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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素锜（高二文商平）报道

我校于5月29日（星期五）至5月30日（星期
六）安排家长到校领取孩子第一学期成绩单并进
行亲师交流。
通过与班导师的对话，家长可深入了解孩子
在校的学习状况及平时表现，并一起引导孩子下

半年的课业学习和生活习惯调整。
配合亲师交流日的到来，我校也举办书
展，以推广阅读风气及促进亲子互动。今年由
“书香之家”出版社举办一连四天（5月26日
至5月30日）的书展，所贩卖的书籍琳琅满
目、种类繁多，适合各个年龄层读者。
此外，英文学会和English Club分别在仁
爱广场举办义卖会为仁爱之家孤儿院筹款及
“书书交换”（Book Exchange）活动；学生
们可拿自己旧的英文书籍进行现场交换，鼓吹
阅读之际也实践了“再循环”的环保精神。漫
画学会现场售卖自制书签，吸引家长和学生搜
罗心头好。

班导师与家长针对孩子在校的学习状况及平时表现进
行交流。

亲子购书乐，一起选好书。

当天童军团及圣约翰求伤队也举办小型
展览会，让家长与同学了解有关团体的特色与
活动内容。管乐团也在中午时间于食堂前演
奏，为该团7月25日的音乐会宣传，也为家长
到校领取成绩单这一天增添美好的旋律。
文转下页

English Club的“书书交换”活动获得热烈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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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师交流日安排妥当

2015年 5月号

法，可以方便家长调整时间出席。平日老师也很
尽责，只要学生上课缺席都会拨电到家里询问。
亲师交流日让我有机会更加了解孩子在校表现及
学习状况，一路来我都很满意校方的付出和努力。

陈振正家长

我认为学校一年一度的
亲师日都安排得挺妥当，学
校的教学方针和校风都不
错，大 致 上 我 都 挺 满 意。虽
然不了解老师在班上的实际
教课方式如何，但是孩子都会
主动积极完成自己的课业，学习方面很自律。

老师尽责，校方用心
黄于芝家长

我很满意亲师交流日的安
排，学 校 所办 的 活动 如书 展
和义卖会都对学生们很有帮
助。此 外，校 方 把 亲 师 交 流
日分成两天是个明智的做

优质亲子关系助孩子成长
林春丽老师（初中班导师）

家长到校领取成绩报告表
能够顺利完成，取决于学生事
先与家长的沟通安排以及家长
的配合。大部分家长表示一年
仅举办两次的亲师交流日，特
别珍惜和老师面晤的机会。
通过与家长的谈话，我发现大部分家长对于
孩子的成绩有一定的要 求，其中最使我关注的
是，父母对孩子饮食起居的健康照顾，如：每日
准备健康爱心便当；为孩子安排才艺活动，甚至
引导个人宗教信仰等，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并 且 持 之 以 恒。我 觉 得 孩 子 的 教 育 受 到 家
庭、学 校、社 会 三 方 面 因 素 的 作 用 和 影 响。其
中，以父母为核心的家庭因素对孩子的影响和作
用最大。
从家长的谈话当中，我深深感受到父母对孩
子的关爱；良好的人品培养以及融洽的亲子关系
胜于一切。优质亲子关系有助于孩子的学习，快
乐成长，让孩子的心灵处于平衡的状态，健康成长。

管乐团在食堂前演奏曲子，首首曲子动人心弦。

上图：童军团举办小型童军展览会。
左图：圣约翰救伤队透过实物与海报展
出，让师生、家长更了解该社团的活动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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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更了解学生
邱谊东老师 （高一文商智班导师）

今年是我第一年担任班 导师，
我怀着非常期待的心情迎接亲师交流
日的到来。第一次有机会更了解学
生，亲师交流日最大的收获是能够听
到平时听不到的心声，成功达到举行
亲师交流日的目的。与家长们沟通的过程中，本身的
技巧有待提升。我希望这次的交谈能让学生更明白自
己的学习目标与方向，也期待下次亲师交流日能够看
到他们在各方面努力的成果。

3
外，当天各个学会团体
也举行义卖会、展览会
以 及 演 奏 等，格 外 热
闹。我在书展买了许多
书，假期里沉浸阅读，
提升知识。

满意成绩
陈栐洁（初二义）

每年亲师交流日我都特别紧张，
除了关注成绩，也担心老师不知会向
家长说什么。不过，我很满意自己的
成绩，领取成绩单也很开心。通过亲师交流日，老师
和家长有更进一步的沟通，也让家长更了解我们在校
的生活。这两天学校各个角落都有学会展览，通过参
展我更了解学校课外活动的成果。我希望下半年的学
习更进步，成绩会更好。

英文学会在仁爱广场义卖各式各样美味的食品。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陈嘉敏（初二义）

我很满意上半年的学习成绩，也体会到“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的含义。通过亲师交流日，父母和老
师进行良好的沟通与互动，引导我们更积极学习。此

漫画学会也受邀参与义卖会售卖自制的书签。

文接下页

需要从美的层次提升到思考，最后
达到创意的境界。倘若同学们选择
往艺术领域发展，重点不在于考量艺术能赚多少钱，
而是学会将艺术融入生活、提升心灵与生命素质。

初一级的同学全神贯注进行静物写生。

右起：余荣兴、吴文正和李祈成落足眼力遴选绘画比
赛的优秀作品，陪同者为谢金聪老师（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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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却可以囊括
全世界。”跟与会者共勉之。
开幕仪式后，同学们鱼贯
进入赛场。当天比赛从上午8时
半开始至11时半结束。现场只
见同学们全神贯注发挥想象
力，创造出天马行空的作品，
无限创意荡漾其间。

从写生到想象
谢金聪老师（美术科教研组组长)
绘画比赛由黄秀玉校长（右三）主持揭题礼．左一起：许梅韵副校
长、谢金聪老师、曾新植老师。右一起：李增注老师、李宛沄老师。

蔡斯诃（高二文商和）报道

5月16日（星期六）我校迎来第36届全校现场绘画比
赛，是项赛事由美术科教研组主办，旨在培养同学们对美
术的兴趣及提升美术素养。本年度初一至高三参与的人数
分别为：初一130人，初二61人，初三79人，高一68人，
高二69人以及高三60人，总计 467人参赛。
当天早晨，阳光明媚，参赛者兴致勃勃地聚集在仁
爱广场准备大展身手。有别于往年的提前备赛，今年比赛
题目于当天才揭开神秘面纱。大会恭请黄秀玉校长主持揭
题礼。各级题目如下：
初一级

静物写生（酒瓶，竹篮及水果）

初二级

令我开心的一件事、晨运、参观果园

初三级

校长早安、山洞寻宝、作家务

高一级

树林一游、 高处望美景、丰收归来

高二级

舞龙、危险的时刻、这碗面太辣

高三级

出航、 校园停车场、抽屉里的秘密

接着美术科教研组组长谢金聪老师致词, 她表示美术
教育是对学生进行美育、促进智力发展的主要手段。通过
美术能够培养学生五育的全面发展，如：想象画是培养学
生想象能力的有效方式；在材料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主
题思想进行想象和创造，从而创造出新的作品。谢老师更
以世纪伟人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

此次比赛耗费
两个星期进行筹
备，我很感谢每位
同学全情投入参
与、热 爱 美 术。我
也要感谢所有的协
办 单 位，如 ： 教 务
处、课 外 活 动 处、童 军 团、工 读 生
等。今年较鲜明的色彩是“创意的飞
扬”，主题从以往的写生到如今的想
象，让同学们发挥各自的创意。学生
的艺术表现力逐年增强，竞争力也随
之提升。我希望参赛者能够在题目基
础上，尽情施展艺术想象力及创造力。

从美的表现提升到创
意的思考
李增注老师
（美术科老师）

我希望以后美
术教育可以更加往艺
术欣赏和立体创造迈
进。美是一种思考，
领悟其中奥秘最为重要。不管是文商
班还是理科班同学，都
文转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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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CA Young Designers Challenge
林筠晶（初一平）
张泳淇(初一仁)报道

我校学生许凯哲、林
哲柔、刘狄 陞 及吕伟祥参
加 由 KDU University
College 举 办 的“SCCA
Young Designers Challenge”，荣 获 冠 军，为 校
争光。特采访各得奖同学
及指导老师，分享得奖感
言。

得奖同学与指导老师合影。左一起：吕伟祥、林哲柔、谢金聪老师、刘秋陞、许凯哲。

考验速度和思维结构
谢金聪老师（美术科教研组组长）

接到KDU University College的来电，要我
推动我校学生参与一项四人一组的创意比赛。
这是别开生面的创意比赛：学生不必带任何材
料，由现场指示发给，在指定时间内当场完成
创意点子，考验学生平时所学与积累的绘画表
现。我召集几组学生，启发他们对于创意的表
现手法，强调现场以速度和思维结构发挥创造
力，表现手法要当机立断。我校学生根据老师
赛前的提示说明全情投入，创造出天马行空的
作品，赢得赞赏。
赛后成绩揭晓，我校二组得了特优奖，一
组拿了全场第一名。我很欣慰学生在老师的指
引 下，结 合 课 内 外 所 学，发 挥 想 象 力 和 创 造
力。一个学习的成果，主要是靠团队的精神，
我校学生协同合作，全体队员发挥向心力与凝
聚力，最终赢得殊荣。

团队力量发挥创意
吕伟祥（高三文商信）

我非常荣幸能在比赛中获得佳绩。这次比
赛不同于以往的美术赛事，时间紧凑且任务极
具挑战性。除了充分发挥创意，还得依靠团队
的力量与合作精神赢得比赛。我非常感谢队友
们的相互支持与付出，这是属于大家的荣耀。
我也要感谢美术老师们一直以来对我们参加校
外比赛的全力支持与孜孜不倦的指导。

探讨作品蕴藏的意义
林哲柔（高三文商礼）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校外美术比赛，虽然缺乏
经验，却能与队友并肩作战。当天有很多来自不
同学校的竞争对手，能夺下冠军非常幸运。我要
感谢队友，比赛讲求的是组员的合作与创意。经
过这次的比赛，我领悟到美术不局限于美观，也
涵盖了创意作品背后蕴藏的意义。

感谢一同迎战的队友
刘狄陞（高三文商和）

获得冠军的殊荣，主要还是要感谢我的队
友。基本上没有这些队友的努力、创意，成功并
不会兑现。单凭一个人的力量，就算能应付，效
果必远疏于伙伴们合作得来的成果。没有一同迎
战的队友，也不会有完美的成功。

培养责任感及自律精神
许凯哲（高三文商信）

我非常庆幸能荣获这个奖。这个奖是属于大家
的。我想感谢同组组员、指导老师、父母和朋友
们。感谢组员的合作与包容，也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和鼓励。在预备比赛的过程，我了解同伴之间合作
的重要性，也从中培养自己的责任感及自律精神。
最后，我希望能再次被遴选参加这类比赛，为校争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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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冠军高三理忠的参赛队伍（左）和亚军高二理忠的参赛队伍（右）与黄树群老师（中）合影。

林楷泽（初一平）陈湘莹（初一孝）采访报道

全校常识比赛是我校课外活动处指导下
的重要常年活动，旨在推广校园阅读风气、
提高同学的思考与反应能力、对时事和常识
的兴趣，是项活动今年轮到图书馆服务团主
办，史地学会和学长团联办。
本届常识比赛吸引了全校各班共组102
队，408人参赛，动用了国字型大楼13间课
室为赛场，比赛分初中组和高中组。初赛于4
月16日（星期四）下午3时20分至4时30分举
行，以笔试决胜负，参赛者必须在1小时内完
成作答100题选择题。成功进入决赛的班级
分别是高中组的高三理忠、高二理忠及初中
组的初二孝、初三廉。
决赛于4月23日（星期四）下午2时在科
技楼大讲堂举行，出席团体包括图书馆服务
团、学长团、史地学会、商学会、辩论校队
及对常识有兴趣的同学和各队的支持者约
350人。大会先进行颁发初赛高初中组个人
优胜奖，并赠送纪念品给评审老师以感谢评
审老师抽出宝贵的时间担任评审，给予赛会
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当天评审为谢锡福副校
长兼课外活动处主任、刘兼阀老师和黄树群
老师。
决赛是以电脑同步投射题目和计分，并
配合电子按钮控制抢答的方式进行，除指定
作答、补答、当台上双方无法解答提问时，
问 题 则 开 放 让 观 众抢 答，使 观 众 也 有 参与
感。比赛过程紧张刺激，在场观众热烈配合
之余也学习不少常识。高初中决赛各问完60
道题目，最后胜出者分别为高三理忠和初二
孝，本年度常识比赛在决赛颁奖的热烈掌声

下圆满落幕。
决赛总成绩：
初中团体组

冠军：初二孝（苏俊涛、林彦恺、林如心、孙小卉）
亚军：初三廉（刘凯铷、郭永康、王景涛、沈骏扬）
高中团体组

冠军：高三理忠（洪佳瑜、詹含章、李晟、陈柯亦）
亚军：高二理忠 (詹亨一、林勤勇、林纪一、蔡子晴)

提升人文知识及涵养
谢锡福副校长兼课外活动处主任

全校常识比赛题目涉及各
领域，尤其是决赛，出题形式
多样化，决赛兼用电脑投射题
目、图片及播放视频、音频的
方式提问，且口试决赛不仅是
决赛的2支队伍在台上对垒，
台下观众的参与度也很高，因
台上无法回答问题时，将开放给观众回答，答对者
有礼物奖励，观众一般上都会专注观看比赛。
一场比赛下来，在场同学的常识都会各有不同
程度的提高。举办常识比赛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激
发同学们的求知欲，推动同学们养成广泛阅读的好
习惯，并藉此提升人文知识及涵养。社团学会出席
观赛，不但给予参赛者精神上的鼓励，同时也体现
出知识传播管道是不拘于任何形式、任何地点的，
希望明年会有更多的学会团体出席观赛。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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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抢答锦上添花
黄树群师

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常识比
赛 评 审，比 赛 的 运 作 非 常 顺
利，道 具 也 很 完 备。我 觉 得 问
答环节开放让观众抢答、赢取
小礼物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大
家全情投入。比赛题目难度不
一，考验学生对常识及时事的掌握。最后，希望
这类比赛能在我校继续举办，促进学生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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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懂得妥善分配时间，
并 不 影 响 学 业。赛 前，我 与
队友坚持每星期四留校讨论
资 料、增 强 时 事 知 识。此 次
参赛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使
我增广见闻。

全力以赴争取佳绩
林如心（初二孝，初中组优胜组组员）

我第一次参加比赛，但同队队友皆曾参加过
赛事，且在去年与冠军擦肩而过。上场时我感到
十分紧张，却也全力以赴。虽然比赛接近考期，

图书馆服务团、史地学
会和学长团3个团体联办全校
常识比赛，至今已进入第20
届。三个 团体 合 作无 间，一
起 克 服 困 难，坚 持 年 年 举
办，实属难得。
筹委会于2014年在面子
书设立专页宣传常识比赛，决赛时的电脑投射
题目和计分的程式也由同学自己开发和提升；
2013年筹委会开始成立题库小组，学习拟题；
为了提升题目，于2014年开始用OMR卡机批改
试卷及分析参赛者答对题目的巴仙率，在决赛
现场也安排数位筹委记录回答题目的状况。
历年来口式决赛都在黄景裕讲堂举办，去
年移到科技大楼大讲堂举办，优点是观众多，
扩大了影响面，但也面对场地管理及一些不适
应的状况，所幸本届筹委吸取去年的经验，今
年通过更紧密的合作，把问题克服了。
由此可见，筹委们在筹办过程中的学习是
多方面的，知识和办事能力都因此提升了，大
家因合作也建立了友谊。筹委们团队合作士气
高，成功的举办比赛，对他们的激励将会是永

决赛以电脑同步投射题目和计分，并配合电子按钮控
制抢答的方式进行。

远的。
高初中学生可以回答同样的试卷，其中一个
因素是时事题占多数。虽然比赛简章列明出题内
容有时事、史地、经济、体育、科学与技术、文
学、艺术、校史、华教等，但筹委会基本上是把
方向定位在时事，不管是哪个领域的问题，尽量
让它兼含有“时事”的成分在内。
此外，我们不鼓励出没有常识意义的时事
题，宁选与生活有关的常识和对人类历史进程有
重大影响的各领域的人、事、物来问同学。
朱熹《观书有感》感悟人要不断读书吸收新
知，才能保持进步和富有活力，正如池塘里的水
因为有源头活水不断地补充进来，才使得它如此
清澈。这两年，华文科老师鼓励同学们背诵古诗
文，以提升同学们的人文修养，我校办常识比赛
的最大诉求，也是要培养同学们关心家国天下，
具人文情怀，努力向学。筹委会希望来年在题目
上下更多功夫，也期待有更多的老师来支持这项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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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d by Ms. Juliana Choo

This video competition was
organized by Sunway University
earlier this year and was themed
“Not Quite Right”. According to
the organisers, the purpose of this
competition is to discover young
talents (15 - 18 years old) in
filmmaking and performing arts.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develop
a story in English, organise a
shoot and edit their footage into a
video no longer than seven
minutes. Four teams from Hin
Hua High School participated in this competition as
part of one of their English projects, and they were led
by Chim Jen Sheng (S2 Adelaide), Fong Xin Qian (S2
Adelaide), Heng Khai Je (S2 Adelaide) and Gan Wei
Han (S2 Adelaide). The short film entitled “That’s Not
Quite Right” by Fong Xin Qian and his teammates
Florence Wee Si Chyi, Lee Si Yu, Tan Xun and Travis
Ching Jia Yea, went on to beat all other entries from
various schools in Malaysia. As winners of the top
prize, Fong and his teammates will receive a cash prize
of RM2,500 and a RM24,000 bursary from Sunway
University to pursue a Diploma in Performing Arts.

A scene from the winning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ZL8SFI7Z18

One of the judges, Mr. Imri Nasution,
commented on the winning video: “This story
gets better along the way. The audience is led
through random ideas and topics, but the story
eventually presents its prime topic, 'media
consumption', and how we should be perceiving/
receiving media.”

Our cameraman is very skilled and the
angle of his shots were very nice. I hope
that we will have another chance like this in
the future.
Tan Xun (S2 Adelaide)
It was a surprise to me that we actually
won and I have to thank my teammates for
their hard work.
Florence Wee Si Chyi (S2 Adelaide)

The winning team (clockwise from top right - Fong xin
Qian, Lee Si Yu, Florence Wee Si Chyi, Travis Ching Jia
Yea and Tan Xun.
It was rather embarrassing acting in front of the store
clerk in 7-Eleven, but it was a good experience.
Travis Ching Jia Yea (S2 Adelaide)

The best of the best. I’m glad to have
such talented teammates to work with. We
had a good time during the production.
Lee Si Yu (S2 Adelaide)
It has been an amazing journey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ject, and I am glad
to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with my teammates and have a great time.
Fong Xin Qian (S2 Adelaide)

2015年 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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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知识的累积靠的是温故知新，备考过程中
不断进行复习及解题，一点一滴累积知识，奠定
根基，纵使考试来临，也能从容以对。
他也不吝与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科技
日新月异，获取知识的管道五花八门，我们也可
从网上的资料累积知识，善用科技甚至有助于学
习课本上所没有的学问。此外，在复习时倘若遇
到复杂或棘手的问题，可以使用心灵蓝图把它们
连贯起来，帮助我们联结知识点。
吕俍駩老师（左）颁发感谢状予李晟（右），感谢他
无私的分享。

黄靖芸（初三忠）采访报道

5月27日（星期二）初三级级联论坛于我
校科技大楼大讲堂进行，主讲人是来自高三理
忠的学长—李晟，讲题为“如何面对和享受初
三的生活”。
李晟同学认为要享受初三的生活，首先要
学会面对事实，并且正面接受及了解。接着便
开始制定全年的学习目标，再按部就班地执行
计划。在学习生涯中，同学们难免要面对各种
考试，有些同学因为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就
有了放弃课业的念头。其实就算考不好，我们
也不可气馁，应该面对现实、自我检讨，再更加
地努力，勤能补拙之下必定能在下一次的考试中
考获优秀的成绩。
他也分享自身的经验:求学时期同学们会很
注重分数，给自己过度的压力。我们应该调整
心态，不要过于重视分数，反而应享受学习过
程中的酸甜苦辣。
“学习是永无止境的，考试只是漫长过程
的其中一环。在学习的过程中，心态以及时间
的规划最重要。我们应以乐观的心态积极学
习，不要把学习僵化为应付考试，要多方面尝
试以便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此外，同学
们还可以藉着假期计划要完成的学习目标，
如：复习老师教过的课文以及为考试做准备
等。”
李晟同学也指出，备考是学习生涯重要的

论坛结束前，由吕 俍駩 老师颁发感谢状予李
晟学长，感谢他无私的分享，让即将面临初三统
考的学生获益良多。

妥善管理及分配时间
黄梓轩（初三忠）

级联论坛的主讲人把自己多
年的学习经验和大家分享，让我
受益良多。升上初三，越来越忙
碌，测验及考试很多，所以我感
到很压力。透过学长的分享，我
认为应该更妥善管理及分配时
间。每一次的测验及考试，虽然成绩并没有很亮
眼，但我已从中掌握了备考的方法。所谓“一分
耕耘，一分收获”，要收获硕果，就必须下一番
苦功。在未来的学习生涯中，我会加倍努力，希
望能见证自己突破成长。

生生沟通产生共鸣
郑彤萱（初三廉）

初三的学习生涯，我以轻松
的 心 态 来 面 对。考 试 时会 有 压
力，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没有足
够的时间备考，所以我必须把时
间规划得更好，要事第一。我认
为主讲人讲解得很好，毕竟我们都是学生，学生
与学生之间沟通容易产生共鸣。李晟学长所分享
的学习经验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希望在日后能依
照他所分享的经验，进一步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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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口琴节，分别获得了复音口琴独奏少年组冠军
和金奖。
韩国之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国参加比
赛。我偶然通过面子书获悉有关赛事，萌起了强
烈的参赛斗志。此趟赴赛带给我两样宝贵的礼
物：技术上的大跃进以及缔造日后美好的回忆。
漫步在韩国的大街和小巷，沉浸在时而热闹；时
而是寂静的异地风情，我陶醉其中，这是一趟特
殊的音乐之旅。

李晟（左）在第二届韩国首尔国际口琴节与台湾狂响
口琴乐团团长陈晟禕（右）相见欢。

文字提供：李晟
文字整理：黄乐仪师

2005年农历新年，我在家乡的木橱里找到
了一个小玩意。红色木格黑色盖子，上面印着
“英雄”二字，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口琴。想不
到这小小口琴竟然让我如此着迷，也许这就是
缘分，这辈子注定与口琴“相濡以沫”。小学三年
级 时，有 一 位 教 练 来 到 了 青 年 小 学 开 办 口 琴
班，他就是我的启蒙老师——荣获
口琴世界冠军的郑庆生律师，他是
我这辈子遇过最特别的教练，音乐
里总闪烁着快乐的火花。郑教练的
指导传达了满满的正能量，他耐心
和蔼地指导；总是给我们机会表
演、参赛，激发我更深深地爱上口
琴。
2012，第九届亚太口琴节在阔
别14年后再次在马来西亚举办。这
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与昔日一起
学口琴的好朋友—林勇孜同学一起
参赛，获得了复音口琴独奏新秀成
人组冠军和季军。2014年，我参加
在韩国举办的第二届韩国首尔国际
口琴节和在中国杭州举办的第十届亚

在赛场上，我有机会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口
琴爱好者和大师们，彼此展开跨国界音乐交流。
比赛期间，每晚都有音乐大师演奏会，参赛者都
能近距离观赏大师们独具风格的演出，真是值回
票价了！最美好的回忆莫过于我们六个来自马来
西亚的代表和伴奏每晚都聚在旅馆大厅的桌子边
上聊天、玩音乐和吃夜宵，直到深夜才肯入睡。
这段志同道合用音乐交汇互递的美好时光，在我
记忆中永不磨灭。
过程中，我觉得最大收获是来自心灵上的提
升:站上了国际舞台，更谦卑地发现音乐领域里
其实没有最厉害；只有更厉害！我们唯有找到自
己的定位，孜孜努力向上；不必羡慕他人，专注
发掘本身的光芒。第一次背负压力在没有家人陪
伴下出国，也让我学习更好地处理情绪和提高应

李晟（左一）与其他马来西亚代表都荣获亮眼的
成绩。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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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能力。这一切能力的提升，使我受
用终生。

一路走来，最令我感动和难忘的并不是获奖的那
一刻，而是过程中洒下泪水和汗水交织的回忆。回眸
站在舞台终点领奖不过是浮云，沿路风景才是最大的
收获，妆点我口琴奏乐的旖旎风光。人生也是如此，
追求目标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过程中我们是否全
情投入？是否尽己所能为生命写下值得珍藏的篇章。

11

走到了今天，我想感谢父母和教练一路来给
予我最大的支持，也想感谢昨日的自己曾经
那么努力和坚持追求梦想。我想和大家分
享：人生总是充满考验和挑战，我们要在逆
流中奋发向上，坚持毅力、捍卫梦想。人
生，只有负起本身的责任活出色彩才不虚
度，因此年轻的朋友们，勇敢地去追求自己
的梦想，更要努力付出直到成功！

口琴靠着吸气与吐气演奏，是
一种极为个人的音乐表现手法；甚至
可以说是演奏者本身的延伸。到了吹
奏好手的口中，口琴可以产生极广的
音色。口琴造型轻巧，适合长途旅行
携带，因此长久以来一直是旅人、士
兵、牛仔最喜爱的乐器，甚至成为美
国拓荒时期文化的一部分；在一九六
零 年 代，口 琴 还 被 航 天 员 Walter
Schirra带到太空中，成为第一项在
太空中被吹奏的乐器。
李晟（前排左一）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用音乐交流。

图 说 兴 华

最早合唱团照

文：徐威雄博士

新校舍开幕当天，群育学会举办游艺会以示庆祝。图为学生歌咏队在刚建好的礼堂舞台上
表演。此为所见兴华最早的合唱团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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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的教育单位多达47所，同学们迫不及待询问升学详情。

朱钰煊（高二文商义）报道

5月27日（星期三）我校于朝阳
堂举办升学辅导与教育展，是项活动
由辅导处与升学情报联办，特邀海内
外各著名大学院校及教育机构参展，
旨在让高一至高三生了解往后的升学
目 标 及 各 大 学 与 院 系 资 料、学 习 环
境、录取资格以及学杂费等。
此次共有47所国内外教育机构前
来参展，朝阳堂的出入口置放了荷伦
码（Holland codes）简报，让学生通
过 海报 上的 网站 查询 及进 行兴 趣 评
量， 进一步明确本身的职业兴趣以
及升学目标。
教育展现场由辅导处的老师们为
学生解惑，朝阳堂出入口附近也设有
资料与查询处，并摆放了几台电脑，
方便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自行查询所
需的资料。
各教育机构代表派发简章让同学
们参阅，也有一些学院现场为大家示
范化妆技巧。我校学生热烈响应，随
处可见高中生迫不及待向各院校代表
询问详情。下午1时15分，教育展在
人声鼎沸中圆满结束。

教育展导航人生坐标
上官敬安老师（辅导处助理）

现今的中学生迈入高等教育的步伐已
达巅峰期，孩子们从以往几个传统重要科
系的选择，例如商学、语言学及资讯工艺
等，发展到目前偏向技术学习课程色彩较
重的科系，例如大众传播、摄影动画设计
等。这样的转变期，同学们常会疑惑：究
竟是要继续选择传统科系？还是要跟随本
身的兴趣能力，尝试开拓属于自己的另一片天？
今年的教育展，我观察到同学们竭尽所能搜集有用的
资讯，以便对自己未来生涯规划的选择有更进一步的了
解，这一点就筹办教育展的目的来说，达到了校方所预期
的目标。除了资讯的提供，教育展提供一个平台，让各大
学院校代表近距离接触同学，从咨询谈话过程中，累积对
他们的认识，作为未来课程设计及调整的依据。两者之间
的积极互动验证了教育展的成功，希望来年更上层楼。
未来倘若能在教育展的内容设计里加入更实际的体验
性元素，将有助于现今青少年真正达到经验及兴趣的整
合，有助同学明确自己的兴趣能力后规划出更适切的生涯
路径。另外，同学们在参与教育展前应先了解自己想获得
的讯息种类为何，制定目标后方能在众多的科系星群里找
到属于自己人生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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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学年第二学期行政历【第一阶段】
周次 日期

准
备

1

行事项目
港澳学习之旅
各学生团体生活营
第三届初中科学营
68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筹备工作

01/06
/
13/06 国家元首诞辰公共假期

15/06
/
20/06

Study Tour to Iskandar Education City &
Singapore
高中周会
初中班会
68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彩排
68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初中周会
高中班会

3

4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30/ 0 5~ 0 6/ 06

注
暂定

30/ 0 5~ 1 4/ 06
31/ 0 5~ 0 1/ 06

理科科研组

教务处/总务处

01/ 0 6~ 1 3/ 06

筹委会

训导处/课外活动处

辅导处

高中班导师
行政各处

06/06

(六)

10/ 0 6~ 1 3/ 06
16/06

(二)

课外活动处

16/06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18/06

(四)

筹委会

训导处/课外活动处

3.10pm朝阳堂

19/06

(五)

筹委会

训导处/课外活动处

8.15am

23/06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23/06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三座谈会【主讲：陈静翔校友、杨玮恬校
23/06
友、林添才校友；讲题：从心出发】

(二)

高三班导师/高三毕联会

全体高三学生/行政各处

1.50pm~3.15pm
大讲堂

高中商业常识比赛（初赛-笔试）

2

进行日期

13

23/06

22/06
/
27/06 STEM科学与科技学习工作坊（对象：高 2 5 / 0 6

(二)

商科教研组/商学会

文商班班导师/教务处

高一、二级：第10节
地点：文商各班课室
高三级：3.15pm
地点：大讲堂

(四)

理、电脑科教研小组

教务处

1.30pm~4.00pm
科技大楼

二、三理科生）
大提琴音乐分享会

25/06

(四)

课外活动处

高三成年礼彩排

26/06

(五)

高三班导师/高三毕联会

全体高三学生/行政各处

高三成年礼

27/06

(六)

高三班导师/高三毕联会

全体高三学生/行政各处

第7屇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常识比赛

27/06

( 六 ) 课外活动处/留华同学会

初一ISO培训

29/06

(一)

QSC培训组

全体初一级学生

高中理科班会
初中班会

30/06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30/06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初二诚信测验

30/06

(二)

全体初二级学生

训导处/初二级联班导师

1.55pm~2.30pm
各班课室

30/06

(二)

商科教研组/商学会

文商班班导师/
教务处/总务处

1.55pm开始
礼堂

30/06

(二)

辅导处

初一级班导师

2.40pm~4.40pm
忠礼堂

Submission of Story Board Competition

30/06

(二)

英语教学中心

相关学生

召收2016年度醒狮采青贺岁队员

01/ 0 7~ 1 9/ 07

醒狮策划小组

EQ培训课程（二）初二：信、和、平

03/07

(五)

可兰经降世日公共假期

04/07

(六)

招生宣教工作讲解会

06/07

(一)

29/06 高中商业常识比赛（决赛）
/
04/07 EQ培训课程（二）初一：礼、廉、智、勇

1.50pm~3.10pm

总务处

3.05pm~5.00pm
礼堂
2.00pm~3.00pm
讲堂/课室
2.30pm~3.30pm
大讲堂

辅导处

初二级班导师

2.40pm~4.40pm
忠礼堂

辅导处/训导处

班导师

3.10pm~4.20pm
讲堂

招生宣教运动推展礼及组织工作

07/07

(二)

训导处/班导师

行政各处/全体师生

初中推展礼：
1.15pm~2.15pm
高中推展礼：
2.15pm~3.15pm
讲堂

EQ培训课程（三）初一：忠、孝、仁、爱

07/07

(二)

辅导处

初一级班导师

3.20pm~4.50pm
忠礼堂

08/07

(三)

班导师

各班学生

09/07

(四)

课外活动处

高三级外宾演讲【主讲：黄一农院士；讲题：
10/07
跨界与逐梦】

(五)

辅导处/高三级班导师

训导处/全体高三学生

1.15pm~3.05pm
大讲堂

12/07

(日)

课外活动处/工作小组

总务处

8.00am~2.00pm
讲堂

公开演讲【主讲：黄一农院士；讲题：红梦e
12/07
梦与哆啦A梦】

(日)

校长室

行政各处

10.00am~12.00pm
大讲堂

06/07
学生仪容检查
/
11/07 校园剧“你在烦恼什么？”

雪隆八独中华语辩论比赛半决赛、决赛

1.50pm~3.20pm
大讲堂

文转下页

文接上页
14

HIN HUA MONTHLY

周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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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项目

13/07 第15届田径锦标赛
开斋节公共假期
/
18/07 高一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一)
初中周会
高中班会~学生操行自我评量

7

8

9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14/ 0 7~ 1 6/ 07

体育处

全体师生

17/ 0 7~ 1 8/ 07
18/07

( 六 ) 训导处/高一级联班导师

21/07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高一级学生

21/07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二)

辅导处/高二级班导师

全体高二级学生

1.50pm~3.05pm
大讲堂

21/07

(二)

教务处

数理、文史科老师/
相关学生

2.00pm~4.00pm
(详情另行公布)

21/07

(二)

辅导处

初三至高三学生
(自由报名)

2.40pm~4.00pm
科技大楼协作楼
Chrome Lab

香港科技大学升学说明会

22/07

(三)

辅导处

初三至高三学生
(自由报名)

3.10pm~4.00pm
科技大楼协作楼
Chrome Lab

高二级文化学习户外教学

25/07

(六)

高二级华文科任老师

华文科组长/教务处

地点：马六甲

课外活动处

7.30pm~9.30pm
朝阳堂

20/07
/
25/07 台湾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升学说明会

第11届管乐团演奏会

25/07

国语周
高中周会
初中班会~学生操行自我评量

27/ 0 7~ 3 1/ 07 国文科教研组/国文学会

27/07 初一级级联论坛
/
01/08 IELTS 备考课程讲解会

(六)

管乐团

教务处/总务处

28/07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28/07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28/07

(二)

初一级班导师及学生

训导处/初一年级组长

1.50pm~3.05pm

大讲堂
2.40pm~3.40pm
讲堂

28/07

(二)

英语教学中心

天文学识教学工作坊

01/08

(六)

教务处

全体理科、
地理科任老师

8.00am~4.00pm
科技大楼协作楼
Chrome Lab

阳光天使志工培训营

01/08

(六)

辅导处

学生自由报名

朝阳堂

初中周会
高中班会

04/08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04/08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一级级联论坛

04/08

(二)

高一级班导师及学生

训导处/高一年级组长

1.50pm~3.05pm
大讲堂

高二级两性教育讲座(1)【主讲：吴启铭硕士】

04/08

(二)

辅导处/高二级班导师

高二理班学生

1.50pm~3.05pm
讲堂

05/08

(三)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国/英文科教研小组

PT3考生/教务处

8.00am~3.05pm

03/08 学生仪容检查
/
PT3校内评估（国/英语口试）
08/08

05/ 0 8~ 0 6/ 08

英国大学教育展

06/08

(四)

辅导处

初三至高三学生
(自由报名)

2.00pm~4.00pm
科技大楼协作楼
Chrome Lab

雪隆八独中英语辩论赛

08/08

(六)

英语教学中心

工作小组/总务处

8.00am~2.00pm
忠礼堂

舞展

08/08

(六)

舞蹈社

课外活动处

2.00pm~3.30pm
8.00pm~9.30pm
大讲堂

高中周会
初中班会

11/08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11/08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初三级外宾演讲【主讲：冯以量硕士；讲题：
11/08
珍爱自己的生命】

(二)

辅导处

初三班导师及学生

8.00am~9.00am

1.50pm~3.05pm

大讲堂

10/08
PT3校内评估（国语听力测验）
/
15/08

11/08

(二)

国文科教研小组

PT3考生/教务处/
总务处

PT3校内评估（英语听力测验）

12/08

(三)

英文科教研小组

PT3考生/教务处/
总务处

8.00am~9.00am

台湾高等教育展

15/08

(六)

辅导处

高三级学生
(自由报名)

8.00am~12.00pm
地点：Putra World
Trade Center

学会负责老师

课外活动处

18/ 0 8~ 2 1/ 08

教务处

高三、初三科任老师

18/08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18/08

(二)

初二级班导师及学生

训导处/初二年级组长

18/08

(二)

辅导处/高二级班导师

高二文商班学生

初三级联课活动暂停及评分
高、初中统考预试（1）

10

注

高二级辅导讲座【主讲：王富兴；讲题：统考
21/07
知多少？】

台湾清华大学学术列车讲座与实验活动

6

2015年 5月号

17/08
班会 (初一、高一、高二)
/
22/08 初二级级联论坛
高二级两性教育讲座(2)【主讲：吴启铭硕士】

高三：朝阳堂
初三：教学楼

1.50pm~3.05pm

大讲堂
1.50pm~3.05pm/讲堂

文转下页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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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15
合作单位

注

EQ培训课程（三）初二：仁、义、礼、智

24/08

(一)

辅导处

初二级班导师

2.40pm~4.40pm
忠礼堂

高、初中统考预试（2）

25/ 0 8~ 2 8/ 08

教务处

高三、初三科任老师

高三：朝阳堂
初三：教学楼

25/08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25/08

(二)

高二级班导师及学生

训导处/高二年级组长

24/08 班会 (初一、初二、高一)
/
高二级级联论坛
29/08

1.50pm~3.05pm

大讲堂

初一级班导师

2.40pm~4.40pm
忠礼堂

训导处/高一级联班导师

高一级学生

暂定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01/09

(二)

辅导处/高一级班导师

高一理班学生

01/09

(二)

英语教学中心

相关学生

01/09

(二)

辅导处

初二级班导师

学生仪容检查

02/09

(三)

班导师

各班学生

EQ培训课程（三）初二：忠、孝、爱、廉

04/09

(五)

辅导处

初二级班导师

2.40pm~4.40pm
忠礼堂

四大团体步操比赛

05/09

(六)

学长团/圣约翰救伤队/
童军团/少年服务团

课外活动处

1.00pm~4.30pm
朝阳堂

遴选2016年新任学长
高中周会
初中班会

07/ 0 9~ 1 2/ 09

EQ培训课程（三）初一：信、义、和、平

25/08

醒狮训练营
高一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二)

29/ 0 8~ 3 1/ 08
30/08

(日)

国庆日公共假期

31/08

(一)

初中周会
高中班会

01/09
01/09

高一级两性教育讲座(1)【主讲：吴启铭硕士】

31/08
IELTS 备考课程水平测试
/
05/09 EQ培训课程（三）初二：信、和、平

(二)

辅导处
醒狮策划小组

训导处

全体老师

08/09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08/09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初二级外宾演讲【主讲：梁婷婷硕士；讲题：
08/09
你想成为怎样的一个人？】

(二)

辅导处/初二级班导师

训导处/
全体初二级学生

1.50pm~3.05pm
讲堂
2.40pm~4.10pm
ELC
2.40pm~4.40pm
忠礼堂

1.50pm~3.05pm

大讲堂

08/09

(二)

辅导处

初二级班导师

2.40pm~4.40pm
忠礼堂

全校班际合唱比赛（初赛）

11/09

(五)

音乐科研组/合唱团

课外活动处

高二、三：第9,10,11节
初三、高一：第6,7,8节
初一、初二：第3,4,5节
朝阳堂

SPM预试
全国独中田径锦标赛备战营

11/ 0 9~ 1 2/ 09

教务处

高二SPM学生

12/ 0 9~ 1 3/ 09

体育处

教师辅导知能培训：团体动力

12/09

辅导处

训导处/非班导师

ISO外审
全国独中田径锦标赛集训
初中周会
高中班会

14/09、15/09

QSC

行政各处/全体师生

14/ 0 9~ 1 6/ 09

体育处

07/09 EQ培训课程（三）初一：礼、廉、智、勇
/
12/09

(六)

15/09

(二)

课外活动处

15/09

(二)

班导师

行政各处
各班学生
任课老师/
全体初三级学生
任课老师/
全体初三级学生

初三升高一选科辅导

15/09

(二)

辅导处/教务处

初三升高一选修课辅导

15/09

(二)

辅导处/教务处

(二)

辅导处/高一班导师

高一文商班学生

(二)

英语教学中心

相关学生

音乐科研组/合唱团

课外活动处
高二SPM学生

14/09
/
高一级两性教育讲座(2)【主讲：吴启铭硕士】 1 5 / 0 9
19/09 Submission of Short Film Competition
15/09
马来西亚成立日公共假期
16/09
17/09

SPM预试
全国独中田径锦标赛

18/ 0 9~ 1 9/ 09

教务处

18/ 0 9~ 2 4/ 09

体育处

高一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三)

19/09

(四)

(六)

19/09、26/09
21/ 0 9~ 2 3/ 09
24/09
上课日：70天

第1、2节/大讲堂
第3、4、5、6节
大讲堂
1.50pm~3.05pm
讲堂

(三)

全校班际合唱比赛(决赛)

21/09 初一级天文学习营
/
SPM预试
26/09
哈芝节公共假期

8.00am~4.00pm
忠礼堂

训导处/高一级联班导
师
科学科任老师/
天文学会/教务处
教务处

(四)
短假：9天

第10、11、12节
朝阳堂

柔佛州宽柔中学
全体高一级学生
初一级学生
高二SPM学生

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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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兴华中学家教协会
主办 健康讲座会

主讲：蔡俭心医师
蔡俭心医师是兴华校友，毕业于台湾医学系。在台湾医学界服务
超过15年。蔡医师博、硕士学位专攻幽门螺旋杆菌抑制根除治疗、大
肠急躁症诊治、减肥新陈代谢症候群及营养学等。
她亦专长诊治胃食道逆流、上消化道内视镜与全大肠镜检查及其
相关治疗手术、肠胃道暨肝胆胰脾专科疾病、各项疾病筛检、内科学
等。2015年更赴日本国立东京癌症医学中心短期进修。目前是槟城南
华医院肠胃及肝脏科驻诊医师。

日期：11-7-2015（星期六）
时间： 晚上7点半至9点半
地点： 兴华中学科技大楼大讲堂

您知道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
途径和症状吗?您晓得幽门螺
旋杆菌是导致胃癌和溃疡高
危险群?您了解幽门螺旋杆菌
只要轻轻呼口气立即现踪迹?

注:有意购买票券者，可洽家协秘书李荣兴师（017-9461961）或覃秀娴师（012-5331079）。

红楼

e

梦
与哆啦

巴生兴华中学 主办
兴华大讲堂系列演讲

A

梦

日期：12-7-2015（星期六）
时间：早上10点至中午12点
地点：兴华中学科技大楼大讲堂

主讲：黄一农教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硕士、天文博士，曾在美国担任职业天
文学家，1987年转行研究文史，范围涵盖科学史、中西文明交流
史、明末清初史等，并在2006年以自学成果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目前为北京清华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港大暨理工大学荣誉教
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e考据”可否在大数据（Big Data）时代建立文史研究的新典范？
黄一农教授将通过“红楼e梦与哆啦A梦”公开演讲 ，揭开《红楼梦》中
“元妃省亲”的历史原型，同时追溯作者曹雪芹获知隐讳史事的可能渠
道，而他又如何在小说中为宫墙之后的女性鸣不平。

注:询问处、索取免费票卷：可洽家协秘书李荣兴师（017-9461961）或覃秀娴师（012-5331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