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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佩琪、许皖淇（初二仁）报道 

10月10日（星期六），我校举办2016年度

初一新生入学考，逾一千三百名小六生应考。大

部分家长于早上7时正开始，陆续陪同考生到

校。 

考生在兴华园集合后，便在学长带领下鱼贯

进入考场。校方共设置了两个考场，分别在教学

大楼的教室和朝阳堂进行考试。入学考的时间分

成两个时段，中间有40分钟休息时间，主要考

科目有华、国、英、数、科学5大科。此外，我

校学长团与童军团热心投身服务，协助考生进行

地点转移、监考和巡逻等工作，充分体现了我校

学生乐于服务的精神与爱校情操。 

学校在考前通过SMS传寄考试讯息给考生

家长。当天，家长们亦可在仁爱广场的柜台处

理收据补发。校方也设置柜台提供现场报考服

务给未能及时报考和来自外地的考生。 

配合新生入学试，校方在潘斯里陈开蓉大

讲堂举办了两场讲座。第一场由郑伟勋博士主

讲，讲题为“21世纪如何让孩子成功”，让家

长们了解我校推行“七大习惯”领导力教育和

EQ课程对孩子潜移默化的作用。下半场则是

亲师交流会，大会播放“兴华简介”影片、各

处室行政人员与家长互动交流、促进家长对本

校历史、教育措施和办学理念、课程等的了

解。2016 年度初一新生入学考于下午1时圆满

结束。 

 学长团协助考生查询考试事宜、带领考生进考场和协助监考，童军团则支援考场布置及现场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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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参考书备考 
张哲齐（蕉赖十一里小学） 

为了应付此次的入学考，

我买了参考书来复习、努力备

考。我觉得考试整体上都很顺

利，最难的科目是国文科，我

希望可以成功被录取。 

 

父母支持报考华校 
奥妮（循民小学） 

我决定报考华文独中，

是因为我对华文很有兴趣。

我在华小念书，通过朋友的

介绍才决定报考兴华，我的

父母也很支持我报考华校。

这次考试我觉得最难的科目

是华文，但我依然有信心可

以成功被录取。 
 

兴华校园环境好 
黄谚莛（兴华小学） 

对于这次的入学考试，我

最有把握的科目是数学。我

决定报考兴华，是因为校园

环境很好、我的哥哥也在这

里求学，父母希望我们一起

求学。无论结果如何，我觉

得自己已经尽力了，希望会有好消息。 

兴华月报   2015年10月号 

出版:兴华中学 

顾问:黄秀玉校长、 

谢锡福副校长、莫壮燕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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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是首选 
姚惠姗（家长） 

我之所以会让孩子报考兴

华，是因为这里的环境佳、学

校软、硬体设备都很齐全。我

本身很注重孩子的纪律，听了讲座与亲师交流

会，我了解到兴华推行“七个习惯”领导力教

育，我觉得这对于孩子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帮

助，兴华是我的首选，希望孩子成功入学。 

 

兴华办学优秀 
覃艺明（家长） 

我一早想把孩子送去独中

求学，之前就耳闻兴华办学在

各方面都表现优秀，所以决定

让孩子来报考。此次的入学考试竞争激烈，我希

望孩子顺利被录取，成为兴华的学生。 

 

 

 

 

 

 考场设置于礼堂及冷气课室。  

 考生们认真作答。   学长团协助监考工作。 

更多照片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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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你的考场在这里哦。  

文接上页 

 考试当天也开放现场报名参加入学试。  

 仁爱广场设有柜台处理补发收据、查询考场等事宜。   

 学长为家长说明考场的所在位置。  

 友族同学在用心地看考题作答。  

辅导处特在食堂前的广场备有师生关系、亲子教育及 

青少年心灵成长等书籍让家长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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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乐仪老师报道 

  10月10日

（星期六）我校

举行2016年度初

中一年级新生入

学试，配合入学

试于科技大楼陈

开蓉大讲堂举办

一项教育讲座，

讲题是“21世纪

如 何 让 孩 子 成

功”，主讲人郑

伟勋博士是英国

牛津大学心理学

与 电 脑 系 双 科 博

士，对儿童及青少年身心发展及教育问题有深入

研究，也是美国心理学协会（APA）高级会员及

美国辅导协会（ACA）专科会员，并拥有英国皇

家心理专业执照。 

郑博士表示，科技日新月异，今日普通孩子

使用手机容量（64GB）是过去电脑容量的十万

倍。新世代大企业的成功早已脱离单打独斗，讲

求团队合作；教育的方式也应与时俱进，才不会

在时代的洪流下惨遭淘汰。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我们经历了三次科技大

革命:从早期游牧民族过渡到农业民族，主要体现

在社会体系及经济体系的改革。18世纪，英国发

明蒸汽机，工业革命大大推动生产力，企业产量

增加百倍。20世纪，美国资讯科技革命促进生产

高速自动化、服务业大增；人类社会重要的技能

从劳动力转变为思维技能。 

此外，人类文明发展也经历三次全球化：首

先是国家的全球化（1492-1800年），根源于欧

美与大英帝国拓展殖民时代。其二指企业的全球

化（1800-2000年），国际跨国公司风起云涌、

掀起积极向外发展的大趋势。迈入千禧年，进入

个人的全球化（2000年至今），资讯时代数位信

息瞬间万变，借助网络与科技的便利，甚至我们

 

 郑博士认为一个人更重要是具

备“创新”的精神，才能因应

21世纪的人才需求。 

在家里穿着睡衣就能跟国际市场展开贸易。 

21世纪需要创新人才 

21世纪的学生需要些什么技能？ 

郑博士认为，除了老生常谈的：尽责、

配合、专业与效率；一个人更重要是具备“创

新”的精神，才能因应21世纪的人才需求。 

“比尔盖兹曾经说过，21世纪的企业人

才不能停留在‘发现问题’；只会向上司罗

列所发现的问题，却无法‘解决问题’的人

将被淘汰。真正能脱颖而出的是那些会创

新、会深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人。” 

他说，除了主科三能：能读、能写、能

算；21世纪必备技能尚包括：判断思维、沟

通技巧、合作技巧与创意思维的学习与创新

四技；同时还须具备多媒体掌握技能、科技

知识等生活与职场处事技巧。 

“我们要教导孩子如何善用科技展开分

析、筛选与判断资料，而非上面书大肆议

论、躲在科技背后大放厥词，忽略了个人与

社会的责任感。” 

做人比做事更重要 

他 举 例，被 美 国 财 经 杂 志《财 富》

（Fortune）公布为“全球50位最伟大领袖”

的亚洲首富、中国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说

过：“如果一辈子都做事，忘了做人，将来

一定会后悔。” 阿里巴巴非常注重企业价值

观，在员工的考核中，关于价值观的考核占

很大的比例。当年阿里巴巴B2B业务发现部分

员工为了冲销量与外部商家合谋，严重违反

该企业核心价值观，马云毫不犹豫地将当时

出任B2B的CEO卫哲撤职！马云一直强调“赚

钱是副产品，服务才是正业”，短视的企业

急功近利，经不起时代考验。 

谈及填鸭式教育造就“背多分”现象，

郑博士认为21世纪成绩好不代表就是最优秀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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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不好也不代表将来不会有成就。这个行

星上最富有的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是哈佛大

学退学生；第二富有的人——身价260亿美元的甲

骨文总裁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是耶鲁大

学退学生；保罗∙艾伦（Paul Allen），这个行星上

第三富有的人，是华盛顿州立大学退学生。世界

最大电脑制造商之一戴尔公司（DELL）创始人迈

克尔∙戴尔（Michael Dell），在世界富豪排行名列

第九，早年遵父母之命进入得克萨斯大学选修医

学，却因立志在个人计算机（PC）机领域有所建

树而退学。 

新世代由情商（EQ）高者领军 

“我并不是要告诉你想成功就得退学，而是

透过这些出类拔萃的伟人为例子，提醒大家‘学

霸VS学渣’在未来人生对社会的贡献与成就并非

绝对的。新世代成功者是情商（EQ）高的人，非

高智商（IQ）者。” 

根据排名世界十大著名学府的史丹佛大学调

查报告，拥有史丹佛大学商学院硕士者毕业后十

年的事业成就与其学业成绩无关。一个人的成

功，70%跟情商（EQ）有关，成功人士的成就与

他们的人际沟通能力有直接的关系。此外，根据

国际EQ组织调查报告，企业与组织最常面对的问

题中，资金与技术问题仅占24%；人力与人事问

题占76%，是影响企业成败的关键。 

“当被询及用人先决条件，马云认为‘员工

要有诚信，有学习能力、乐观精神和拥抱变化的

态度。’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成立新内阁，他

认为内阁成员最重要的素质是‘品德’。兴华中

学多年来致力于推行‘七大习惯’，也是基于在

现代社会，要想做一名成功人士、创造卓越的成就，

文接上页 

文转下页 

就必须从培养良好的个人习惯与品德入手。” 

人品是缔造持久成功的必备条件 

 郑博士指出，性格是个人的外在行为

特征，只能促成短暂的成功。人品则属于内

涵原则，是一个人缔造持久成功的必备条

件。 

“品德是一种内在尊严，没有文化区

别、不因时间而改变。情商（EQ）是21世纪

大企业必修学分，每一次踏进兴华校园我都

特别高兴，同学们的礼貌与优良品德让人如

沐春风，我感受到学校是用整个文化来推动

教育理念的。” 

他不认同现今的家长灌输孩子：老师

对，你不可以顶嘴；老师错，你就可以跟老

师大声顶撞！ 

“我们应教导孩子尊师重道与忍耐的品

德，对师长和颜悦色、学会管理自己的情

绪，不做极端情绪的奴隶。“七大习惯”的

第一个习惯：主动积极，为自己的生命负

责；提醒我们从小培养孩子的情绪自控力，

是日后人生成败的关键。在小事斤斤计较，

是伤害自己；用委屈来撑大自己的胸怀，委

屈和苦难将是人生垫脚石。” 

使命感是行动的助推器 

郑博士同时提醒家长教育孩子学习要有

定力、面对诱惑学会克制冲动: “机会很多也

很诱人，但很多时候要学会对不合时宜的机

会说‘不’！在人生不同阶段放下贪欲，明

白什么是你不能要的。” 

他强调，成功的人具备使命感，使命感

 郑博士强调，成功的人具备使命感，使命感是行动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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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动的助推器。爱迪生的使命

感是照亮世界；迪斯尼的使命感

是要让世界微笑。企业想赚钱就应该把钱看轻，

财富不只代表金钱，优秀的公司把财富看成“群

富”，例如：微软、上市5年的whatapps以及实

行全员持股政策的阿里巴巴，员工拥有公司的股

票，公司上市后培养了数以十计的亿万富翁、数

以百计的千万富翁，数以千计的百万富翁。 

“财散人聚，懂得分享财富，财富才能增

长。” 

学习“七大习惯”，从依赖，独立到互助 

最后，郑博士与大家分享史蒂芬.柯维博士

推广的“七大习惯”，如何帮助成功人士从依

赖、独立到互助。他说，主动积极的心态是停止

抱怨与责怪他人；什么不好，我就去改变它。要

事第一，保持认知、生理、情绪与心灵的健康平

衡发展。除了生理，情绪的成长也很重要，具备

同理心、透过祈祷与冥想跟自己的潜意思沟通。

知彼解己与人沟通以达致双赢，首先要把耳朵打

开。 

“你就算不同意别人，也要先知道你不同意

什么。” 

他认为，兴华多年来推广“七大习惯”与情

感（EQ）教育，是在众多学校里办得最好的。 

“透过情商（EQ）与领导力教育，我们学

会爱护自己、不停提升自己以因应21世纪的人才

需求条件。” 

不开时代倒车，引导孩子善用科技 

观众提问环节，有家长表达孩子很依赖，该

如何培养孩子的自制力？郑博士认为家长必须给

孩子明确的信息，切勿模棱两可。在培养自制能

力过程，需设置适当的惩处；一旦孩子违规，则

须自行承担后果。 

第二位提问家长询问：科技时代的孩子该如

何教育、如何沟通？校方开放让学生带手机到校

不但影响老师教学、学生不会克制导致沉迷。家

长该如何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科技而不误入歧

途？ 

郑博士分析，21世纪我们无法全面杜绝孩

子的生活方式，反该利用现有科技帮助他们学

习。例如：新加坡学校允许上课使用手机，老

师可以引导学生针对时事课题上网搜索资料，

如“烟霾对环境的影响”、“马新两国的关

系”等。 

“家长不要怕手机，手机跟孩子拿铅笔到

校是一样的，他们一样可以拿铅笔来打架。既

然我们无法开时代倒车、改变他们现有的生活

方式，就转念善加引导。” 

他说，家长通过上网、关注报章报道，就

知道什么软件可用、什么不可，哪一类型易导

致沉迷等。先充实自身的科技知识，再对孩子善

加引导。 

“网络成瘾现象的确值得关注，香港《明

报》分析，大部分网络成瘾的学生都是玩线上

游戏、上网看Manga（漫画）等。初中孩子一

旦上网成瘾，很难跳出来；中国政府已经把上

网成瘾列为病态。” 

优秀的校园文化有利住校生成长 

有从吉隆坡远道而来的家长表示希望孩子

住宿舍学习独立，但是听闻反对意见而难以抉

择，究竟初中生是否适合住宿舍？ 

郑博士表示适不适合，必须让孩子试了才

知道。现今很多国外大学颁奖学金，也会考量

该生是否是宿舍生？住宿舍的孩子具有坚强、

独立、责任心等特质。宿舍是个很好的磨练场

所，让孩子学习与人相处。例如：兴华有一个

非常健康、强壮的团队，学生非常有礼貌、具有

正能量，优秀的校园文化有利于住校生成长。 

历时1小时40分钟的亲子教育座谈会在主

讲人口若悬河的演说及听众踊跃提问交流下圆

满结束。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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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各部门主任与家长进行交流。左一起为黄志光主任、苏爱云主任、陈国华主任、莫壮燕副校长、苏进存副校长、 

 黄秀玉校长、许梅韵副校长、谢锡福副校长、李荣兴主任及覃秀娴主任。  

黄乐仪老师报道 

10月10日（星期六）我校举行2016年度初

一新生入学试，并于上午11时30分在陈开蓉大

讲堂举行亲师交流会。除了兴华中学简介，我校

正副校长及各行政主任也就各项教育课题与新生

家长展开交流。 

让孩子具备带得走及应用一生的能力 

苏进存副校长回应家长提问而阐述学校推行

领导力教育——“七大习惯”的初衷与执行方

式。他表示，校方于三年前推广史蒂芬.柯维博

士的“七大习惯”，鼓励所有老师展开认知、技

能与情意的学习，期望透过领导力教育引导孩子

建立生命使命宣言、沉淀思维，视觉化成长里程

碑。 

“我校通过《生命指南针》指导学生规划学

习目标及自我管理、不断更新，从小把习惯培养

好。校方将品格教育整合在所有教育活动中，

如：班级、班会组织里边的互助小组等，以期潜

移默化下熏陶德行。当孩子高三毕业离开学校

时，具备带得走及应用一生的能力，进入他们生

命的另一个旅程。领导力教育有助于孩子整合个

人成功、公众成功甚至一生的成功！” 

从生命教育的角度推展领导力教育 

黄秀玉校长补充，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压

力，而压力通常来自“我们没有把该扮演的角色

扮演好；把该做的事做好。”而“七大习惯”教

导我们有效分配时间完成自身在生活中各个角色

应做的事，并时时平衡及更新身、心、灵及社交

情感的发展，经营快乐人生。“教育是生命影响

生 命 的 过

程”，因此，

我们鼓励老师

先学习与实践

“七 大 习

惯”，再以亲

身体验带领学

生学习。 

  “学校自编

的《生命指南

针》有效引导

孩子在不同的

角色扮演上从善如流，如：作为学生，本周我

的责任是什么？作为孩子，我计划为父母做些

什么？现今好多孩子没有目标，日子得过且

过。有了目标，孩子的主动性、积极性就会被

调动。” 

她强调，我校从行政、老师群体、学生群

体、班会、学会，随时落实“七大习惯”；好

习惯一旦养成，孩子就会主动、积极追求学习与

生命目标。 

另一些家长询问：校方如何实行双轨制？

黄秀玉校长认为这胥视家长对“双轨”的定义

是什么？我校没有强制学生一定要考政府考

试，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一旦该生选择参加政

府考试，则校方规定其务必参加备考课程。她

强调，教育除了应考，更重要是带领学生怎么

学习？如何建构其各方面的能力？校方重视的

是在平日课程不断培养学习兴趣与能力，同时

建构综合能力，以面向未来的世界。 

文转下页 

 

 黄秀玉校长强调好习惯一旦养

成，孩子就会主动、积极追求

学习与生命目标。 



 

HIN HUA MONTHLY        2015年 10月号     
 

8 

兴华英语教学与国际接轨 

此外，英语中心主任莫壮燕副

校长回应家长关于“校方如何加强英文教

育？”的课题介绍我校英语教学特色。她说，

校方从新生入学试检测学生英语水平，开学后

根据学生水平分成不同层次的学习:英语水平中

等生从level1课程开始；基础已经扎稳的同学

则从level2开始。校方采取小班制教学，一班不

超过35个学生。 

“教材方面，我们采用对应欧洲共同语言

框架的教材，在欧洲英文是第二语言教学。初

中着重听说读写，其中听的部分占较大比重，

学生首先要听得懂才能回应。” 

她补充，日常课堂上老师十分强调英语的

应用；这相较于一般应试、技能的转换，属于

更倾向任务取向的一种学习。每星期有7节英

语课，其中一堂是英语活动课，集中训练学生

的会话与演说能力。每个学期，同学们都会展

开一个专题制作，延伸英语学习的综合能力。 

“通过专题制作，我们成功拓展学生批判

性的思维、发掘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同

时培养孩子应用科技的素养与能力。此外，同

学可以自行报考剑桥英语考试和IELTS等国际

英语水平考试，我校英语教学的教学与评量，

都尽量与国际接轨。” 

宿舍生身心理成长获关注 

有打算让孩子住宿舍的家长关注我校宿舍

设备、管理与规模等，苏进存副校长对此作出

回应。他表示，80年代兴华开始有宿舍，目前

有596个床位，学生以8到10人为一个小寝室。

宿舍生必须提出申请，经审理录取后再安排入

宿。 

“我校对宿舍生的概念不只停留在管理，

而是深入考量其教育层次，除了培养学生有规

律的生活作息，孩子身心成长上的转变也获得

学校行政各处支援与关注。每一天都有值班的

辅导老师到宿舍为学生进行生活教育；教务处

给予学生学习上的辅助、训导处则提供生活上

的引导，每一级学生都安排了专司的宿舍生活

导师。” 

除此，宿舍的室长、楼长及宿舍自治会，

常年配合各种佳节节目举办活动，让学生感受

传统佳节的意义与温馨气氛。校方允许宿舍生

带手机，但自习及就寝禁用。若学生不当使用

手机，将做违规处理。 

文接上页 “21世纪科技产品普及化，我不认为杜绝

或全面阻止孩子使用科技产品就是有效管理；我

们应教育孩子善用科技、提升科技素养，采取互勉

或提醒的态度与孩子同步做科技素养的指导和讨

论。” 

他呼吁有意愿让孩子住宿的家长出席即将来临

的住宿生生活营，与校方展开进一步的交流。 

培养自觉自学自律的学风 

下一位家长提出，独中生、华校生能力好，

但是却比较不敢表达自己，请问该如何改进此现

象?黄秀玉校长表示，学校对培养孩子表达的能

力不遗余力，学生有许多表达主张的机会，如：

班会组织、级联论坛及课外活动等，都是由学生

组成执委自行主持、管理。 

平日课堂专题研究、口头报告等，学生必须

针对相关主题展开讲解，面对同学的提问也必须

机智、有条理地回应。新世代的学习已经不能仅

仅停留在纸笔考试、课本抄答案等，必须与时俱

进，培养自觉自学自律的学风是我校的愿景。 

课外活动处主任谢锡福副校长补充，学会活

动最能体现学生的积极能动性。他相信“独中生

不敢表达自己”是早期一些人对华校生的刻板印

象，现今的独中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兴华人积

极主动，敢于尝试，勇于表达者大有人在。 

常态分班结合协作学习小组 

最后一位提问家长欲了解校方推行常态分班

理念，以及不采取能力分班的原因。黄秀玉校长

表示，校方以往采取能力跟常态结合分班；今年

初一及高一采取常态分班，每班都有好中差的学

生，除了照顾到孩子的心理发展，同时也为改变学

习模式提供条件。 

她说，新世代孩子学习的模式应该有所不

同，除了老师在教学模式上有所改变，我们也在

班上组织学习共同体，一旦孩子有学习问题，也

能经由小组很快地获得解决。校方在常态分班里

推广四个人一组的协作学习小组，班导师则扮演

带领与督导的角色。每个孩子对自己有要求、知

道自己在哪一个学习状况，在协作学习的过程

中，他们也学会了友爱、互助及分享，真正落实

孩子自己是学习的主人、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能

力。 

这一场亲师交流会于下午1时

正在校方与家长就孩子的教育课

题热络交流下温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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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届全国独中田径锦标赛，我校荣获3金、2银、2铜 。 右一为体育主任苏爱云老师。 

黄乐仪老师、郑亦婷（初一勇）报道 

9月19日至23日，我校学生参加由马来西亚

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主催、柔佛州华校董教联会

主办﹑新山宽柔中学承办的第十一届全国独中田

径锦标赛，荣获3金、2银、2铜；陈可譞同学更荣

获女生甲组最佳运动员，同时创新3项大会纪录，

载誉归来。 

本届赛会主题名为“齐”，标志上“齐”字

的上半部为跨栏的健儿，下面的11代表第十一

届。设计以传统的书法表现。书法中侧锋的写

法，用以突出健儿们的速度，体现出力与美的结

合。大会标志以红色等热色作为主要色调，象征

热情、积极。寓意全国独中能够团结一致，齐心

协力。大会也采用动力火车的《打开天空》作为

本届的大会歌曲。 

大会增设三个新项目 

赛事一连三天在柔佛州努沙再也教育城体育

馆举行，选手村设在宽柔中学古来分校。来自全

国各独中的健儿们角逐包括赛跑、跳高、跳远、

铅球、铁饼、标枪、跨栏、障碍赛等项目的殊

荣。本届赛事与以往稍有不同。大会增加了五项

全能、七项全能以及障碍赛三个新项目。而甲组

男女参赛年龄将从原来限制20岁以下，改为18岁

以下，乙组则改为15岁以下。 

董总主席刘利民在开幕礼致词时表示，本届

赛事获得43所独中参赛，上届只有40所；至于

参赛人数方面，更是令人鼓舞，上届是807

人，本届是874人，多了67人。迈入第十一届

的田径锦标赛说明了华文独中重视体育运动，

培育更多的运动人才。 

“田径比赛不单单是争取荣耀，更要重视

体育精神，发扬体育精神，所谓：‘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它不

但是口号，也是良好的体育行为准则。我衷心

期盼健儿们能够在在本届的锦标赛发挥体育精

神，大家讲纪律，同时也尊重裁判、尊重对

手。” 

独中重视德智体群美的教育 

他说，我国华文独中推行德智体群美的教

育，目的就是鼓励学生在学习上有所平衡，参

加各项体育运动竞赛，强身健体，培养纪律和

合群、团队精神，为国家培养人才。 

“我们期望在未来全国华文独中可以培育

更多的健将成为州队或国家队的代表。当然，

我们更加期望健儿可以代表国家，征战赛场，

进而在国际赛会上为国争光！” 

选手表现亮眼、成绩令人鼓舞 

我校体育主任苏爱云老师指出，我校选手

表现亮眼、成绩令人鼓舞。在个人赛当中，陈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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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譞（高

三 文 商

平）发 挥

了超强的

实 力，一

马当先摘

下 女 甲

800 公

尺、1500

公 尺 ﹑

3000公 尺

（公开赛）

金牌。由于本届开始修改参赛资格：上届及之前

的记录将做为永久保持记录，而这届所有金牌得

主的成绩将列为创新记录，所以健儿们在每项比

赛中都全力以赴，希望可以刷新记录。在1500

公尺决赛中，陈可譞以超越其他选手100公尺的

距离夺下金牌，一鸣惊人！在800公尺及1500公

尺赛事中，她更分别以2分32秒及5分23秒的标

青成绩打破上届大会记录，同时摘下女生甲组最

佳女运动员奖。另一位选手王佳雯（高一理爱

忠）也在3000公尺（公开赛）赛事中荣获第五

名佳绩。 

此外，跨栏选手黄沁玉（高二文商智）在

100跨栏项目预赛中以第7名成绩进入决赛，并

在紧要关头奋力冲拚，最终以微差击败对手夺下

铜牌，发挥超水平的表现！ 

男甲代表选手颜仲信（高三理忠）参加100

公尺及200公尺比赛，成功进入决赛。马庆阳

（高二理孝）则在5000公尺（公开赛）赛事中

以黑马姿态胜出，荣获铜牌。这是他第一次参

赛，却一开

始就领先其

他选手跑在

最前面，最

后 以17分

42秒 成 绩

夺得铜牌。 

女乙方

面，林佳昕

（初二义）

荣获铅球及

铁饼银牌。

在铅球项目

中，她 以

文接上页 

 

0.5m微差取得银牌，虽难免伤心、遗憾，但却

在老师的开解下很快地调整心态进行检讨，同时

与老师约定明年的雪隆八独中田径锦标赛的夺标

目标，愈挫愈锐的精神值得赞许。 

烟霾来袭仍积极备赛 

苏爱云主任表示，在备赛的过程中，虽遇到

场地设备不足、烟霾来袭造成训练中断等困境，

但运动员为了取得佳绩仍想方设法展开练习，包

括：戴口罩训练、到体育中心展开体能训练等。

过程中，大家毫无怨言，心里时时刻刻思考着如

何让自己取得长足的跃进，以为校争光。运动员

攘括的佳绩，无疑证明了这几个月艰苦训练所付

出的努力与汗水是值得的。 

“这四天的比赛，老师们的情绪深深地被这

群活泼的运动员牵动着；无论是否得奖，他们都

无私地为队友们加油打气，让人感到欣慰。学生

从比赛中领悟到除了输赢之外，众人所展现的高

度团队精神及凝聚力，比奖牌来得更有意义。” 

组别 项  目 奖牌 得奖学生 成绩 

女乙 
铅球 

银 林佳昕（初二义） 
9.76m 

铁饼 23.34 m 

男甲 5000m（公开） 铜 马庆阳（高二理孝） 17分42秒8 

女甲 

800m 

金 陈可譞（高三文商平） 

2分32秒4 

（超越2012年2分34秒7） 
创新大会纪录 

1500m 

5分23秒2 

（超越2009年5分33秒3） 
创新大会纪录 

3000m（公开） 12分17秒6   创新大会纪录 

100m（跨栏） 铜 黄沁玉（高二文商智） 18秒6 

1500m 第五名 王佳雯（高一理忠） 6分05秒5 

 在800公尺及1500公尺赛事中，陈可

譞（左）分别以2分32秒及5分23秒的

标青成绩打破上届大会记录，同时摘

下女生甲组最佳女运动员奖。 

 我们全力以赴争取最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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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处供稿 

篮 球 赛 于1月19日 至23日 举

行。我校荣获男生甲组亚军、女生甲组

冠军﹑女生乙组季军。同时，陈盈洁同学

也荣获女甲最佳球员奖。 

男生甲组亚军：刘博文（高一理忠）、

吴涁演（高一文商平）、张洽铭（高一

文商平）、王镇权（高一文商廉） 曾

兴宇（高一文商礼）、颜学斌（高二理

孝）、颜杰科（高二文商平）、何瑞洪（高

三理仁）、苏永杰（高三文商信）、沈俊毅

（高三文商义）、郑利渊（高三文商平）、

潘子隽（高三文商礼） 

女生甲组冠军：黄曼仪（高一理忠）、谢巧

云（高 一 文 商 和）、林 嘉 敏（高 一 文 商

礼）、郑桂颖（高二理孝）、杨袨 淣（高二

理孝）、刘颖琳（高二理信）、陈苇恩（高

二文商义）、陈祖慧（高二文商和）、何姃

嬑（高 三 文 商 信）、洪 慧 珊（高 三 文 商

和）、陈盈洁（高三文商礼） 

女生乙组季军：苏恩茹（初一义）、王玮滢

（初一信）、陈嘉汶（初二和）、李昀葶

（初二和）、曾巾 洏（初三孝）、纪婧温

（初三义）、邱艾俐（初三和）、苏恩琪

（初三礼）、杜紫 瑄（初三礼）、林欣静

（初三礼）、林嘉雯（初三礼）、何芷倩

（初三智）  

 篮球健儿在巴生学联赛篮球赛为校争光。  

 羽球赛于1月19日至23日举行。我校荣

获男甲双打冠军﹑男甲双打季军及女甲单打季军。 

男甲双打冠军： 

王琮杰（高一文商义）、王仁杰（高二理信） 

男甲双打季军： 

郑暐霖（高二理忠）、连爵礼（高二文商廉） 

女甲单打季军：刘依筠（高一文商礼） 

 羽球校队获佳绩。  

女生18岁组第 2 名：陈可譞（高三文商平）；第5

名：王佳雯（高一理忠）；第17名：倪靖欣（高一

理爱） 

女生18岁组团体季军：王佳雯（高一理忠）、倪靖

欣（高一理爱）、陈婉琳（高一文商和）、陈可譞

（高三文商平） 
文转下页 

 

越野赛跑于1月31日举行。

我校荣获男生18岁组团体冠军﹑第三

名﹑第五名﹑第六名﹑第十七名﹑女生

18岁组团体季军﹑第二名﹑第五名﹑第

十七名。 

男生18岁组第3名：梁硕灵（高一理

爱）；第 5 名：马庆阳（高二理孝）；

第6名：林迂光（高三理仁）；第 17 名：林

哲宇（高一理爱）  

男生18岁组团体冠军：欧阳睿弘（高一理

忠）、梁硕灵（高一理爱）、林哲宇（高一

理爱）、马庆阳（高二理孝）、刘祈纬（高

二理爱）、林迂光（高三理仁） 

 

 越野赛跑选手们展现丰收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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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赛于3月9日至12日举行。

我校田径队在这次的学联赛中共摘下5

金﹑2银﹑4铜，并刷新2项大会纪录。

同时，陈可譞荣获女甲最佳运动员奖。 

女丙铁饼金牌、铅球银牌、标枪铜

牌：林佳昕（初二义） 

女甲4x400m金牌：郑靖娴（高一理

爱）、倪靖欣（高一理爱）、王佳雯

（高一理忠）、陈婉琳（高一文商

和）、黄沁玉（高二文商智）、陈可譞

（高三文商平） 

女甲4x100m银牌：王佳雯（高一理

忠）、郑靖娴（高一理爱）、陈婉琳

（高一文商和）、黄沁玉（高二文商

智）、陈思伶（高二文商智） 

女甲800m金牌（破大会纪录（2:32.9s））、1500m

金牌（破大会纪录（5:18.2s) ）、3000m金牌：陈可

譞（高三文商平） 

女甲3000m铜牌：王佳雯（高一理忠） 

女甲100m跨栏铜牌：黄沁玉（高二文商智） 

男甲5000m铜牌：马庆阳（高二理孝） 

文接上页 

乒乓赛于1月26日至30日举行。我

校荣获男甲团体冠军、男甲单打冠军、男甲

单打亚军、女甲单打亚军、男乙团体季军、女

乙团体季军和非华裔女乙单打冠军。  

男甲团体冠军：苏熙肯（高一理孝）、林志

远 （高一理仁）、张力介（高一文商廉）、

蔡杰胜（高二理仁）、

邓世劼（高二理孝） 

男乙团体季军：古嘉鉴

（初 一 信）、颜 苇 伦

（初 一 信）、谢 傲 杰

（初 二 孝）、郑 启 伟

（初 三 礼）、苏 韦 豪

（初三智） 

女乙团体季军：蔡婉莹（初一仁）、林芷瑜

（初一爱）、黄竑莹（初一爱）、佳璇（初

一义）、陈玉盈（初二仁） 

男甲单打冠军：林志远（高一理仁） 

男甲单打亚军：苏熙肯（高一理孝） 

女甲单打亚军：邓昕怡（高一理忠） 

非华裔女乙单打冠军：佳璇（初一义） 

 乒乓选手们凯旋而归。 

 

 

 田径校队健儿荣获佳绩，并刷新2项大会纪录。 

排球赛于4月20日至24日举行。我

校荣获男生甲组冠军、女生乙组季军。 

男生甲组季军：杨懿菘（高一理爱）、叶凯

钲（高 一 文 商 和）、蔡 海 恒（高 一 文 商

礼）、谢嘉贤（高一文商廉）、杨暐健（高

一文商智）、程尧亮（高一文商智）、邝信

谦（高 二 文 商 义）、刘 伟 贤（高 二 文 商

廉）、蔡庆华（高三理忠）、洪义茗（高三

理仁）、陈得靖（高三文商义）、陈聚霖

（高三电子工程班） 

女生乙组季军：张丝敏（初一忠）、张芷珊（初

一 孝）、林 慧 婷（初 一 信）、吕 立 颖（初 一

义）、关颖彤（初一廉）、杨佩琪（初二仁）、

吴若昀（初二仁）、苏婧怡（初二仁）、洪思琪

（初二和）、何秋怡（初三爱）、林淑玲（初三

义）、郑懿雯（初三和） 

 排球校队在巴生学联赛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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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赛于我校学生林志远

（高一理仁）和苏熙肯（高一理孝）于

年3月9日至13日参加雪州学联乒乓赛，

荣获男甲团体亚军、双打亚军、单打亚

军。 

 

 

 

 

 

 

 

 

 

男甲团体亚军、双打亚军：林志远（高一理

仁）、苏熙肯（高一理孝）  

男甲单打亚军：苏熙肯（高一理孝） 

 越野赛跑健儿在雪州雪联赛收获满满。  

体育处供稿 
越野赛跑我校学生于2月12日参加雪

州学联越野赛跑，荣获男甲团体冠军、个人第六

名、个人第十一名、个人第十二名、女甲团体冠

军、个人第四名和个人第十五名。 

男甲团体冠军：林迂光（高三理仁）、马庆阳（高

二理仁）、梁硕灵（高一理爱） 

女 甲 团 体 冠 军 ： 陈 可 譞（高 三 文 商 平）、王 佳

雯 （高一理忠） 

男甲个人第6名：林迂光（高三理仁）；个人第11

名：马庆阳（高二理仁）；个人第12名：梁硕灵

（高一理爱） 

女甲个人第4名：陈可譞（高三文商平）；个人第

15名：王佳雯 （高一理忠） 

羽 球 赛
我校学生柯庄

意（高 二 理

仁）和王琮杰

（高 一 文 商

义）于 年2月

4日 至7日 举

行。荣获女生

甲 组 单 打 亚

军、女生甲组

双打冠军、男

生甲组双打季

军。 

 

 柯庄意(右)荣获女生甲组单打亚

军、女生甲组双打冠军。王琮杰

（左）则荣获男生甲组双打季军 。 

 

 林志远（右）及苏熙肯（左）在雪州学联赛获得佳绩。 

韵律操赛我校学生苏敏雯（初

三信）和郑恩婷（初二信）于年3月2日至6日

参加雪州学联韵律操赛，荣获球项目银牌，

彩带项目第五名，双棒项目第六名，个人总

成绩第四名、团体总成绩第三名。 

球银牌、彩带第5名、双棒第6名、个人总成

绩第4名、团体总成绩第3名：苏敏雯（初三

信） 

团体总成绩第3名：郑恩婷（初二信） 

 苏敏雯（左）及苏熙肯（右）在韵律操赛有不错的表现。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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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径 赛 我

校学生陈可譞（高三

文商平）于年4月13日

至16日代表巴生县参

加雪州学联田径赛，

荣获女甲800m金牌、

1500m金 牌、3000m

银牌 。 

 

 陈可譞在田径赛满载而归。  

排球赛我校学生于5月11日至15

日参加雪州学联排球赛，荣获男生乙组亚

军、女生乙组亚军、男生甲组季军、女生甲

组冠军。 

男生乙组亚军：黄暐量（初二和）  

男生甲组季军：叶凯钲（高一文商和）、杨

暐 健（高 一 文 商 智）、洪 义 茗（高 三 理

仁）、陈得靖（高三文商义） 

女生乙组亚军：吕立颖（初一义）、 吴若昀

（初二仁） 

女生甲组冠军：陈静虹（高三文商义） 

 排球校队为校争光。 

体育处供稿 

越野赛跑我校学生林迂光（高

三理仁）和陈可譞（高三文商平）于3月07

日代表雪州参加全国学联越野赛跑，荣获男

甲团体冠军、女甲团体亚军、女甲个人第13

名。 

 

乒乓赛我校学生林志远（高一理

仁）和苏熙肯（高一理孝）于3月15日至19

日参加全国学联乒乓赛，荣获男生甲组团体

冠军﹑双打冠军。 

 

田径赛我校学生陈可譞（高三文

商平）于5月10日至14日代表雪州参加全国

学联田径赛，荣获1500m公尺铜牌。 

 林迂光（右）和陈可譞（左）在

全国学联越野赛跑获得不错的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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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乐仪老师整理 

8月28日(星期五)我校14名高初中学生参加的

第三十六届（2015）雪州华小中小学学生户外写生

比赛载誉而归，为校争光。是项活动由雪州华校教

师公会与雪州皇城艺术家协会联合主办、《星洲日

报》协办，在沙亚南高尔夫球俱乐部举行，并于9

月16日（星期三）在巴生博雅艺术中心举行颁奖

礼，由拿督黄景裕赞助，文鸟贸易有限公司报效奖

品。 

这项比赛吸引雪州10所中学与37所小学，总共

470名学生报名参与，破参赛纪录。主办当局特邀

巴生艺术协会顾问吴文正、雪州皇城艺术家协会会

长吴亚鸿以及秘书陈艾霙担任评审委员。我校得奖

同学如下： 

初中组特优：关孟意（初三智） 

优秀奖：吴静儿（初三智）、张岱安（初一忠）、 

        陈永盛（初三廉）、颜彤钰（初三平）、 

佳作奖：林佳韵（初三廉）、刘凯铷（初三廉）、  

        沙芝伶（初三智） 

 

高中组特优奖：翁柳艳（高三文商信）、 

              吕伟祥（高三文 商信）、 

优秀奖：陆慧欣（高一文商和）、张玮恬（高三文 

        商信）、陈捷皓（高一文商义）、陈彩倪 

       （高二理忠） 

 第三十六届雪州华小中小学学生户外写生比赛，我校学生载誉而归，为校争光。左三起为李增注老师和谢金聪老师。 

文转第17页 

雪州华校教师公会主席吴爱月表示，颁

奖礼选择在916马来西亚日举行，主要是这

是个富有意义和纪念性的日子。她说，尽管

家长担忧红衫军作乱，生命受到威胁等而要

求改期，不过她认为没有必要:“时势造英

雄，动荡时代可以产生更伟大的作品，激发

创作灵感和潜能。” 

雪州皇城艺术家协会会长吴亚鸿致词时

表示，此次的参赛作品令人感到满意，作画

水准也大为提升，其中又以小学生不受技巧

约束，画作方式较自由奔放。 

“写生也是爱好美术的同学必备的能

力，因为许多创作灵感，都来自于大自然，

也希望大家欣赏大自然的美好，从中学习爱

护周遭环境。 

当天出席者包括雪州华校高级督学陈秋

成、雪州华校教师公会顾问叶亚诚、理事黄

勇文、学术组组长刘春燕、副组长杨钰婵、

理事冯清壮、雪州皇城艺术家协会秘书陈艾

霙及总务黄俊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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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Junior  Best 3 Storyboards 

Class: Junior 2 Canberra 
Title: Treasure Island 
Gan Xue En, Mabeth Tan Oon Ling, Chin Yen 
Jun, Foo Xue-Ling 
 
Class: Junior 3 Washington   
Title: How I Met Myself 
Alicia Tan Sze-Ying, Ter Leong Kern, Eric Sim 
Jun Yang, Ruth Lim Jia Yun 
 
Class: Junior 3 Washington  
Title: How I Met Myself 
Chan Ying Ting, Ong Yi Tian, Teresa Wee Si 
Pei, Felicia Chair Sha Ling  
 

Category：Junior  Consolation Prizes 

Class: Junior 2 Manchester  
Tite: Rumpelstiltskin  
Pua Ying Ling, Kok Sing Yee, Jeanie Ong Jing 
Yin, Ang Xin Tian, Lim Shin Yee 
 
Class: Junior 3 Birmingham   
Title: How I met myself 
Tan Pin Shyuan, Lee Sze Yi, Lee Jia Wei, Chan 
Jia Ying  
 
Class: Junior 2 Ottawa 
Title: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Kong Sherman, Tan Wei Hang, Jay Chong Mink 
Jhung, Lee Sau Quan, Tee Kai Xian 

Winners of Best Storyboard, 2015 - Senior Category 

Winners of Best Storyboard, 2015 - Junior Category 

Reported by ELC 

Story board competition was held for the first time 
by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this year. Students had 
show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 literature text in          
sequential drawings in a creative way. 

Storyboards, usually in sets of sequential drawings 
to tell a story, are a powerful way to visually present  
information. They are widely used because pictures  
combined with text offer rich information that can      
entertain and inform. The pictures can be simple         
cartoons, photographs, or sophisticated technical        
diagrams. The story is broken into bite-sized chunks so 
that the information in each cell is focused without     
distraction. For the reader, it allow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visual context to be absorbed in a fun,        
engaging way. 

Through the storyboard, students convey what they 
think are the six main events in the story. The pictures 
and the text support and reinforce each other; together 
they tell the whole story.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competition is to encourage students’ literary taste and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 lifelong love of reading. In 
doing so, it helps to promote new and constructive ideas 
in writing creatively in a fun way. The challenging part 
of this competition is where students have to illustrate 
exposition, rising action and conflict, falling action and 
resolution in an in-depth six frame storyboard.  

The competi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 
Junior and Senior. Each team comprises not more than 5 
members. The story must be based on a story/novel read 

and each frame must include a descriptive written     
summary not more than 50 words. This competi-
tion has   provided students with space and time 
to work together on creating their storyboards 
and gain collective knowledge from their peers 
and also teachers in the process. Students have 
shown great collaboration in producing good 
pieces of storyboards. Team work, together with 
a lot of guidance from the teachers helped along 
the process.  

The judges found it difficult to select the 
winners as many of the storyboards from the 
short list were truly the most creative pieces. Par-
ticipants had shown a lot of creativity and collab-
orative work in producing good story boards. 

The award giving ceremony was also held 
on the 2nd September 2015 at the English  Lan-
guage Centre. Winners were given certificates 
and also books sponsored by Scholastic Malaysia 
Sdn Bhd. We als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our sponsor for their continuous support.. 

Once again, congratulations to all winners 
and participants of the Storyboard Competition, 
2015. Below is the list of winners for Junior and 
Senior categories.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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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透视法表达 
翁柳艳（高三文商信，高中组特优奖） 

  这次写生比赛，我主要尝

试运用了“透视法”来描绘建

筑，并勾勒大片天空衬托风

景。感谢这六年来透过写生提

升自身的观察能力与作画技

巧，荣获特优奖，我感到喜出

望外！ 

文接第15页 

针笔素描方式呈现作品 
吕伟祥 (高三文商信，高中组特优奖) 

  这次的比赛主题是写生沙阿

南高尔夫俱乐部，我采用针笔素

描方式呈现作品，细心刻画该俱

乐部的优美风景。 

  获得佳绩，我感到非常荣

幸，也特别感谢美术老师们一直

以来给予我们的细心指导和建

议，我们才能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Category：Senior  Best 3 Storyboards 

Class: S3 Washington    
Title: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Lee Kwan Shen, Goh Ci Hang, Kee Rong 
Swen, Lee Sin Yee, Wan Yee Shin 
 
Class: S1 Wellington    
Title: 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 of 
Azkaban  
Tang Yun Wen, Chan Mei Xuan, Lee Jia An, 
Lee Yin Xian, Lee Jia En 
 
Class: S2 Wellington    
Title: Raplh’s story  
Tay Yong Kang, Ching Qing Haor, Tang Xian 
Hui, Chung Ker Li, Wong Ying Jia, Lee Shun 
Hong  
 

Category：Senior  Consolation Prizes 

Class: S2 Ottawa    
Title: Raplh’s story 
Lee Wen Yi, Yew Wei King, Kee Kher Wei, 
Lee Yi Hui, Thai Nien En, Cha Xin Ying 
 
Class: S2 Athens   
Title: Robbot’s story 
Lim Ying Hui, See Wan Qing, Tan Eee Hang, 
Samuel Toh 
 
Class: S2 Toronto  
Title: Claudia’s 
green pyjamas 
Ng Ann Miao, Tan 
Wei En, Han Yee 
Mum, Soo Guan 
Kiat 

文接上页 

This is what the winners of the Best Storyboard 
(Junior Category) have to say: 

  “When we were first informed that we had won the 
Best Storyboard for Junior Category, we were actually 
surprised and also thrilled. We never thought that we 
had the chance to win. We tried our best in doing the 
storyboard and often met after school to complete our 
project. We faced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but 
because of our strong teamwork, we managed to com-
plete it on time. We gained new experience such as be-
ing more creative and also improving on our teamwork 
skills through this project. We are really honoured to be 
chosen as one of the winners and we thank our teacher, 
Ms Evon for her guidance and feedback and also our 
friends.” 

(Gan Xue En, Mabeth Tan Oon Ling, Chin Yen Jun 
and Foo Xue-Ling - J2 Canberra)  

Some of the students’ creative pieces from the Junior category.  

 

Creative pieces from the Senior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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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乐仪老师报道 

历史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是教师
传播历史教育的重要前提。爱因斯坦曾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学习提起兴
趣才可能更好地投入到课堂中、取得理想的
学习效果。 

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以达教育目的？21世纪，面对平均
“每5年一个新世代”的学生，教师应跳出传
统教学法，充分挖掘历史知识的多样性与灵
活性，使枯燥乏味的历史形象化与生动化，

使青少年对所谓“事不关己”、沉重、古
老的历史产生兴趣，体会历史趣味教学的
无穷魅力。 

让我们一起分享：我校黄晓云老师如
何以初中历史专题报告延伸历史趣味教学
法，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符彩英老师如
何颠覆以往传统灌输式的课堂教学模式，
通过“高中课堂分组教学”启发学生思
维、加强学生的求知欲望，让学生从被动
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学习的主人。 

符彩英老师（历史科教研组组长） 

回顾历史课的教学，20世纪

70年代到90年代一直以课堂讲解

为主，教学内容以课本教材为中

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以老师

的分析及阐述为主，整个教学过

程中，都由教师掌控了教学环节

的组织，学生是处于被动的地位。 

经过时代的洗礼，至今历史科务实求真、紧

跟时代的要求，教师需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

观念，提倡以学生为主体，把学习交予学生，我

通过高一文商平、义和廉班的历史“课堂分组教

学”达致上述教育理念。 

在筹备过程中，我交由学生自行分组、选出

组长，一个大组再分二个小组（四人一小组）。

各组再依照老师拟好的12个主题进行抽签，如：

太平天国、英法联军、洋务运动、日本侵略中

国、中国抗日及西安事变等等。主题确定后，各

组成员必须分配好工作，在老师指定的一节课于

课堂进行讨论及设计，限于一周内将作品交上。 

接着，老师进行第一环节评量，评分标准

为：内文简介、创意性、用心制作及资料的丰富

性等。第二节段的评量是主题讲解，相关组别需

各派一位代表到台上简介主题内容，每组限时5至

8分钟。过程中，学生反应积极、十分投入，分组

讨论时大家都会预先准备好资料，好好利用一节
文转下页 

 

 小组成员针对所抽的主题于课堂进行讨论及设计，

并限于一周内交上作品。  

课进行讨论及设计，并于预订的时间交上作业。 

第二环节的口头呈现，犹如学习中的预

习，当老师授课时再进行分组抢答，由于同学

们已做好了预习，问答环节反应特别好、大家

都积极抢答。最终，以学生构建自主、能动、

能讲及合作为主的教学模式逐渐形成。 

特别值得分享是，课堂分组教学模式要求

学生必须在几分钟内总结课文内容，讲授过程

中，我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原则是“要讲，就要

让大家听得懂”，不然就失去讲述的意义，从

中培养学生的分析与表达能力及学会尊重聆听

的礼仪。 

从上述的创意教学中，我将“多元性评

量”在学科中落实，多元评量充分拓展学生的

多元智慧，如：演讲、组织、绘画和设计能力

等。唯一的缺点是课时不足及教学进度无法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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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这是老师在教改上的一大

难题——如何全面兼顾创意教

学与教学进度，这是未来大家有待努力之

处。 

最后，我希望往后的教学再续继研发、

慢慢趋向实际应月、能力、兴趣及高思维能

力训练的培育，创意教学这条路仍要

续继走下去，大家加油！    

文接上页 

黄晓云老师（历史老师） 

我让学生进行的学习活

动是初二历史单元三《英国

势力入侵马来半岛》中的一

个环节：介绍海峡侨生的文

化。这项教学活动源自于董

总的初二历史作业活动，惟原

题是让学生参考维基百科网站简介海峡侨生的

其中一项文化（食品、服饰、茶具、婚礼等）

并配以至少一张图片或照片说明。我把学生分

成小组，指导他们以分组制作剪报的方式简介

“峇峇娘惹”的其中一项文化，如：族群简

介、饮食、服装、刺绣、鞋子(珠绣鞋) 、宗

教、婚礼、葬礼、生活用品、名人介绍、休闲

活动、饰品／珠宝等。 

我的初衷是让同学转换学习模式，上一堂

不一样风景的历史课。透过趣味教学，激发同

学对我国各族文化更深一层的认识，在尊重他

族文化发展的前提下，珍惜多元民族社会的文

化财富。另一方面，也希望借着这项活动培养

同学们群体合作的共同学习模式。 

2013年，我首次尝试此教学活动，让学生

以分组制作剪报的方式呈现作业。一开始实施

时，仅建议意愿高者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活动，

不强制每位同学都必须参与。相关作品完成

后，将张贴在班级布告栏供全班同学阅读欣

赏，凡是参与的同学记一次嘉奖分数。 

同学们呈交的作品制作用心，也收获了许

多课堂以外的知识。他们的回馈鼓舞了我，让

我有信心来年继续推行，也使我认真思考更全

面、具体的方案。2014年至今我成功在所有任

教的班级全面展开活动，且每位同学都参与其

中。 

 

 同学们以分组制作剪报的方式简介“峇峇娘惹”文化。  

我利用一堂课在班上对同学讲解题目与操作

细则，再让同学们按主题类别自行分成10组，

每组约5至6人。其后，组长和组员共同选定题

目，但每组主题不得重复。为了呈现教学的多元

性，我把专题报告项目分成10至12个主题，让

同学对每个主题做更深入的探讨。每组同学有2

周时间浏览各中英文网站或到图书馆借阅相关书

籍搜寻与整理资料，然后在老师指定的课堂将所

准备的资料带来共同完成作品。 

为了让同学卸下紧张的学习节奏，我把上课

地点改在仁爱广场，每组同学们围成圆圈席地而

坐，在轻松愉快的心情下共同完成剪报，完成的

作品在老师评分后再张贴在班上的壁报分享。

2015年我继续比照同样的模式进行，今年更多

老师和班级加入，共同缔造创意教学。 

初中历史报告制作进行了3 年，我发现大部

分同学都用心制作，常常有让老师惊艳的作品，

同学们认真对待作业的态度让人感动。有同学反

映这是整学年历史教学中让他们觉得最有趣的部

分、印象也特别深刻。也有不少同学问:老师，

什么时候我们再拉队到仁爱广场席地上课？ 

历史的创意教学在一周仅有两堂课的有限时

间下推广是一大挑战，必须先规划课程进度才能

从容地进行。学生真诚与热忱的学习心态是老师

实施创意教学最大的动力，来年我会持续推广、

乐在其中。 

 

 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心情下共同完成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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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理孝以《Joshua Fit the Battle of Jericho》荣获甲组冠军的宝座。   

 乙组冠军初三智活泼生动演绎《今年夏天》一曲 。   

 以《送你这对翅膀》 一曲荣获丙组冠军殊荣的初二义。   

谢晓惠（高一文商和）、尤可盈（高一文商平）报道 

9月17日（星期四），我校于朝阳堂举办全校班级合

唱比赛决赛，赛事分为甲乙丙三组进行。进入决赛的班级

包括：甲组：高三文商义、高三文商爱、高三理忠、高二

理孝、高二理忠及高三文商平；乙组：高一文商廉、初三

信、初三仁、初三孝和初三智；丙组：初二义、初二和与

初一义。我校邀请林清福老师、张国强先生以及叶德宗博

士担任裁判。 

比赛竞争激烈，旗鼓相当、各有千秋，参赛班级都挖

空心思展现歌艺和创意。首先登场的是丙组七班，初一、

初二生虽是初生之犊，但表现毫不逊色，悠扬的歌声带领

观众进入美妙的感官享受。最终，初二义以《送你这对翅

膀》勇夺冠军。 

初三与高一班级并列乙组展开争

夺赛，初三生旗开得胜、横扫千军！

高一生可说是全军覆没，唯一一班进

入决赛，可惜最终没能赢得殊荣。初

三孝是唯一没有采用任何乐器伴奏的

班级，纯粹以歌声打动人心。今年的

初三级整体表现亮眼，出场的班级一

班比一班演出精湛，高一级同学虽败

犹荣。 

甲组高二与高三竞争激烈，可说

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学长们悦耳的歌

声引领听众陶醉其中。高二理忠别出

心裁，呈献《Flash Light》时在乌黑

的舞台上开启手电筒，灯光映照衬托

歌曲内容“I'm stuck in the dark but 

you're my flashlight，getting me 

through the night”。高二理孝技高一

筹，以《Joshua Fit the Battle of Jeri-

cho》成功摘冠。 

课外活动主任谢

锡福副校长表示，举

办全校班级合唱比赛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主要牵涉到全校的班

都组团参与，校内外

活动多，使同学难以

有共同课余时间练唱，由于只有两位

兼职音乐老师，教唱人员不足，选曲

也较缺乏经典合唱歌曲。所幸音乐老

师及合唱团领导干部都积极投入，班

导师也从中鼓励，各音乐团体会员也

积极参与训练及指挥，同学们亦乐在

其 中，校 园 霎 时“仙 乐 飘 飘 处 处

闻”。 

“为让比赛顺利进行，我们成立

了包括音乐老师及合唱团干部在内的

跨部门工作小组，初赛、决赛在相关

老师与合唱团干部的用心安排指导与

总务处、少年服务团等的配合下，同

学们都在安静有序的

 谢锡福副校长。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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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下进行比赛和聆听，悦

耳的歌声有了安静地聆听的

条件是一种更动人的画面，更美好的旋律，

这些都是这次合唱赛给人留下的美好感

觉。” 

 
自荐担任指挥 

邱诗涵（初二义，丙组冠军班级 ) 

这一首歌是林清福老

师帮我们选的，一开始觉

得它并不特别；但几次练

习下来逐渐领悟:真正能让

歌曲变得好听的因素是我

们的努力与坚持。练习

时，班上总有几个同学不

合作、不认真的练唱，但大部分同学的表现

很不错，让我感到惊讶。 

我班赢得冠军，我感到很光荣，因为要

在众多班级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我自荐担

任指挥，因为我想自我提升。学习过程中，

林老师教导我许多知识，当指挥具有压力，

如果出错将影响同学们的表现。经过这一场

比赛，我觉得班上同学的友谊升温，同时促

进团队合作精神。 

文接上页 

  冠军 亚军 季军 

丙组 初二义 

《送你这对翅膀》 

初二和 

《快乐天堂》 

初一义《旅程》、 

初一仁《Hitch Your Dream To 

The Morning Star》 

乙组 初三智 

《今年夏天》 

初三孝 

《Siyahamba》 

初三信 

《My Heart Will Go On》 

甲组 高二理孝 

《Joshua Fit the Battle of 

Jericho》 

高二理忠 

《Flash Light》 

高三理忠 

《今年夏天》 

 

采取有效的训练方式 
蔡颖莹 ( 初三智，乙组冠军班级 ) 

选择《今年夏天》这首歌参

赛，是因为我们认为这首歌很适合

初三阶段的情怀，歌词充分表达了

大家走过初中三年的心声，同学们

比较能够产生共鸣。歌曲的和音部

分具有层次感，十分悦耳！ 

我是班上唯一的合唱团团

员，因此成为带领班上同学参赛的负责人。展开练

习时困难接踵而来，由于所有同学都不曾学过合

唱，因此一开始大家的音准和声量都不理想。此

外，漫长的练习时间也让部分同学感到厌倦、不合

作，导致拖慢进度。后来，我们调整练习时间并采

取更有效的训练方式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当知悉我班荣获冠军后，我感到非常感动，长

期的练习以及大家所付出的努力得到认可。这是我

班第一次在班际团体比赛中得到冠军，心中的喜悦

非笔墨所能形容。经

过这场比赛，全班同

学的感情比之前更融

洽、班际更团结！ 

 邀请到资深的音乐老师担任合唱比赛评审老师。右一

起为叶德宗博士、林清福老师及张国强先生。 

 

 台上精彩的演出让与会大众拍案叫好，掌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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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乐仪老师采访 

校史是一所学校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是学校建校、变迁发

展和壮大过程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留史、资政、育人”的重

要作用。校史研究与编纂需学术与人文兼具，可“彰往而察

来”；一所学府如果大量丧失历史记忆，就不能准确认识自身定

位，难以对未来发展作出选择和判断。校史研究有利于再现办学

传统与延伸素质教育、推广优良学风；也有利于增强校友对母校

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获取社会资源，是抚今追昔、兴利除弊、与

时俱进重要指针，其意义不可小觑。 

本期《兴华人》专访我校校史主编徐威雄校友，一窥兴华校

史编纂之宗旨、流程与精神面貌。 

1. 请问你是在怎样的机缘下加入校史编

委？ 

兴华从一开始就有修史的传统，立校

初始的《兴华年鉴》早有意识且有计划地

编年纪事，这在我国华教史上很少见。可

惜《年鉴》只做了四年，便因时局不靖而

停顿。书写校史是已故郑瑞玉校长未竟的

夙愿，她曾在兴华创校五、六十周年时曾

提出校史工作计划。很不幸，2012年2月

郑校长病逝，该计划搁置下来。后来黄秀

玉校长与董事会商议后，

决定完成此意义深远的工

作并纳入学校议程。除了

有系统地妥善保存兴华珍

贵文献与文物，也总算完

成郑校长遗愿。 

近十几年来独中都认识到校史的重要

性而展开校史整理工作，其中以尊孔独中

表现最出色。2012年5月，我受邀到尊孔

校史座谈会主讲，座谈会结束后黄秀玉校

凝结光辉的名字  

长和几位副校长过来和我聊起兴华校

史，希望我能够过来兴华协助校史的编

委工作。 

我有幸受到母校的青睐，应该是基

于我的专业领域也是之前参与过相关工

作，具备一定的经验。当然，我也是兴

华校友，能够为母校编纂校史深感荣

幸，所以思考后就答应下来。同年9月份

我们成立校史编委会，当时我提出一个

要求，必须聘请一个全职校史专案执行

员协助作业。 

 

2. 兴华校史系列共有三大册，日前已推

出 卷 一《风 ： 兴 华 图 志》与 卷 二

《雅：兴我华胄》两大册。两大册各

厚 达370多 页，内 容 丰 富、排 版 美

观、印刷精致。即将推出的第三册预

计厚达800页，在我国华校校史研究

上可谓空前。请分享编委会对校史研

究的构思与策划过程？ 

《  》 

 有系统地妥善保存兴

华珍贵文献与文物，

完成郑校长遗愿。 

校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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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转下页 

一开始校方构想在2012年创校65周年

推出校史，但我觉得太仓促了，便建议66

周年才推出，才有充裕的时间展开作业。

校方对校史非常看重，编委会成立后，由董事长

丹斯里杨忠礼博士、潘斯里陈开蓉、署理董事长

拿督李平福、董事会总务苏顺昌、校长黄秀玉组

成阵容强大的顾问团。 

正式展开汇集史料工作后，2013年上半年我

基于资料庞大、内容丰富，若集一册出版会非常

厚重、部分被迫割舍的资料也未免可惜，因而提

出了调整出版计划。编委会经过商议后，最终拍

案将校史拆成：《风》《雅》《颂》三册出版；

《风：兴华图志》属于历史图片集，《雅：兴我

华胄》是口述历史与缅怀文章的合集，《颂：兴

华春秋》则是兴华历史的记录与论述。 

我们原定于2013年年底先推出《风》《雅》

两册，但因工作繁重而延迟出版；最早是第二册

《雅》在2014年3、4月份结集，第一册《风》也

在同年6、7月间诞生了，这两册于8月23日的校友

回校日正式推出。2014年8月，编委会开始投入第

三册《颂》的编纂工作，同样也是编务工作的繁

重，出版日期几次展延，今年年底终于能与大家

会面。 
 

3. 校史研究和编纂，所涉问题繁杂，既关历史又

关人情，非常考究撰史者的功力。身为主编任

重道远，你如何展开搜集史料、筛检、考究及

编纂工作？ 

过程的确不简单，我们几乎重头开始整

理、建立档案。前面半年，执行员每周有三四

天到国家档案馆翻查资料：从1947年中华学潮

开始，所有的报纸一页一页地翻查，滴水不漏

地搜集相关报导。经过半年地毯式的搜索，我

们找到很多的宝贵材料，就单举杨董事长的资

料来说吧，早年杨董

事长担任学生会主席

的 致 词、诗 作《赠

言——给 吕士森 同

学》（《雅》pg28）；初二时写的文章《雪耻

图强》（《雅》pg21），时间久远，可能连董

事长本人也遗忘了，没想到竟然能“重新出

土”！ 

由于早年资料严重缺乏，佚失不全，造成

校史撰写的困难，我们曾经两次通过报章发动

征集文献与文物运动，引起巴生华社的关注，

其中创校人魏君连的儿子魏国强就因看到报章

而联络上我们，再由他引介到另一创办人陈学

典的后人，就这样一个牵出一个，他们都无私

成立编委会， 

组强大顾问团 

滴水不漏、 

地毯式的搜索宝贵材料 

 



 

HIN HUA MONTHLY        2015年 10月号     
 

24 

地献出许多珍贵的老相片与书册为校史研究提供

了宝贵资料。 

接着，我们将征集到文献与文物进行整理、

分类与建档。第一册《风》历史图片集方面，得

从上万张照片里挑选一千多张具代表性的相片，

还得在下文字说明时一张一张考究其年代背景、

人物、事件等。此外，也到学校行政各处调动资

料，如：早期手写重要文件、追踪散佚不齐的资

料等。另一个工作是做口述历史，我们大量的采

访老校友、老师，或是举办校史座谈，这些都是

耗时间与精力的繁重工作。但如果不么做，时间

久了再也追溯不回来，校史恐怕就很难建构起

来。 

可以这么说，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口述历史

的采访等工作，不仅是为了出版三册校史著作而

已。它其实是及时地抢救并保留了很多兴华珍贵

的文献，同时也为兴华建立起整个校史文献档案

的架构，并奠定了往后建立校史馆的基础。 

 

4. 你觉得当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刚开始时，人手不足是我们比较吃紧的地

方，因为资料整理的工作是非常庞大的。后来学

校陆续请了齐荟、美娥与志强过来帮忙，解决了

人手不足的问题，使得工作更为顺利，内容也更

 右图：徐威雄校友展示及解说收集到的历

史照片。 

下图：创校第一年出版的年鉴，是我国华

教史上珍贵的历史文献，极具意义及纪念

价值。 

为丰富。 

此外，资料搜集只是初步工作，只有经过整

理、分类、编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能获

得最真实、有用的资源。一些材料的散佚、或找

到材料却没办法确定时间、无法完整考证等都相

当棘手。 

 

 

 

展开口述历史、人物专访与校史座谈时，对

德高望重、阅历丰富、年迈体弱的老校友，更要

“只争朝夕”。当年创校（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

代初）的第一批学生，如今还找得到的大概不出

十个。其中，90多岁的前兴华小学老师陈春玉，

由于年迈记忆已经模糊，其家人表示“如果你们

早一年来就好了，那时她还记得”，这些都是让

人扼腕叹息的事。第一批创校学生中，除了杨忠

礼董事长，要数80多岁的潘崇辉记忆力最惊人，

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这些老校友都

很热情，十分热心帮忙。 

五、六十年代的文献文物奇缺，可喜的是

五、六十年代那批校友：黄光里、周金己、尤瑞

泉、陈志清等后来陆陆续续提供了很多资料，给

予我们很大的帮助。 

《雅：兴我华胄》是口述历史与缅怀文章的

合集，需要采访、腾稿与修饰等。我们向资深老

师邀稿、请校友写回忆录，不拘特定主题，题材

文接上页 

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口述历史的采访等

工作，奠定往后建立校史馆的基础。 

对年迈体弱的老校友 

口述历史更要“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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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转下页 

可以多方面呈现兴华风貌。《雅》收录了100多篇稿，平均每10个受邀稿者只有

四、五个会答应，即使答应供稿了背后不确定的因素也很高，导致后续的工作繁

杂。在频繁邀稿、追踪、催稿后；收到的稿件还得在尽量保持原貌的前提下展开修

饰、裁剪，誊清错别字。首两册原定2013年年底截稿，但直至2014年农历新年

后，我们还在等著几篇拖延的稿呢。 

我们锁定邀稿的对象个别代表某个领域、某个年代，一些长辈早已移民国

外，必须通过电话追踪至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如：移民中国的李添水，董事长

特别交代我要找他写，几番联系下后来没写成，

主要是因为老人家上了年纪、写不来了。香港的

陈贵川，是我在整理资料时偶尔发现一封信函上

有其电话，顺利通过电话联系上。80多岁老人家

听说母校筹备出版校史很是高兴，满口答应并很

快就完成文稿，同时捐赠许多宝贵的照片给学

校，十分难得。 

大体上兴华校友都很不错、认真看待邀约，

答应了都能交稿，反映了他们对母校的真挚情

感。 

至于第三册《颂：兴华春秋》已将结集，其

中最困难的是“资料篇”的整理，包括了历届教

职员资料、课程表、历届学生人数等。由于整个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资料散佚，追踪与编纂工程

加倍辛苦、困难重重。很多资料是从往后七、八

十年代的文献资料中慢慢拼凑，撷取一鳞半爪，

犹如大海捞针。例如历届教职员资料表，玉雯就

耗费了近半年来整理与勘误考证，其难度可见一

番。 

 

5. 校史工作奋斗三年，有什么感触？有哪些特别

值得分享的事？ 

三年的校史工作，难忘的事情很多，举些例

子，我们不断跟史料斡旋，一些数据、资料一开

始苦于缺遗，“踏破铁鞋无觅处”，往往花了几

个月翻箱倒柜，却也常会忽然间“得来全不费功

夫”，那种高兴非笔墨所能形容。例如，编第二

册《雅》时，为了找出1981年兴华首次勇夺全国

三语演讲比赛高、初中组冠军的历史性照片；我

在资料库几千张照片里前后翻查了4次，就在要放

弃的时候，这张照片却突然间自己“跑”了出

来，感觉实在很奇妙。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经

 《风》《雅》两册于2014年8月23日的校友回校日正式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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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过三年仔细翻查与考究，校史里很多原本空白的地方，我们已尽量地

把资料一条、一条补上了。但五六十年代的空白还是很多，实为一大

缺憾，希望往后在史料、文物上能再次有大发现。 

我发现早期兴华的老照片特别漂亮，素质非常好，推想应该是创

校的张联宗校长等人为了给后人留下历史记录特有意识地找来专业摄

影师来拍摄。此外，很多老学长姐主动的帮忙、提供资料或各种线

索，这些都特别让人感动。 

 

6. 你个人对出版兴华校史的定位、期望、预期的社会贡献是什么？ 

我很高兴为母校历史做整理、完成郑校长的遗愿，也为兴华校史

档案管理及往后的校史馆打下基础。这三册校史并不同于一般的纪念

特刊，而是一部具有学术水平的专业论著。这样的意义在于，它不但

能够提升兴华校史的可信度与人文价值，也将把兴华推向国际学术研

究领域的视野，成为后人欲了解大马教育及华教历史的参考范例。 

这三册凝结成一个光辉的名字——兴华。它记载

了兴华近70年以来丰富的生命历程，承载着许许多多

兴华人同歌共泣的集体记忆，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董事

会及校方的全力支持与信任，放手让我们处理编纂工

作。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工作团队，大家都为大马华教史做出了贡献。 

《风》《雅》《颂》凝结成

一个光辉的名字——兴华 

 

 上图：由兴华学生自编

自办的兴文文集在马华

文学史上颇有地位，成

功带动本地文艺风气。  

右上图：徐威雄校友：

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工作

团队，大家都为大马华

教史做出了贡献。 

 徐威雄校友主持编委会议。左一起：谢锡福副校长、苏进存副校长；右一为陈玉雯（校史专案执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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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雯（校史专案执行员） 

兴华校史主编徐威雄是我大专时候的老师，

教导我们《史记》和《论孟》。许多同学好奇我

怎么会和老师一起工作，话要回到三年前我刚毕

业回国待业，某日碰见徐老师说兴华编辑校史正

需要一位执行员，九月中我就到兴华上班了。 

当时很多华校踏入百年之秩，编撰校史成

风，华校校史是华人文化历史重要的篇章，尤其

是长期被排拒在官方历史话语之外的华人历史，

校史的编撰虽然只是历史的跬步，却是非常有意

义的工作。兴华校史三大卷由图片集锦，访问、

座谈、缅怀文章，和历史论述三部分组成；第三

卷再细分组织篇、通史篇、典章篇、资料篇、文

献篇五个篇章。 

  五十年代中期的师生合照。前排中为黄耀恢老师。    

文：徐威雄博士 

五十年代中期师生合照     图 说 兴 华 

回想徐老师给我们上课，这也许是得自史

记的启发，以不同性质和内容的体例相辅并

证，合卷通观一个更为完整全面的兴华，这是

兴华校史编撰工作方面的新尝试和特色，也许

可以作为日后修撰校史的一个标杆。 

孔子述春秋而不作，如果我们细心翻阅，

不难发现当中的春秋笔法，即使图片集，也寄

大义于微言。史学出身的徐老师以他专业的历

史意识为兴华校史执笔，他心思缜密，勇于尝

试，而且经常留校工作到很晚，以一个员工的

视角仰望有恭维之嫌，侧观却也不像张爱玲

《年轻的时候》里的潘汝良，最后再也不画他

心仪的侧脸，至少在我而言，工作三年，是个

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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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奕骏（高一理仁）报道 

10月5日至6日，尽管教育部宣布停课，

烟霾无阻独中初三及高三毕业考！我校逾千

名考生赴校考试，校方及学生也体现大爱无

私精神，一早煲凉茶给考生及监考教师，抵

抗烟霾的危害。高一级学生自治会的同学在

林爱心老师和庄丽琴老师的带领下，展开了2

天派凉茶活动，协助考生健康应考。 

苏进存副校长指出，参与初三及高三毕

业考的考生约有千人，考试从10月5日至8

日。“考试时间从早上8时开始，最迟至中午

12时结束，视乎科目而定。考试没展延，主

要是因为政府考试没有因为烟霾而调动，所

以学校只能按照原有的时间表进行。” 

为了让考生不受烟霾困扰，高三考场设

在冷气大礼堂进行，初三考场则设立在冷气

课室。 

高一级学生自治会在仁爱广场举办派凉

茶活动，为考生和回校监考的老师熬制凉

茶。为了不耽误考生的时间，负责同学在清

晨6时就到校展开煲凉茶工作，以便能在考前

供考生饮用。部分理事和宿舍生甚至在前一

晚已经熬制几锅凉茶，以便第二天可以顺利完

成任务。 

自治会同学积极展开活动，大家轮流分

配工作，包括：煲凉茶、站岗派凉茶及清洗

杯具等。是项活动每日分两轮进行，一次是

考试前，另一次则是考试后，希望考生们喝

了凉茶，免受烟霾影响而生病。 

 

每一杯凉茶都饱含爱心       
颜明敏（高一理孝，高一级学生自治会主席） 

整个月来，全校师生一

直饱受烟霾影响；甚至烟霾

日益严重导致停课，但我校

的初三及高三生仍需要回校

进行毕业考。为了发挥关怀

友爱精神及提供同学们为校

服务的机会，高一级学生自

 高一级同学一起熬煮爱心涼茶。右四为林爱心老师。  

 我 们 熬 的

凉 茶 都 是

真 材 实

料。中 间

为 庄 丽 琴

老师。  

 

治会在该级老师协助下，发起了分派爱心凉茶活

动。 

回顾筹备流程，从前一晚召集人手开始煮凉

茶到隔天早上把凉茶递给同学们喝的那一刻，感

觉整夜的辛苦都不算什么了。我觉得很有成就

感，真的很感谢老师与理事们以及所有前来帮忙

的同学们。感恩大家百忙中抽空来服务，真的辛

苦了！ 

短短几天的相处，大家有说有笑，每一杯凉

茶都饱含爱心。这一段回忆永远留在心里，有心

就多一份体验，参与就多一份满足，当众人全心

全意团结起来投入服务，任何困难都不是困难了。 

 凉茶很够味，谢谢学弟妹的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