），我校远距天文观测小组进

行了一次晚间观测活动，这是小组于今年的第一个观

测活动。当晚的其中一个观测计划，是拍摄火星影

像。 

拍摄过程处理繁复 

火星影像于2月16日（星期日）凌晨6时左右进

行。使用一部小型的行星摄像头（QHY5L-II-M），

以录影（video recording）的方式进行拍摄。这样的

拍摄方式，可以在1秒钟内摄得约50张的火星影像。

由于摄像头所拍摄到的影像是黑白的，需要通过红、

绿、蓝三色滤镜进行拍摄，才能在后期处理时，把影

像合成彩色。红、绿、蓝三个滤镜，个别须拍摄90
秒的录影片段，每段录影摄得约4,500多张的火星照

片，而每段录影所占用的硬盘空间约1.5 GB 。通过

影像处理软件叠合

与三色合成后，才

能获得一张彩色的

火星影像。 

基于分享，远

距天文观测小组把

2月16日凌晨所摄

得的火星影像上传

到yahoogroup的一

个叫“火星观测者

(Marsobserver)”
讨论区里，得到几位观测者的回响。 

其中一位观测者表示，小组所拍摄的火星影像，

其素质足以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给美国月球与行星

观测组织（The Association of Lunar & Planetary 
Observer, ALPO）进行影像分析与研究。 

此外，这位观测者也建议小组在下一次的火星影

像分享当中，可以提供更多的观测资料，例如：观测

地点、日期与时间（国际时间）、提供不同颜色滤镜

所拍摄到的个别影像、以及行星影像在照片里的角度

方位等资讯。 

有助研究火星大气活动与结构 

另外，他也道出了小组在2月16日所摄得的火星

影像中，一些值得一看的特征。例如火星影像边缘，

两点钟方向有一个白色点区域，那就是火星的北极冠

（North Polar Cap）。其他白色的区域则是火星大

 

于2月16日凌晨6时6分左右拍摄的

火星影像。  

气中的水冰云（Water Ice Clouds）。这些

表面特征都有助于研究火星的大气活动与结

构。他很期待看见更多来自小组的火星观测

影像。我校远

距天文观测小

组对这些回响

都感到意外与

惊喜，没想到

会引起国外观

测者的注意与

兴趣。 

根据观测

小组的指导老

师 陈 伟 伦 指

出，兴华天文

台里所设置的天文望远镜，口径是16寸，在

马来西亚也只有我校天文台使用如此大口径

的天文望远镜进行火星观测。由于地球大气

扰动，稳定的大气时刻通常很短，时间不会

超过1秒。大口径的望远镜，其集光能力

强，能有效的“捉住”稳定大气的那一刻，

配上快速录影的行星摄像头，才得以摄得清

晰的行星表面特征。 
火 星“冲”（opposition）指 得 是 太

阳、地球，和火星连成一直线，每两年又两

个月才发生一次，而今年是火星冲的年份，

火星将在4月8日抵达“冲”的位置，是观测

火星的最佳时刻。远距天文观测小组已经计

划了要拍摄更多的火星影像，供国内海外研

 

 使用天文台里设置的口径16

寸天文望远镜所能摄得的火

星表面特征。  

师生通过16寸天文望远镜彻夜拍摄火星影像，追

踪其表面变化。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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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多一份的观测资料。在此同

时，小组成员们也可以学习如何

进行行星的拍摄与观测资料整理。 
火星的半径是地球的二分之一，所以体积是

八分之一，比地球小很多，但其表面的变化与地

球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地球上观测火星，我们可

以看见其表面上有明暗的区域，前人还曾认为火

星表面有纵横交错的线条，暗淡的区域曾经被人

类认为是火星上的绿洲，而线条则被认为是贯穿

绿洲的运河，这些都应当是“火星人”所造的。

如今我们知道，明暗区域是火星表面反射阳光所

形成的光学视觉效果，犹如月球表面的明暗区域

那样。火星的南北两极有冰块的覆盖，我们称之

为“极冠”（polar cap），就像地球的南北极那

样，不同的是其组成成份, 地球为水冰，而火星

的极冠表面为干冰，下方可能覆盖着大量水冰。

火星的大气层虽希薄，但也会有云层或水冰云的

聚集。火星表面也会有沙尘暴的吹袭。由于火星

自转轴的倾斜，造成火星也有季节之分，这点我

们能够从火星的南北极冠的大小变化中看见，南

北极冠的干冰，因季节的温度变化，而改变其面

积的大小。由此可知，火星表面时时刻刻都在变

化，如果有天在火星上吹起沙尘暴，而首先纪录

到此一现象的天文台，就可能是兴华天文台呢。 

拍摄到30个深空天体 

我校远距天文观测小组，因学校参与青藏高

原远距遥控观测计划而成立，将天文教育推向一

    于2月22日凌晨所摄的火星影像。 

文接上页 个新的里程碑。小组自成立以来，几乎每个月都

有两次的观测活动。小组里的成员们，都很积极

的学习如何操控望远镜，进行天文摄影、影像处

理等活动。至今所拍摄到的深空天体（含星系、

星云、星团、明亮恒星、行星）近30个，而在

拍摄这些天体照片的过程当中，同学们都需要使

用红绿蓝三色滤镜来拍摄，而每个滤镜需个别拍

摄并处理，然后再合拼，才能形成一张五颜六色

的天体照片；学生已处理好的天体照片不下40
张，且正在逐渐增加当中。 

如今，我校远距天文观测小组的部分成

员，已经可以在没有指导老师在场的情况下，自

行操作望远镜独立进行观测。小组人数在去年下

旬增加了一倍，大家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观测目

标。为能得到使用天文设备的观测时间，同学们

都必须学习如何策划观测时间、提呈观测建议

书、学习操作望远镜等。以求分秒必争，把目标

完成。这也是小组成立时所欲落实的目标之一。  
拍摄火星影像，追踪其表面变化，有助于

科学家们研究火星的大气变化过程。而火星观测

计划可以提供同学参与全球性观测计划的机会，

进行发现性质的科学观测，初步成果已经引起了

国际观测者的注意，也将是兴华天文台在参与国

际共同观测上迈出了第一步，这个进展让师生十

分欣喜荣耀，真正落实了远距天文观测小组成立

时所定下的计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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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昭颖（初二仁）报导 

为了提升全体教职员生的紧急事故危机意识，我

校于3月12日（星期三）举办了紧急疏散演练，以便

在紧急事故发生时，全校师生都能熟悉紧急疏散路

线。 

当天早上8时15分紧急铃声响起，全校师生有次

序地按照指定的疏散路线快速集合到校园外的集合地

点。各班到达集合地点后，则由小队长负责清点人

数，人数到齐后即蹲下。小队长于清点人数后报告班

导师，班导师则向相关集中地的副总指挥报告班级人

数是否齐全。在由行政处主任与学生特工队组成的疏

散组巡视完各楼层后，此次的紧急疏散演练即告一段

落。 
紧急疏散小组总指挥苏进存副校长之后通过广播

向全校师生总结这次紧急疏散的成效，国字型大楼与

科技大楼的师生于4分钟内成功疏散，比预定的5分钟

内疏散完毕的目标快；惟教学大楼的师生共花了6分
钟才全部疏散，没有达成预定目标，学校将进行检讨

并提出改善对策。苏副校长也表示，紧急事故随时可

能发生，全体师生必须保持高度危机意识，以便当紧

急事故发生时，能有效应对。 

紧急疏散演练前，行政单位也做足了准备工夫，

如总务处全面检查与维修消防警铃系统、班导师向同

学说明紧急疏散演习应注意事项、体育处带领各班班

长/队长熟悉疏散路径、训导处通过全校广播指导疏散

 紧急铃声响起，同学们有序快速往集合地点集合。  

提高防范意识 
叶铭衡（初二仁） 

我认为紧急疏散演练是非

常必要的，否则紧急事件发生

时非常危险，同时我认为学生

有必要提高对灾难的防范意

识。这次的紧急疏散演练，次

序有点乱，此外教学大楼的同

学疏散时间也超过预计目标，

这是师生们要改进的地方。但

整体表现我觉得比去年更好。 

 

事前熟记路线加深印象 
李嘉莹（初一廉） 

这是我第一年参与紧急疏

散演练，在事前，班导师及班

长都不断提醒我们熟记疏散路

线，并带领我们走一遍，加深

印象。当天全校师生都很认真

完成紧急疏散演练。在疏散过

程中，有些同学不守秩序地推

挤前面的同学，但整体来说我对这次的紧急疏

散演练还算满意。  

 同学们于指定地点集合，人数到齐的班级则蹲下。  

 

时应注意事项。此外，总务处也于近期在班

上、电梯、各活动空间张贴疏散路线图，以

提高危机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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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佩琪、许皖淇（初一仁）采访报导 

初中华语辩论比赛决赛于3月20日（星期

四）下午3时15分至下午4时45分在黄景裕讲堂举

行。此项比赛由课外活动处主办，协办团体为辩

论校队及少年服务团；其宗旨是激发学生对辩论

即时事的兴趣，进而提升思维及学习辩论的方

法。比赛的三位评判分别是谢锡福副校长、苏进

存副校长以及郑名烈师。 
比赛获得了学生们热烈与积极的反应，初

一、初二组共有19支队伍参与比赛，而初三组则

有8支队伍参与。经过了3月4日、6日、11日、17
日各个组别的初赛、复赛、半决赛后，成功过关

斩将并晋级初中华语辩论比赛决赛的4个班级分

别为初二义、初二廉、初三信/平以及初三忠。 
决赛中，初二义（正方）对垒初二廉（反

方）。正方辩题为“知易行难”反方辩题为“知

难行易”。初三信 /平（正方）对垒初三忠（反

方）。正方辩题为“合作比竞争更重要”；反方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王景涛（初二廉、最佳辩论员） 

能荣获“最佳辩论员”的荣

誉让我感到意外，毕竟这是我第

一次参与比赛。比赛前，我与队

友都在放学后积极准备比赛。我

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我相信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靠团队的合作 
陆慧欣（初三信、最佳辩论员） 

这是我第二次参与辩论比

赛。虽然我们是和初三平一起

组队参与，但是我们都很团结

地准备比赛，不浪费一分一秒

地进行练习。这次有幸能获得

冠军，全靠团队的合作精神。  

 

辩题为“竞争比合作更重要。 
经过一番龙争虎斗，成绩终于出炉了。初二

廉（陈慧琪、吴嘉胜，王景涛、蔡欣荔）和初三

信/平（尤湄斯、陈筱暄、邱蕙菱、陆慧欣）在比

赛中脱颖而出，分别荣获了初一、二组以及初三

组的冠军。来自初二廉的黄景涛和初三信的陆慧

欣分别荣获了初一、二组，以及初三组最佳辩论

员。 

 评审老师与获得初中华语辩论比赛初三组的冠军及亚军得奖队伍合影留念。 左一起：谢锡福副校长、郑名烈师、苏

进存副校长、尤湄斯、陈筱暄、邱蕙菱、陆慧欣、高静怡、陈志扬、梁安健、徐志达。 

 初一、二组的冠军宝座由初二廉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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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荟欣（高一理仁）郑可丽（高一理忠）报导 

高一音乐选修课的30名学生，在林颖茜师的带领

下，于2月23日（星期日）前往吉隆坡国家剧院参加手集

团所主办的《大手牵小手·走进艺术殿堂》——跨文化

体验教育系列活动；同时，也参观了皇家雪兰莪锡蜡博

物馆和国家画廊。这项把课堂移到户外的教学，也吸引

了10名校友热络加入，他们以学长姐的身份充当向导，

就如大手牵小手，让这项活动更添意义。 

国家剧院是

马来西亚引以为

傲的剧院，同时

也是全球十大剧

院之一。手集团

的《韶：给下一

轮太平盛世》演

奏会就在这里举

行。这场演奏会

特别邀请了台湾

著名原住民歌手

卢 皆 兴（桑 布

    同学们于国家剧院留影。  

伊）加入演出阵容。表演一开始，身为

部落古调传唱者的他，在演唱中加入富

有古调灵魂的音韶于现代旋律之中，划

破了现场的寂静。下半场则有曾是马来

西亚著名摇滚乐团“Search”的成员——

Man Kidal带来的吉他摇滚。在充满电子

和未来元素的舞台上，手集团以传统敲

击和 Man Kidal 的前卫摇滚碰出火花。

团员们只用简单的乐器和双手，拍打出

各种不一样的音调，每一个音调都藏着

不同的感情。这跨界合作，不但意味着

跨过人与人之间的藩篱，更是手集团希

望透过不断的自我挑战，从单纯敲击乐

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一套鼓艺表演。这场

演出可说是美妙无比，精彩绝伦。 
《大手牵小手·走进艺术殿堂》让

大家体验到的，不仅是艺术的表现技

巧，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文化传承

精神，一种艺术价值认同，从而发现生

活中的美与感动。  
 国家画廊的艺术品让人叹为观止。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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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华的迅速开办，为巴生五条路附近一带带来便利，学生人数渐增，教室不敷使用。为应

付需求，遂于附近租借空间充作课室。1950年向观音亭借其寺庙前的戏台，以作兴华第五校舍

之用。图为1950年第高小二年级班与林修鸿老师在观音亭戏台教室的合照。 

图 说 兴 华 观音亭戏台教室  

我校仪容和礼仪最标准 
黄玜涁（高一理仁） 

到国家剧院欣赏演出都

要穿著得体，这也是林颖茜

师一直以来灌输我们的观

念。当天，我发现到，那么

多前来观赏的学校当中，我

校的仪容穿着和观众礼仪是

最符合标准的。最后，也要感谢学长姐陪伴我

们度过充实的一天。 

 

大开眼界 
颜慧琪（高一文商和） 

这次的户外教学让我学

到很多课外知识。我们的组

员都能主动的分配做笔记和拍照的任务，也因此培

养出了合作精神。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次户外

教学的“主角”——手集团的表演，他们让我大开

眼界，用不同的方式呈献不同的节奏感，让人大开

眼界。 
 

看到自己的不足 
张家安（高一理爱） 

这次是我第一次与选修课

的同学一起出外活动，感觉很

新鲜，而且我也是第一次到锡

蜡博物馆和国家画廊参观。在

《手集团》的表演中，自认非常惭愧，身为管乐团

的一员，我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比起他们差得远呢。

除此之外，他们的创意及默契也是值得学习的。希

望下次还能够参加这类活动。 

文接上页 

 

 

 

文：徐威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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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倖伃（初二智）叶昭颖（初二仁）采访报导 

TEAM聚团是一个聚集从事戏剧教育的艺术

工作者的空间。TEAM，即Theatre. Education. 
Arts. Mentor，是散播艺术种子的劳动者，学习

戏剧孩子的导师。 
2013年，TEAM聚团的小品——《施比受更

有福》于全马进行巡回演出，获得好评。2014
年，他们卷土重来，为大家带来一个新的演出剧

目——《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善小而不为》这部舞台剧诠释了日常

生活中的细节，如待人有礼、孝敬长辈等等，很

值得向我校学生分享，于是戏剧学会诚意邀请

TEAM聚团于1月23日（星期四）到我校科技大楼

大讲堂行进一场别有意义和教育性的演出—《勿

以善小而不为》。 
这部剧叙述着一家人以卖水果为生的故事。

父亲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常秉持着“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精神，把自家卖的水果送给公会和

学校的老师，也时常煲糖水送给公会的伙伴，但

有时却会忽略了自己的家人。儿子要求父亲买球

鞋和让他到浮罗交怡旅游，但父亲都拒绝了，父

子因而吵了起来。学校老师吩咐儿子写感受卡，

儿子却敷衍塞责，乱填一通。有一天，母亲因身

体不舒服而进了医院。母亲在医院休养的当儿，

告诉父亲说她什么都不要，只想喝父亲煲的糖

水。母亲也写了一封信吩咐儿子转递给父亲，信

中透露出了她的心声。父亲看了信后，终于明白

了。另外，儿子也领悟了老师要他写感受卡的意

义，于是便认真地写感受卡。最 演员们精湛的演技，获得好评。 文转下页 

 出席者与演员于大讲堂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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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学年第一学期【第二阶段】行政历  

周次 日期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注 

准 
备 

22/03 
/ 

30/03 

各学生团体生活营、培训 22/03~30/03 课外活动处及 
其他行政各处 

    

Frog VLE培训 22/03~23/03 网上教学推展委员会 全体老师 
9.00am~5.00pm 
协作楼电脑课室 

Student Development Programme (1)         
Theatre Playground 25/03~26/03 英语教学中心   ELC 
Creative writing Workshop 2 5 / 0 3   (二 ) 英语教学中心   ELC 
Debate Camp 2 5 / 0 3   (二 ) 英语教学中心   ELC 

 13 
31/03 

/ 
05/04 

高中周会 0 1 / 0 4   (二 )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初中班会 0 1 / 0 4   (二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学生仪容检查 0 2 / 0 4   (三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全校常识比赛~初赛(笔试) 0 3 / 0 4   (四 ) 图书馆服务团/史地学

会/学长团 
课外活动处 

3.15pm~4.15pm 
课室 

宿舍干部培训营 03/04、10/04 舍务处 住校生自治会   
Personal Statement Workshop (1) 0 5 / 0 4   (六 ) 英语教学中心 辅导处 ELC 

文转下页 

后，一家人终于圆圆满满地聚在

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演员们精湛、搞笑的演技，获得了观众们热

烈的掌声，也博得了他们的欢笑。而剧中提到的

“感受卡”，其实是一项活动。同学们须在感受

卡上完成至少5项任务，如端茶给长辈、扶老人或

残障人士过马路、给10个人一个微笑等，并把自

己感受前和感受后的感想写下来。演员们呼吁观

众们要积极参与“感受卡”这项活动。 
 

引导做善事 
许微微师（戏剧学会负责老师） 

  演员们都很专业，演技精

湛。虽然这只是个小短剧，但

却传达了“施比受更有福”和

“勿以善小而不为”的精神。

整体来说都很不错，尤其是宣

传“感受卡”，引导同学们一

起去实践做善事。我想对戏剧

学会的会员们说：“希望你们

观摩了这场演出，能学习到专业老师的精神。虽

然它只是个小品，但他们依然卖力地去表演。” 

 

文接上页 

演员演技投入和逼真 
许慧桢（初二智） 

我觉得演员们的演技都

很棒，非常投入、逼真，且

不会笑场。另外，演出时的

配乐也很棒，有配合到戏剧

的情节。我希望下次演出的

主题可以与校园生活有关。

从这场演出中，我学会了我

们必须时时注意身旁的人，不要一直在关心别

人，而忽略了家人、朋友。此外，若父母无法

满足我们的要求时，我们不该埋怨，更应该学

会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观摩了这场演出，我

也学会要如何提升我的演技。 

 

学习做善事帮助他人 
吴征航（初二仁） 

戏剧学会曾担心出席人数是

否会达标，但出乎意料，竟

然有六百余人出席，座无虚

席。这场演出，我学到了做

善事不一定要大张旗鼓，一

件很小的善事也可以帮助许

多人。只要肯做，就可以帮

助到别人，另外还可以带动他人行善，一举两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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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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07/04 

/ 
12/04 

巴生学联羽球赛 07/04~11/04 体育处     
家长评量学生在家表现 07/04~12/04 班导师/学生家长 训导处   
初中周会 0 8 / 0 4   (二 )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高中班会 0 8 / 0 4   (二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Choral Speaking Competition 0 8 / 0 4   (二 ) 英语教学中心 总务处 

2.40pm~4.00pm 
朝阳堂/忠礼堂 

Clear Speech and Communication Work-
shop 0 9 / 0 4   (三 ) 英语教学中心 辅导处 

科技大楼
Convergence Ac-

cess 
家教协会会员大会 1 2 / 0 4   (六 ) 家教协会 行政各处/全体老师 11.00am~1.00pm 
全国华教常识赛（巴生赛区） 1 2 / 0 4   (六 ) 雪隆校友联 课外活动处 2.00~3.00pm忠礼堂 

管乐团午后乐会 1 2 / 0 4   (六 ) 管乐团 课外活动處 3.00~4.00pm大讲堂 

 15 
14/04 

/ 
19/04 

巴生学联排球赛 14/04~18/04 体育处     
全校班会（初一、初三、高一、高二） 1 5 / 0 4   (二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初二级诚信讲座 1 5 / 0 4   (二 ) 初二级班导师 初二级各班同学 1.50~3.00pm朝阳堂 

高三外宾演讲（冯以量老师） 1 5 / 0 4   (二 ) 辅导处 训导处 1.50~3.30pm大讲堂 

全校常识比赛~決赛(口试) 1 7 / 0 4   (四 ) 图书馆服务团/史地学
会/学长团 课外活动处 

2.15pm~4.30pm 
讲堂 

16  
21/04 

/ 
26/04 

高中周会 2 2 / 0 4   (二 )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初中班会 2 2 / 0 4   (二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语文科作文考试 23/04~25/04 语文科老师/教务处 全体老师 第1、2节 

联课活动暂停         
中国高等教育展 2 6 / 0 4   (六 ) 辅导处 高三级学生(自由报名) 芙蓉中华中学 

 17 
28/04 

/ 
03/05 

第一学期期末考 28/04~30/04 教务处 全体老师   
劳动节公共假期 0 1 / 0 5   (四 )       
继续第一学期期末考 0 2 / 0 5   (五 ) 教务处 全体老师   

 18 
05/05 

/ 
10/05 

继续第一学期期末考 05/05~06/05 教务处 全体老师   
学生仪容检查 0 7 / 0 5   (三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教育展（私立学院及教育机构） 0 7 / 0 5   (三 ) 辅导处 
高一级至高三级学生 

随堂老师 

第4、5节:高三级； 
第6节:高二级； 
第7节:高一级 

朝阳堂 

班际篮球赛 08/05(四)开始 体育处 全体师生   
台北歌剧合唱团演唱会 0 9 / 0 5   (五 ) 课外活动处 总务处 11~12.30pm大讲堂 

19 
12/05 

/ 
17/05 

各班交财政收支表 12/05~17/05 训导处 班导师/各班财政   
卫塞节公共假期 1 3 / 0 5   (二 )       
第17届雪隆八独中田径锦标赛备战营 17/05~18/05 体育处     
阳光天使志工培训营 17/05~18/05 辅导处 学生自由报名   
Personal Statement Workshop (2) 1 7 / 0 5   (六 ) 英语教学中心 辅导处 ELC 

 20 
19/05 

/ 
24/05 

初中周会 2 0 / 0 5   (二 )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高中班会 2 0 / 0 5   (二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第17届雪隆八独中田径锦标赛集训 21/05~25/05 体育处     
Submission of Essay writing competition 2 3 / 0 5   (五 ) 英语教学中心     
家长到校领取成绩报告表 2 4 / 0 5   (六 ) 班导师 行政各处/各班学生 

8.30am~3.00pm 
各班课室 

21  
26/05 

/ 
27/05 

台湾人文科学探索之旅 26/05~02/06 课外活动处 领队老师/参与学生   
全校班会~学生操行自我评量 2 7 / 0 5   (二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初三级级联论坛 2 7 / 0 5   (二 ) 训导处/初三年级组长 初三级班导师及学生 

1.50pm~3.05pm 
大讲堂 

 年中

假期  
 28/05 

/ 
15/06  

67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筹备工作 28/05~15/06 筹委会 训导处/课外活动处   
兴华中小学67周年校庆文娱晚会筹备工作 28/05~15/06 工委会     

第三届艺术营 28/05~29/05 美术科研组 
美术学会、漫画学会、
摄影学会、书法学会 

  

第17届雪隆八独中田径锦标赛 28/05~30/05 体育处 全体师生   
雪隆八独中武术交流营 04/06~06/06 中华武术团 课外活动处   
国家元首诞辰公共假期 0 7 / 0 6   (六 )       
Student Development Programme（2） 09/06~11/06 英语教学中心   暂定 

文接上页 

上课日：42天    短假：19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