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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菱（高三文商孝）黄巧贞（高三文商礼）采访报导 

我校于7月5日（星期六）早上9时，在朝阳堂

举行高三生成年礼。当天出席的嘉宾包括丹斯里拿

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三

机构成员、黄秀玉校长、台湾清华大学副校长冯达

旋教授、彰化师大公共关系与校友服务中心主任萧

辅力副教授及课辅志工、安顺三民独中副校长苏维

廉及代表团、高三班导师及逾七百名家长。425名
高三生在家长和师长的祝福下，朝着人生崭新的里

程碑迈进！场面盛大庄重、感人温馨。 
成年礼主题为“感恩·责任·奋发”，意即经

成年礼后学生要懂得感恩，并对自己的生命与言行

举止负责，为父母分忧，为国家承担与付出。典礼

以宣读古训揭开序幕，并由高三生朗读《大学章

句》，让学生更体会成年礼对于自身的意义。 

成年礼重点在“成人” 

杨董事长在致词中表示，教育的目的就是“成

人成材”，所以成年礼的重点是在“成人”二字，

警惕学生要有生而为人应有的行为表现、道德观念

和人生理想。 

 全场高三学生向在场的师长们鞠躬敬礼，以感激师长多年来的培育之恩。 

他语重心长提醒学生，迈入“成长成

人”的阶段，就是代表着能够更好的管理自

己，认真做人，言行举止应照顾到别人的感

受，并在能力范围内，尽量帮助他人。 
他希望学生以无畏的勇气、无比的毅力

及崇高的人格，面对人生的挑战和困难，为

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系领带与献家书 

系领带与献家书是典礼的重要环节。在

师长的见证下，父母为孩子系上领带。当学

生们都系上领带后，分别向所有在场的家长

及师长鞠躬答谢，感恩他们的无私付出，让

原本温馨的场面更添感动。随后，由高三生

代表许心瑜（高三理仁）、林丽丽（高三文

商平）、林伟安 （高三理信）和郑迪肯（高

三理爱）上台念家书。学生真挚的语言和恳

切的表情流露的尽是满满的爱，许多话，平

时藏在心底，这时都说出来了。不少学生与

家长哭成泪人，场面感人肺腑。 
最 后，全 体 高 三 生 献 唱《生 命 的 蜕

变》，寄寓自己对未来的自我勉励与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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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忠礼董事长 

 

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于7月5日
的高三成年礼上致词，全文如下:  

我校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先生、黄秀玉校

长、我校三机构同仁、台湾清华大学冯达旋资深

副校长及陈国华助理教授、彰化师范大学萧辅力

副教授、安顺三民独中苏维廉副校长及代表团，

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台湾彰师大国际志工团、

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随着资讯的泛滥以及急功近利思想的肆虐，

一般人对“自由”与“规范”、“权利”与“责

任”往往欠缺整体的理解和认识，而社会道德价

值的混淆，也影响孩子们的成长，对学校教育造

成长期的挑战。 

成年礼的重点，就在“成人”这两个字。什

么是“成人”？我们常说，教育的目的，是成人

成材。“成人”的意义是，人要有生而为人应有

的行为表现、道德观念和人生理想。 

兴华中学举办高三生成年礼，是想让学生了

解成长的多层意义。一个人从诞生、婴孩、儿

童、少年到青年，能够顺利成长，是值得高兴和

祝福的事。但是，千万要记得，顺利成长的背

后，花费了许多人的力气和心血。父母的养育之

恩、师长的教导、提掖、帮助之恩，都要铭感于

心。 

成长就是能更好地管理自己，认认真真的做

人，言行举止照顾别人的感受，以及在力所能及

的地方，尽量帮助别人。在成长之前，我们常会

问“别人为我做了什么”，成长之后，我们要多

问“自己能为别人做什么”。 

我校成年礼列举三件事，希望同学们了解，

并确实做到：第一是责任，第二是感恩，第三是

奋发。 

成长以前，同学们有什么过错或不足之

处，责任可以归咎父母与师长；成长以后，

你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还要挑起

照顾家庭和关怀社会的责任。能够承担责

任，生命才有重量，才会得到别人的赏识和

尊敬。 

成长，也表示开始懂得感恩。感恩就是

懂得放下自我，懂得别人（包括父母、师

长）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

的，从而常抱感激之心，常以良善的行为来

回报他们，进而造福社会人群。 

在各位成长的这一天，我希望每一位同

学，能够向父母亲说一声谢谢，谢谢他们无

微不至的养育之恩。也要向教导你们的师

长，以及所有曾经帮助你们成长的人，说一

声谢谢。 

长大也意味着要懂得奋发自强，奋发自

强有两个大目标，一是在知识和学问方面，

精益求精；二是在为人处世的修养上，自

律、自觉、自学，自强不息，是自我提升及

生命不断超越向善的不二法则。奋发自强是

一辈子的事，现代科技发展神速，知识变化

很快，学海无涯，不进则退；终身学习，才

能不断成长，永保源头活水，才能拥有永不

枯竭的生命力。 

各位同学，成年礼标志你们已踏上人生

崭新的里程碑和美丽的蜕变期。希望你们也

能够以无畏的勇气、无比的毅力和崇高的人

格，面对人生的挑战和超越重重的困难，努

力精进、成人成才。为自己创造更高的成

就，也为国家和社会人群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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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庄重，意义深远 

庄恩平（学生家长） 

我决定参加成年礼，纯粹是因为女儿的

热切邀请。典礼前，我对成年礼一无所知，

亦未抱着任何期待的心情来参加。但典礼之

后，我深切感受到校方与学生的用心，积极

地将人生重要的品德、观念传递给家长及学

生。在读完女儿的家书之后，我感到十分欣

慰，也非常感动。成年礼典礼庄重，意义深

远，希望能一届一届地办下去！ 
 

努力朝目标前进 
庄皙（高三文商平） 

成年礼对每一位高三生来说意义非凡，

它象征着我们的成长与蜕变——责任、感

恩、奋发。经过了成年礼，我更了解自己在

社会的责任，也更感恩父母及长辈们的教

诲，此外，也会更加奋发向上，努力朝自己

的目标前进。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右）与黄秀玉校长

（左）见证成年礼系领带仪式。  

 家长庄恩平（左）与女儿庄皙。  

心怀感恩，继续奋发 
谢秉宪（高三文商孝） 

我认为成年礼代表着高三学生的成长。

系上领带之后，象征着我们成了学弟妹的榜

样，意义非凡。感谢父母多年的栽培及老师

无私的奉献才造就了今日的我们，我会心怀

感恩，继续奋发向上。 

 谢秉宪（中）感谢父母亲的养育之恩。  

 在父母为孩

子系上领带

之后，当初

的小孩已正

式长大成人

了！  

 一个拥抱胜

过 千 言 万

语。  

 感人的

家书让

母子不

禁泪潸

潸。  

 同学们在成年礼仪式

后一窝蜂与我们的大

家长——杨董事长合

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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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嘉宾轻松畅谈“礼”。左一起为林金花师、王书强师、陈健诚师、王德龙师、徐威雄师。 

李佳倩（高三文商和）报导 

为让高三生更了解成年礼的意义，我校于6
月24日（星期二）下午2时在陈开蓉大讲堂举办

一场“成年礼论坛之从心出发”主题讲座。受邀

的主讲嘉宾有资深中华文化课讲师陈健诚师、博

特拉大学高级讲师徐威雄博士，以及敬学书院创

办人王德龙博士，并由王书强师担任主持人。 
王书强师首先向在场的高三生阐述“礼”的

概念。“礼”的本意为敬神，后来引申成为敬意

的通称。它既可以指表示敬意和隆重而举行的仪

式，也可泛指社会交往中的礼貌礼节，是人们在

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约定俗成、共同认可的行为规

范。主讲嘉宾们则阐述“礼”的重要性及存在价

值。徐威雄师特别提到了人生重要的三大礼，分

别为冠礼（成年礼）、婚礼以及丧礼。但现今社

会普遍重视婚礼和丧礼，却忽略了成年礼。此

外，陈健诚师也分享了潮州人的成年礼，他说

道，现今社会举办的成年礼除了能继承传统文

化，更多时候也肩负着教导孩子学习感恩长辈的

道理。他指出，将一个小孩抚养成人是个艰辛

的过程，如果孩子能在成年礼之后懂得感恩父

母，感恩社会所给予自己的，这样对孩子的人

格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另外，虽然东西方各

族群的成年礼方式不尽相同，但目的都是一样

是为了让孩子意识自己已成年，必须奋发向上

以及负起社会责任。 
王德龙师以生动活泼的故事来向大家分享

古代“礼”的故事。从故事中同学们能了解到

“礼”在古代社会是扮演怎样的角色。在这短

短90分钟里，同学学习了不少中华文化的知

识，也更清楚举办成年礼的意义。 

最后，王书强师总结成年礼意味脱离被照

顾的阶段，成为独立的个体，必须勇于承担责

任。另外，他也说：“不要问别人能为我做什

么，要问自己能为别人做什么”。他希望同学

们毕业后能为社会贡献、回馈国家以及负起传

承文化的大任。 

黄秀玉校长（左八）、谢锡福副校长（右三）以及高三班导师与主讲嘉宾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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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者与主讲人及老师合影。 

彭荟嬑、潘立芸（高三理信）采访报导 

为了让高三理科生更能掌握生物科的解题技

巧及整合高中三年生物课程内容，我校教务处联

合高三毕联会于7月12日（星期六）上午8时至

中午12时，在忠礼堂举办了生物解题技巧讲

座，并邀得陈逸飞师主讲。陈逸飞师主修生物科

技，现阶段正在修读教育心理学。他曾担任董总

生物学科秘书，现任董总生物学科委员。我校颜

毓菁师亦在场全程给予指导与协助。 
讲座开始时，陈逸飞师强调整合知识的思考

方式是更有效地学习科学知识的方法，并以毕达

格拉斯定理的简易证明方式说明将知识整合的重

要性。陈老师表示学生学习的基本能力都没问

题，困难在于不懂得整合所学的知识。而只有懂

得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融会贯通后才能够掌

握更全面的知识。比如毕式定理人人都知道，但

是如何证明这个定理却不是人人都会，事实上证

明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基本的几何知识就行。 
接着，陈老师概括了生物学最重要的三个理

论，即细胞学、遗传学及演化学，并表示运用这

三个层面的知识就几乎可解释所有的生物现象。

他亦指出，知识可分为事实知识、概念知识、程

序知识及后设认知，前两项是学生们现阶段必须

掌握的，尤其是概念知识，并指出学习科学不能

只靠死记硬背，只有深入理解概念，才能将不同

概念整合连接。 
过后，陈老师让学生分组练习知识的连接技

巧，让学生即时实践整合多个知识点的方法。陈

先生指出，备考时得先把相关的内容列出，理解

各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并画出概念图，再进一步思

考其原理、模型、概念及事实的例子。 
在知识整合有了概念后，大家随即开始解数

题历年统考考题。解题时，陈老师强调回答问题

时不要只关注其中一个知识点，而是要将多个有

关知识点做连接来回答问题。最后，陈老师也提

醒大家在考试时切勿急躁，必须冷静作答，才能

发挥所学。 

 陈逸飞（立者）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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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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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班同学针对“关怀”提出想法，并选出代表上台发表讨论结果。  

张素锜（高一文商平） 

郑节伊（高一文商礼）采访报导 

高一级联论坛于7月22日（星期二）下

午1时50分至3时05分在陈开蓉大讲堂举

行。此活动是由高一级自治会以及高一班导

师带领各班所筹办，并由李婉绮（高一文商

义）担任论坛主持人。 

人文关怀课题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让爱在生命中飞

舞－谈关怀”，论坛的形式也与以往不同，

各班同学针对“关怀”提出想法，并选出代

表上台发表讨论结果。首先，高一文商义以

广播剧来呈现对关怀的看法，剧中主要是描

述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表达了“关怀无需

过多的言语，只需简单的真心”。紧接着，

高一理爱则运用舞台剧来表达“关怀需要真

心，而不是虚情假意”。另外，高一文商和

运用设问的方式来表达对家庭与社会的关

怀，同时也提出现今教育变质的问题。而高一文商

平，则以分享到五条港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带

出对社区关怀的意义。高一理仁的代表讲述个人经

验，强调“除了关怀别人，也要多关怀自己。”同

时，高一文商廉的代表也分享亲人中风的事件，主要

表达了“懂得关怀是一种美德。” 

自然环境关怀课题 

此外，高一理孝运用电脑简报的方式传达了关怀

环境的重要性。其中更叙述了北极熊面临的困境，反

映出人类对自然环境疏于关怀。高一文商礼同样重视

环境的关怀，他们提出了乱丢垃圾和流浪猫狗过多的

问题，呼吁大家要多关心身边的环境问题。 
高一文商智利用观赏关于饥饿及受虐儿童现况的

影片，提出了“关怀对需要的人来说，是充满爱

的。”而高一理信的代表则表达了关怀可以是一句

话，一个动作，只要是为别人着想的想法，不管以什

么方式呈现都是关怀，会关怀别人的心是富足的。 
最后，高一理忠播放一首《手圈手，一起走》的

歌曲，以手语带动大家，表达对关怀的想法。 

新元素耳目一新 

     林爱心师（高一年级组长/

高一文商智班导师） 

我认为这次的各班代表都表现

得很好，十分认真地准备。各班事

先都做过协调，以确保课题不重叠 

。高一级学生自治会理事都十分积极主动参与筹划，

主持人李婉绮同学也表现得相当不错，当然也少不了

班导师们的协助。这次的级联论坛加入了一些元素如广

播剧、手语等，以活泼的方式来进行，让人耳目一新。 

 同学们在后台卖力为大家呈现精彩的广播剧。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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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钰煊（高一文商义）报导 

辅导处于6月26日（星期四）下午3时在陈开

蓉大讲堂举行台湾升学说明会，主讲人为马来西亚

台湾教育中心的执行长马秋南先生。出席者除了大

部分为高三生外，也不乏初三至高二的同学。 
说明会开始前，辅导处副主任李辉祥师询问同

学对于台湾的印象，获得相当热烈的反应。同学们

都勇于提出自己的想法，气氛顿时活泼起来。说明

会开始，马执行长首先介绍马来西亚台湾教育中心

的由来及宗旨，再简单说明台湾目前的大学数量和

现况，以及台湾的人文环境。他建议欲继续深造的

同学应先有生涯规划，再开始物色大学。马执行长

也表示，他无法告诉大家哪一所是最好的大学，因

为这是必须依据个人不同的需求及兴趣来决定，而

适合自己的，便是好的大学。 
此外，马执行长分析了侨生与外籍生的差别，

包括在台的福利及名额分配等。据马执行长的分

析，以侨生身份申请就读台湾的大学，比起以外籍

生身份申请更能获得较多的福利，包括奖助学金的

申请。马执行长也分析了进入台湾各大学所需的学

费。据统计，公立大学学费大约为4,500至6,400令
吉之间，而私立大学则需8,800至11,800令吉之

间。但马执行长强调此数据将会随不同的科系和金

融市场的变化而有所更动，最准确的方式是到该校

的官网查询。 
讲座会接近尾声，同学们都十分踊跃地提出自

己的疑问，而马执行长及李辉祥师也一一为

同学们解惑。最后，马执行长也分送了明信

片给在场的学生作为纪念，说明会于4时30 
分圆满结束。 

 

先有明确的生涯规划 
赖昕颖（高三理信） 

我在这次的讲座会获得

很多资讯，尤其是侨生与外

籍生的分别。我目前还未决

定要去哪一个国家留学，但

我认为申请大学最主要是要

有明确的生涯规划。从本身

未来的发展及经济因素来看，我认为到台湾

深造，是值得考虑的。  
 

会考虑到台湾升学 
刘庭敏（高一理孝） 

我目前就读高一，所以

对未来还没有具体的规划。

但参加了这次的说明会后，

我不但了解了在台留学的详

情，也开始进行生涯规划，

以确立目标。此外，台湾的

人文与科技方面的发展非常吸引我，未来会考

虑到台湾升学。  

 

 

关怀可从简单的事做起 

黄子瑄（高一文商礼） 

各班代表准备充分，表现

得从容不迫。这次的“关怀”

主题很吸引我们，在班级讨论

时，大家都热烈地提出自己的

看法。从中我领会到关怀其实

是从简单的事做起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多关心身边的人事物。 

     善用各种媒介 

陈彩倪（高一理忠、高一级自治会主席） 

我认为各班的讨论结果

都非常棒，他们除了把关怀

主题扩大范围，也很积极地

利用各种媒介来表达“关

怀”。这次的级联论坛多亏

有各高一班导师从旁协助，

活动才能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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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乐团团员与众嘉宾合影。前排左一起为谢锡福副校长、校友会主席颜健义、五机构联委会主席陈伟后、副董事长陈

尚成、高添发董事、华乐团教练梁汉奎师、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黄秀玉校长、苏顺昌董事、郭耀兴董事、

林清福师、尤瑞泉董事、家协副主席刘金城、苏进存副校长、董事会秘书洪健枝。 

黄子鹏（高一理忠）朱钰煊（高一文商义）采访报导 

一场跨区域、跨时代、跨东西方音乐、再结

合校史为主轴的“交织梦响”华乐团音乐会，透

过最纯净的“自然音响”形式呈献，演奏出华乐

余音绕梁之美，成功引领观众迈向一个丰富的音乐

世界！ 

第十届“交织梦响”华乐团音乐会于7月12
日（星期六）在陈开蓉大讲堂举行，音乐会分为

两个场次，即下午2时30分及傍晚7时30分，下午

时段约有五百名听众出席，晚上时段则爆满，吸

引超过八百人出席，座位两旁的阶梯和走道都挤

满观众，可说是座无虚席。 

在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主持鸣锣，

校长、副校长及众剪彩人剪下彩缎后，音乐会以

史特劳斯磅礴的《序曲》掀开序幕，大会更邀请

管乐团立于观众席两侧伴奏，让整首曲子更丰富

并提升至更高层次。接着，有介绍华乐乐器家族

的《管弦丝竹知多少》，以《茉莉花》作为主旋

律，分成五个大段落来介绍华乐乐器，分别是吹

管、弹拨、打击、胡琴家族，最后再把所有乐器

来个大合奏，让观众听出耳油。 

怀旧隽永的《上海老歌组曲》是由华乐团教

练梁汉奎师以十首上海经典老歌串联编制而成，

分别为《踏雪寻梅》《如果没有你》《夜来香》

《长城谣》《月圆花好》《岷江夜曲》《天上人

间》《玫瑰、玫瑰，我爱你》《春天里》和《大

地回春》。 

 华乐团演奏会除了呈现跨时代和跨区域的音乐交流，

也特别在后半段环节上演奏结合校史的《交织梦响》

交响诗。 

下半场以结合人声洋溢傣族风情的《难忘

的泼水节》作为开场，乐曲加入女声合唱，让

整首曲子更为动听。之后是大型华乐幻想交响

诗《海上第一人——郑和》，由梁汉奎教练先

介绍及演示曲子的五个段落，即老百姓为郑和

下西洋的船队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郑和带领

两万人的船队浩浩荡荡出发、船员们仰卧沙

滩，看着蔚蓝的天空及听见海鸥声开始思念故

乡、郑和船队经过马六甲海峡听到了浓浓的马

来风情音乐及郑和与船员们遇上风暴，最终转

危为安并成功上岸。华乐团接着将全曲演奏一

遍，并加入钢琴伴奏，显得十分和谐，让观众

恍如置身其境。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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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轴曲目《交织梦响》 

来到下半场最受瞩目的环节，是由华乐团

指导梁汉奎，按照兴华校史主编徐威雄博士的

校史五段分期，特别谱写了交响诗《交织梦

响》，用音符呈现兴华“屯蒙草创”、“陷困

低潮”、“任重复兴”、“建制巩固”，以及

“精进展翅”五段时期所经历过的画面和想象。 

《交织梦想》演奏配合珍贵校史图片播

放，把兴华校史不同阶段的发展，用音符串连

起来，以迭宕起伏的旋律，咏歌一代一代兴华

人，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无私奉献、汗泪交

织、前仆后继，共同编织和实践的教育梦想。 

《交织梦响》音乐会近2小时扣人心弦的

演出，令在场所有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在二

度“安歌”下，华乐团为民众演奏目前时下最

流行的动画片《冰雪奇缘》主题曲《Let  it 
go》，以及光良的《童话》，为音乐会画下完

美句点。 

完美谢幕 

音乐会在观众们的“安歌”声中，先后奏

出《Let it go》和《童话》。两首乐曲都配合

有关动画短片及华乐团活动回顾照片，让听众在

悠扬温馨的旋律中，度过一个美丽又难忘的夜

晚。 

出席当天音

乐会的嘉宾包括

拿督邓章钦贤伉

俪、副董事长拿

督陈尚成、五机

构联委会主席陈

伟后、校友会主

席颜建义、高添

发董事、黄秀玉

校长、谢锡福副

校长及苏进存副

校长等。 

文接上页 感谢各造配合  

陈隆郁师 （华乐团负责老师）    

演奏会的筹备过程中，看见

同学们在团队中相互配合，肩负

起各自的责任，并独立完成自己

的使命及全程积极投入的态度，

让我十分感动。他们的努力使演奏会成功举行。

此外，我也非常感谢校方提供非常好的场地，各

方面的配合，也让我们的筹备过程更加顺利。 
 

 
演奏会创意十足 

许静乐（高一文商义，听众）   

我觉得这次的演奏会很有创

意，《海上第一人--郑和》其中

一段洋溢马来风情，很有趣味；

《交织梦响》中有一段利用二胡

的拉弦动作发出的音效也别具一

格。《管弦丝竹知多少》为观众

一一介绍伴奏乐器的环节，也很不错。这次的场

地极佳，由于演奏会没有用到麦克风，所以可以

听到纯正的音响效果。 

 
继续努力  

邱佃（高二理忠，华乐团团员）    

我在这次演奏会中担任定音

鼓鼓手，觉得自己的表现不是很

完美，还可以再加强。演奏会在

年初时已开始筹备，加上今年是

自己参与演奏会的最后一年，感触极深。我觉得

大家（华乐团）都很棒，也希望大家能继续努

力。 

 演奏会透过最纯净的“自然音响”形式呈献，演奏出余音绕梁之美，成功引领观众迈向一个丰富的音乐无国界！  

 

 

 

 

 华乐团邀请管乐团立于观众席两侧伴奏，

让整首曲子更富有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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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垲渝、尤可盈（初三孝） 采访报导 

我校学生于4月25日至27日参加由SASBADI主
办 的“2014 年 乐 高 公 开 挑 战 赛（First  Lego 
League）”，荣获最佳专题研究奖，为校争光。

我校已参与此项比赛多年，且在师生的合作努力下

获得佳绩。今年，我校学生在洪福孝师与黄树群师

的指导下，再次有所斩获。得奖的学生有：林纪鸿

（高二理廉）、廖政彰（高二理廉）、郑尊仁（高

二理廉）、叶洁雯（高二理廉）、谢秉翰（高二理

廉）、蔡泽领（高二理忠）、伦皓正（初三爱）、

叶盛锋（初三爱）、卓己扬（初三爱）与刘泓一

（初二智）。 
FLL公开赛是一项创意机械人大赛，由美国著

名发明家迪恩卡门创办的国际性赛事，开放给9至
16岁孩童与青少年参赛，目前已有超过70个国家，

约2万支参赛队伍，逾20万名儿童与青少年，通过

机器人挑战赛，在技术、团队合作上展开竞技，同时

须以英语作为研究成果口头报告的媒介语。 

 获奖同学与师长留影。指导老师为洪福孝师（后排排右一）与黄树群师（后排左一）。 

抛砖引玉 
洪福孝师（指导老师） 

我希望藉此抛砖引玉，吸

引更多对发明、研究有兴趣的同

学主动学习，发掘多方面的能

力。希望来年的乐高公开挑战

赛，能有更多的兴华生参与！ 

团队集思广益 
林纪鸿（队长、高二理廉） 

今年团队是以2012年我

校发生水灾的事件为线索，

决定研究“如何防止水灾以

及有效收集雨水”的课题。

首先团队集思广益，把所有可能防止水灾的办

法都想一遍。最后决定以科技大楼为模型，制

作雨水内部收集站，使大部分雨水不会直接从

建筑物外往下倾泻，而导致水流不及发生水

灾。当思考到方案之后，团队要面临的是创造

模型的挑战。团队在制作模型中，经历了多次

失败，因为要找到准确的排水比例非常困难，

而且也需要不少资金。但在指导老师与团队锲

而不舍及合作的精神下，终成功创造模型。 
 

重视学习过程 
郑尊仁（队员、高二理廉） 

在做专题研究时，大家

除了重视成果，也重视学习

的过程。团员们能学习到课

外知识，也能从中训练多角

度思考、判断力、自主发展

的能力等，可说是获益匪

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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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暐量同学(右四)代表初一和将满满心意的包裹赠送予池上国中访问团，由游数珠校长（左三）接领。 右一起：

辅导处主任覃秀娴师、副校长兼教务主任许梅韵师、初一和班导师杨丽云师。 

邱雅惠（初一和）采访报导 

我校于7月23日（星期三）迎来了台湾池上

国中的游数珠校长、3位老师，以及16位同学莅

临交流。池上国中这趟交流行程充实而紧凑，除

了行政交流及科技大楼导览，他们也与初一和班

同学在化学实验室进行新奇有趣且别开生面的活

动——有机手工肥皂制作。 
市面上的肥皂琳琅满目，但因成本考量，大

多的肥皂含有大量化学品。然而，自制肥皂一点

也不难，且过程非常有趣。在池上国中同学积极

的带领下，初一和同学很快便掌握到有机肥皂的

制作步骤和要领。在过程中，池上国中的同学耐

心指导，初一和同学也不敢马虎，认真学习，现

场气氛温馨愉快。制作完成的有机肥皂，除了有

部分是让同学带回家留念和使用，初一和班师生

也计划将大部分的手工有机肥皂成品赠送予校内老

师，足见师生们的心思和诚意。 

此外，池上国中的同学向我校师生讲解池上

的特产——米，对他们的重要性以及当地的风俗

文化。他们说道，池上的米之所以品质优良是因

为池上没有受到环境污染，当地的空气素质佳，

珍惜拥有 

陈雨婕（初一和） 

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和池上

国中的同学进行交流。除了学

习有机肥皂的制作，更可贵的

是我们了解到身边的事物都得

来不易，看似不足为奇的东西，也是经过许多原

料、人工才能完成。因此我更懂得珍惜自己所拥

有的。 
 

正视粮食短缺问题 
戴紫妮（初一和） 

这次的交流会除了能有

机会亲手制作有机肥皂之

外，我也了解到更多有关稻

米的知识。从中，我还了解

到世界粮食短缺的问题，这

讯息如一道警钟，提醒了我

们不该再继续浪费食物。此外，我也十分欣赏池

上国中的校长、老师以及同学们热爱家乡的那份

情怀，很让人感动。 

 

 

 自制肥皂一点也不难，而且过程也非常有趣。  

水源清澈，才造就了池上好米。从他们的热情

而喜悦的口吻中，同学们看到池上人是多么热

爱自己的家乡，也以自己的家乡为傲，并把家

乡的特色推广到国外，这是值得我们学习之

处。 
在活动结束前，池上国中的同学也呈献相

声表演，内容提醒大家珍惜粮食，保护环境。

在这场交流会中，同学接触来自外国的朋友，

从中扩大了眼界，吸收了不少新观念，的确获

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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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倖伃（初二智）叶昭颖（初二仁）采访报导 

我校辅导处于7月17日（星期四）邀请

台湾树德科技大学儿童与家庭服务系的胡秀

妁博士前来黄景裕讲堂举办一场以“来吧！

HACK你的人生！”为题的激励讲座，近一

百八十名来自耕心社、少年服务团、图书馆

服务团、生物学会及商学会的同学参与其

盛。胡秀妁博士的学术专长在家庭研究、家

庭与亲职教育、特殊需求家庭手足关系等，

通过这次的讲题让同学们更了解自己，并对

生命有新的看法。 
胡秀妁博士提到“Hack你的人生”的意

思并不是抢你的人生，其真正的意思是让你

对生命有另一个看法。这场讲座与往常的不

同之处在于主讲人都是通过发问来让同学们

进行反思。问题包括：你认识自己吗？你的

兴趣、优势、潜在能力、最吸引人的地方、

弱点是什么？你为何而活？是为学位、地

位、钱财、帮助别人而活？你为谁而活？是

为自己、老师、父母、朋友还是爱人而活？

你想成为怎样的人？胡博士说到，我们要在

社会立足必须是互相成就的，而广泛的人际

关系，不是问自己认识了多少人，而是要问

自己，对方是真的想跟自己成为朋友吗？身

边有没有知心朋友？ 
胡博士同时也另抛出了三个问题让同学

们思考：一、在往后的生命中想要做的事情有

哪些？二、请选择三件你在高中毕业之前想完成

的事？三、你希望将来你的名片上印着什么？勇

于回答问题的同学都获得一份小礼物，以示奖励。 
此外，胡博士也分享了两部短片——《长着翅

膀的孩子》及《永不放弃》。两部影片都意义深

远，前者点出了“幸福并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如

何看待你所拥有的。”；后者是一部电影里的一段

片段，点出了“在精疲力竭前别放弃，人有无限可

能”的道理。 
最后，胡秀妁博士以德蕾莎修女的名言——

“爱是在别人的身上看见自己的需要。”及“爱的

反面不是仇恨，而是冷漠。”与同学们共勉。坚持

不懈，就会获得成果！这场激励讲座在同学们热烈

的掌声下圆满结束。 
辅导处主任覃秀娴师（右）赠送纪念品予胡秀妁博

士（左）。 
 了解并付诸行动 

谢广婷师（辅导处老师） 

辅导处期待这场讲座能让同

学们思考自己的生命价值及意

义。这场讲座是想要让同学们能

够更积极看待生命，并付诸行

动。同学们听了这场激励讲座，

能重新思考，不断自我提醒，并以热情、信念和希望去

点燃人生，努力实现理想。 
 

人有无限的可能 
邓芷晴（高一理仁） 

这场讲座的主题非常吸引我，

讲座会内容有趣，也让我更了解自

己。除此之外，我领悟到，做人千

万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可

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

“幸福并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如何看待你拥有

的。” 
 

活着是为了自己 
罗巧佩（初二仁） 

  这场讲座予我启发良多，其中

的启发是要好好认识自己、好好实

现自己的梦想，因为我活着是为了

自己。此外，这次的讲座让我学习

到，若想要在社会成功就不能轻易向失败妥协。而

让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爱的反面不是仇恨

而是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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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在兴华园大展歌喉，演绎一首首家喻户晓的马来歌曲。  

黄子倇（高二理廉）郑慧颖、陈紫莹（初一智）采访报导 

 “Bahasa Jiwa Bangsa”这句口号说的正是一

个国家里共同的语言，是团结民族的核心，因此国语

不仅是必修语言，学好国语更是身为马来西亚人的责

任。我校一向致力于贯彻同学三语的学习与应用，为

配合这理念，国文科教研组于7月14日至18日举办一

年一度的国语周，鼓励同学们积极学习国语，同时激

发对国语的兴趣。 

今年国语周的主题为“Cerita Rakyat — Tak ke-
nal maka tak cinta”。学校为了推广国语周，也通过

了eClass平台、学校广播及校内布告栏等向师生们传

达讯息，让大家了解各项活动详情。活动期间，每天

十分钟的晨读时间，校方鼓励同学们阅读国语读物，

以提升同学们对国语的词汇认识和写作能力。国语周

负责同学亦在第二次休息时间播放马来传统故事和马

来音乐，为校园营造国语气氛之余，还设两三道题目

让同学们回答，答中者可以获得小奖品以示奖励。 
  主办

单位也举

办了一连

串有趣的

活动，当

中包括网

上常识问

答比赛、

班级壁报

设 计 比

赛、国语演讲比赛等一系列活动。有别于往年，今年

的国语周我们可以在休息节时从兴华园听到悠扬的歌

声，同学们毫不羞涩地大展歌喉，演绎一首首家喻户

网上常识比赛，同学们认真作答。  

表演内容有突破 
吴德清师（国文老师） 

国语周整体做得很

好，不过我认为同学在

壁报制作方面有更大的

进步空间，但比起去年

的壁报主题，今年的题

目比较复杂，资料也不

多。此外，今年同学们的表演有了突破，

其中最突出的是合唱表演。我相信通过首

首动人歌曲，能吸引不少同学提高对国语

的兴趣。 
 

提高兴趣 
陈温静（初一忠） 

我觉得国语周让我有

更多机会接触国语，像晨

读时间阅读国语读物、休

息节时可以听见国语歌曲及诗歌朗诵、班

上布告栏以国语为主题，让我很容易就能

阅读到国语故事等。经过这次的国语周，

我对国语的兴趣提升了不少。 

 

晓的马来歌曲，另外也有诗歌朗诵和故事

朗读。 
今年的国语周热闹非凡，全校师生都

感染了浓浓的马来文化，使大家对学习国

语重新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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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nners of the Drama Competition, with Mdm Boo (right), the Head of ELC. 

Compiled by Ms. Evon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
tre organised a drama competition 
on the 19th of July 2014 at the 
school hall. The Drama Competi-
tion serves as a platform for stu-
dents to promote and demonstrate 
creative ideas in their work and 
also to improve their command of 
the language. It is also a way to 
instill values amongst students to 
be more sensitive and apprecia-
tive towards arts. 

This competition was open 
to all Hin Hua High School stu-
dents with no more than 15 par-
ticipants in each team from any 
level or class. It can be a combi-
nation of senior and junior stu-
dents in one team. Each team was 
also required to have an English 
teacher as a mentor. The teams 
were given 15 minutes to present 
their drama. Judging was based 
on  creativity  (35% ),  language 
(30%), overall coordination and 
performance (25%) and positive 

values/messages (10%). 
Judges commented that there were creative use of props, appro-

priate gestures and movements. The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used were also commendable and there was hardly any use of Mang-
lish. 

In conclusion, all participants demonstrated professionalism in 
their acting skills. The judges also said there is always room for im-
provement and commented on areas that participants should work on 
such as facial expressions, body language and voice projection. In 
addition,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think out of the box and include 
some community-based or environmental-based values or messages 
for future competitions.  

Once again, congratulations to all winners! 

 The Hero (Senior Three) in action. 

Prize Theme Team Mentor 
First Prize Storykeepers Junior Two Ms Evon 
Second Prize Freedom Senior Three Ms Malini 
Third Prize M.A.N.O Senior Three Ms Mano 
Consolation The Hero Senior Three Mrs Panja 
Consolation Washington Winners Junior One Ms Chua 

The winners of the competition are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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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周年校庆会上，公演《火烛小心》的全体学生演员合照留影。右三为现今董事长夫

人陈开蓉。早年兴华的学生非常活跃于话剧表演，这是华校生的一个传统活动。 

  

图 说 兴 华 话剧演出  

文：徐威雄博士 

谢瑜（初一忠）刘沛妤 (初一孝)报导 

我校大众传播学会出版组于7月10日
（星期四）前往位于八打灵再也的星洲

日报总社参观。是项活动的目的是开拓

同学的视野，以及让同学更了解报馆的

运作。 
是项学习参访共有34名会员参与，

由许莉真师及庄晓毓师带领。在星洲日

报总社两位工作人员的引领下，一行人

参观了星洲日报历史轩和印刷厂。同学

在浏览历史轩的过程中，对马来西亚以

及新加坡两国中文报的历史、记者的工

作内容及制作报纸的材料与过程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可说是获益匪浅！ 
此外，师生们也有幸亲临该报馆的

印刷厂，见识星洲日报的生产流程。离  大传出版组于星洲日报总社前合影留念。 

开前，星洲日报也特别赠予每位同学一份当日的报章，

也就结束一趟知性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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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室供稿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指出，教师节

纵然是平凡的节日，却有着深刻的内涵。教师是

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他说，老师们的自尊自励、行为示范、热爱

教育与学生的高尚人格教育和影响，协助塑造了

学生们的品格。 
“我们在独中生源差等极为不利的情况下，

仍然坚持办学理念，为学生健康全面发展提供优

质的教育，承担了我们的社会责任，育人育才。” 
杨忠礼董事长是于7月14日（星期一）在兴

华中小学教师节晚宴致词时，如是指出。由于他

未克出席，其讲稿由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代

读。他赞扬老师们有丰硕的成果，有赖于平日辛

勤的耕耘，而辉煌的胜利则得自平常不断的努力。 
陈伟后主席：盼教师坚持教学理念 

五机构联委会主席陈伟后认为，教师是良心

事业，对学生的德行和课业的关心永远不嫌多，

因为他们是经师，也是人师。 
他吁请教师们在面对未来全球化、数据化的

激烈挑战时，能教学相长，坚持教学理念，使学

生能发挥潜能，面对未来，并学以致用的贡献社

会与国家。 
黄秀玉校长：教育发展永不停止 

黄秀玉校长代表中小学教职员致词时表示，

教育的发展是永不停止的，承前启后，与时并

进，开拓新的境界与层面，是前进的方向。今

年，国家赋予教师的使命是“创意的启发者，革

新的推动者”。教育的路上充满难题，老师确实

任重道远，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才

 卸下平时教学严谨的一面，老师们在才艺表演使出浑身

解数。 

能胜任愉快。 
她说，从生命的高度来看，教育的根本在

于协助孩子养成终生受用的良好习惯与品格，认

清生命的价值，懂得不断更新，自强不息，活出

身心灵与人际情感均衡的幸福人生，是教育工作

者的首要使命，是艰巨的任务。 

最后，她以“工作与生活要取得合理的平

衡，育人教书更能发挥生命影响生命的教育功

能。”与大家共勉。 

配合主题 教师青春装扮 

由中小学五机构联委会主办的是项教师节

晚宴主题是“童年趣·当年情”，参加的中小学

老师也配合穿上童年时代衣着赴宴，并呈现才艺

表演。出席者包括小学董事长暨中学副董事长卢

金峰、中学副董事长拿督陈尚成、中学家协主席

余安、小学家协主席郭耀星、中小学校友会主席

颜建义、中学董事丹斯里林顺平、中小学五机构

理事及教职员。 

 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左二）颁发才艺表演鼓励奖

给得奖队伍。左一和左三分别是卢金峰副董事长和五

机构联委会主席陈伟后。 

 五机构联委会理事前往各桌为教育无私奉献的老师们

致谢。左二起为五机构联委会主席陈伟后、苏顺昌董

事、陈尚成副董事长、卢金峰副董事长、拿督李平福

署理董事长、苏进存副校长、黄秀玉校长、校友会主

席颜建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