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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
物理、9A

华文、地理、
8A

生物、化学、
6A

电机学、工业
英文、5A

经济、10A

华文、8A

地理、8A

生物、8A

历史、7A

生物、7A

高中数学、6A

商业学、5A

2015年第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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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成绩全国特出考生荣誉榜，我校有15名考生入
围，共荣获20个奖，为校增光。其中李晟表现最
为特出，获得3科的特出考生荣誉。

经济、5A

商业学、4A

工业英文、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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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7%，比较2014
年来得高，同时也高于全国90.36%的及格率。全
国高中考生各科成绩平均及格率是87.64%，我校
则取得96.64%的及格率。

Website: http://www.hinhua.edu.my E-mail: hinhua@hinhua.edu.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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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人数

李

俐(9A)

黄暐雯(9A)

2016年 3月号

姓

名

10A (1人)

林纪鸿

9A (5人)

李俐，李晟，黄暐雯，郑尊仁，林彦廷
郑理轩，陈彩妤，陈静怡，谢秉翰，伍迎祯，杨洁茜，叶学谦，黄子倇，
蔡缃禾，林慧敏，许盈瑄，黎家亮，黄曼宁，陈绮玟

8A (14人)
7A (15人)

吕伟祥，陈洁怡，庄薇潼，吴雪丽，李荣豪，郑以璇，洪宇棱，陈威翰，
蔡侄妧，廖政彰，刘力恺，陈柯亦，余惠滢，潘希敏，纪研妮

6A (20人)

黄欣而，颜建勤，林咏霓，叶蕙欣，叶淑静，曾宇晨，颜仲信，侯政宇，
黄欣颖，李嘉威，陈暐钧，陈智翔，叶洁雯，杨靖照，詹含章，庄渊钧，
吴嘉芸，李慧芳，林哲柔，陈盈洁

5A (31人)

简妏珊，许燕滢，蔡沁怡，吴慈航，吴永庆，吴健恒，苏恩仪，陈明杰，
黄紫莹，吴俊飞，王伟轩，许有檺，黎欣意，蔡宁馨，潘俊伟，陈泓晓，
邱 佃，刘程芳，张靖贤，刘志朋，邱凯柔，张芷盈，杨洁晞，黎雪棋，
林俊谦，林先伟，徐忠豪，谭佩怡，陈紫珊，杨凯霓，杨伟俊

4A (38人)

林蔚君，卢奕杰，刘康宁，颜杰奎，许智信，彭明静，谢文彦，邱可欣，
李苑婷，林芸芳，吕颉颖，苏佳雯，郑坚楠，郑志铭，洪佳瑜，锺其延，
蔡庆华，邱慧咏，李俊贤，林蕴晗，刘泽丰，林勇孜，谢露仪，苏耀威，
宋慧盈，陈芋媚，黄奕琦，黄佳盈，刘 正，郭节欣，唐宇恩，谢志彬，
蔡继有，林汮巸，林如意，廖宗诚，潘子隽，苏勇斌

郑尊仁(9A)

林彦廷(9A)

陈静怡(8A)

谢秉翰(8A)

伍迎祯(8A)

叶学谦(8A)

蔡缃禾(8A)

林慧敏(8A)

黎家亮(8A)

黄曼宁(8A)

陈绮玟(8A)

兴华月报 2016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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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黄乐仪师、刘美娥师、
林卿卿师、蔡美玲师

黄子倇(8A)

摄影：资讯出版组、骆依琳（高三理孝）、林凯韵（高三理孝）、
黄学儿（高二理仁）、吴若宣（高二理爱）、马缘芩（高二理孝）、
林祖恩（高二文商礼）、郑俊贤（高二文商廉）、陈祺源（高一理孝）、
林蔚琪（高一文商平）
报道：张书喆（高三理爱）、朱钰煊（高三文商信）、郑亦彣（高三文商信)、
蔡斯诃（高三文商义）、陈奕骏（高二理仁）、洪欣玲（高二理信）、
谢晓惠（高二文商和）、陈伟祥（高二文商廉）、叶鸿婷（高二文商智)、
林嘉乐（初三忠）、张羽晴（初三礼）、骆芷欣（初三礼）、
阮慧卿（初二勇）

2016年 3月号

等级/人数

姓

名

8A (15人)

詹文馨，蔡颖莹，游家玮，詹成章，吴静儿，刘凯铷，李恩颍，林佳韵，
黄靖翔，陈慧琪，戴良根，杜锦雯，黄冠华，洪凤祺，陈谙星

7A (35人)

李思仪，陈恺盈，陈巧沁，郑声蔚，潘思伶，叶佳颖，吴敏慧，廖瑞彦，
何芷倩，许轩铭，纪婧温，黎美芯，林倖伃，黄祺翔，王景涛，苏逸洋，
陈雪婷，陈沚琪，郑喻文，尹家伟，袁诗琪，杨静诗，陈诗盈，罗加竣，
李志鹏，颜友怡，吴嘉胜，纪婕妮，郭永康，胡沛孳，陈永盛，黄恺洁，
云薇渊，刘泓毅，赖兪欣

6A (37人)

邱艾俐，江佩芯，翁书荣，叶佶毅，李贞乐，黄盈芳，叶秉龙，刘骅宽，
张乘恺，陈奕蕴，姚佳捷，颜凌卉，颜孟欣，李美琪，罗国骏，麦宇轩，
杜紫瑄，叶盛溢，杨凯晶，蔡欣荔，谢雯婕，朱汶炅，许盈蔚，关孟意，
苏芷蔚，苏裕翔，伍沛霖，杨靖皓，方玮琳，廖诗薇，吴恩睿，沙芝伶，
谢硕哲，陈学积，陈子全，林慧渲，谢 勋

5A (41人)

谢凯萱，谢昀彤，颜君恬，颜颐桦，刘韵诗，李伟俊，陈盈静，洪嘉豪，
陈咏晖，黄品浩，冯诗惠，傅晓莹，黄仰宏，邱怡君，苏雪俪，蔡明敏，
陈惠匀，陈欣滢，杨凯盛，曾心喻，谭淑镱，钟博安，樊慧婷，颜璟珣，
黄百翔，郭学龙，李欣洳，赖于宁，郑溆霈，许学霓，许慧桢，谭莉甄，
郑珮盈，潘立怡，邱诗洁，黄诗洁，苏晓盈，陈可微，张楷哲，叶国廷，
张汉华

4A (47人)

蔡仁济，颜明倩，陈诗恩，王洁莹，陈靖仪，陈宝慧，郑宇航，黄煜菁，
吴慈愍，许为恒，李蕴微，林秋彤，黄幸子，陈学琛，叶筱薇，蔡潍泽，
黄会芸，洪扬义，詹晓慧，钟蕊嬨，王柔允，郭婧娴，李袀维，李汶霓，
李毅恒，林宏彦，林如妍，林丝敏，林星伶，劳靖弘，黄敏仁，方慧敏，
陈惠雯，陈嘉庆，郑彤萱，郑昱瀚，黄宇恒，郑颖慧，林勇伸，陈思颖，
张巧慧，涂宇恒，黄光龙，蔡梅荥，梁美琪，邱鼎森，龙籍玫

詹文馨(8A)

蔡颖莹(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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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家玮(8A)

詹成章(8A)

吴静儿(8A)

刘凯铷(8A)

李恩颍(8A)

林佳韵(8A)

黄靖翔(8A)

陈慧琪(8A)

戴良根(8A)

杜锦雯(8A)

黄冠华(8A)

洪凤祺(8A)

陈谙星(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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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李晟（生物成绩优越奖、化学成绩优越奖、
物理成绩优越奖、高中统考9A ）

也许，你觉得学业最
重要，所以你每天认真读
书和解题。也许，你觉得
享受最重要，所以你每天
努力打游戏和浏览社交网
站。也许，你觉得健康最
重要，所以你每天勤力打
球和运动。也许，你觉得
什么都很重要，所以你每
天忙着做各种事情。
看了上面那段，是否仿佛看到自己的身影
呢？你也许是上一段所描述的其中一种人，也许
不是。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你到
底在做什么吗？我们的生活总被各种事物填满，
以至做什么都好像是一种条件反射，很容易导致

2016年 3月号

我们迷失自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解决一
切问题的根源。你的问题不是时间不够，也不
是成绩怎样都搞不好，更不是活得不快乐。这
些都只是结果，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结果。
请你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思考自己该做
的是什么。这无关师长所强迫你去做的事情，
而是你的良心和责任感所告诉你的该做的事。
选择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把学业搞好，让生活
圆满。再来，你们是中学生，年轻就是你们的
本钱。畅快自己的青春吧，选择自己内心真正
喜欢的事情，满心欢喜地去做好它，并且放胆
去尝试你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模式。当你找到自
己的兴趣和生活激情，不但会在有兴趣的领域
有所成就，慢慢地这些成就会充实自我，其他
的部分也会跟着提升。
开始去探索自我，鼓起勇气地去追求自己
该做和想做的事情吧！迷茫的时候先问问自
己，你知道你正在做和将要做的是什么吗？

Success is the sum
of details
黄暐雯（高中统考9A）

学习的态度很重要，不要觉得高一
是别人所说的“honeymoon year”，
若在高一高二打好基础，高三你就轻松了。否则，高三时才
发现尚有许多未掌握的知识，进而感到紧张、无助。高三的
每一堂课都很重要，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要认真聆听老
师在课堂教的内容，记录下来，回家复习。“Success is the
sum of details”，不要放弃觉得不重要的内容，从很小的细
节开始，你就成功了一半。考试时也要以平常心对待，调整
好心情，准备妥当文具、外套，才不会因为紧张，而把过往
的努力都报废了。
若在课业上遇到什么难题，不要害怕去询问老师们，他
们都会很热情地帮助你。若有需要，也可以向较优秀的同学
请教，愿意教的同学也可以收获良多。担心放学后回家不能
专心读书的话，可以与同学们约好到图书馆复习功课，遇到

问题时可以马上提问、讨论，及
时解决当下的问题。
还没有明确方向的同学不要
太 紧 张，老 师 们 会 慢 慢 引 导 你
们，让你们知道从哪里下手，然
后自己再制定目标,努力达成。成
功与否，就取决于你对目标的坚
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能，也
总有自己的读书方式，只要找到
适合自己的读书方式，那你就容
易上手了！“A little more persistence, a little more effort and
what seemed hopeless failure
may turn to glorious success”Elbert Hubbard
只要你找到娱乐和读书的平
衡点，那你的高三生活就会很精
彩！
文转下页

2016年 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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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自律，坚持温习
林纪鸿（经济成绩优越奖、高中统考10A）

初获统考成绩之际，甚是紧张；成
绩诉说着一个高三生的奋斗历程，也意
味着统考成绩对于毕业生是非常重要
的。2015年初某天早，我偶然发觉：如
果10月考试，那么我只剩300天准备；扣除做作业，平均每天
有2小时复习时间，共600个小时。而平均10个科目x30章 =
300章，每章节平均温习2个小时。于是，每天都很有纪律地坚
持温习。（庆祝新年、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公公婆婆生日、父母

欢乐求学路
黄子倇（高中统考8A）

一整年的高三，我都
以平常心对待大多数的测
验和考试。每一次考获的
成绩不理想都不是世界末
日，反而是一个提醒：让你抓紧时间去弥补自己
的不足。

亲 节、教 师 节……就 另 当 别 论
了）
由于意识到时间异常紧迫，
因此从年初开始：同学打球，我
做作业；朋友去玩，我做作业；
大家看戏，我做作业。（当然也
有休闲时间的）这样熬过了不少
夜晚、熬过了多少“老师，这题
怎样？谢谢老师”，终于熬出了
个微佳的成绩。当听到父母说：
“儿子，我们很开心”；我想，
一切都值得了。

间进行一些爱好或休闲活动有助于放松心情。
时刻的精神紧绷不仅会让生理和心理状态陷入
低潮,成绩也会因此退步。因此，保持平衡和规
律的生活作息十分重要。
统考的成绩超出我的预料之外，主要是因
为自己没有多大的把握，但只要尽力了，就问
心无愧。我始终认为，求学的路应是欢乐的,要
享受学习的过程，过度的强求只会弄巧反拙。

备考的过程免不了压力和紧张,把握空闲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郑理轩（地理成绩优越奖、高中统考8A）

得知自己成绩的当下，心里免不了
一阵喜悦。
当初选择由理科转读文商科时，就
已下定决心一定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所以全科A是对自己
定下的目标。父母在同意让我转读文商科后，对我有一定的期
许，就是不要愧对自己的选择，因此希望我把统考考好。对于
此次的统考成绩，他们是满意的。
对于备考过程，我想分享一句实际的心得，就如荀子《劝
学》所言：“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学习是靠脚踏实地的累积，没有人可以一步登天。只要愿意长
期付出努力，考试的信心就会逐渐建立起来。在进入考场时，
我都以平常心看待，所以不会特别焦虑或紧张。对我而言，每

一次的考试都让自己看清自己不
足之处，因此在预试及毕业考后
就必须针对弱项加强，面对统考
时便可以驾轻就熟。
我想对学弟妹说：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不要认为自己心
里的目标遥不可及，且要清楚知
道十月的统考对自己未来的意义
和 作 用 是 什 么，找 对 努 力 的 方
向，分清生活事务的轻重，自然
就会走在对的路上，跟心里的憧
憬和目标愈加靠近。
最后，我想特别感谢陈丽丽
老师当初鼓励对于商科不太自信
的我考商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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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乐仪老师整理

我校醒狮采青贺岁队伍在今年向各界拜年的
筹款总额创新高，突破89万令吉，为历年之冠！
锦上添花的是，在2月27日（星期六）的庆功晚
宴上，包括董事长丹斯里杨忠礼夫妇在内的10名
嘉宾当场加码乐捐共12万令吉，使总额增至101
万令吉，晋级“百万雄
狮”之列，写下我校光
辉一页。
狮队采青是兴华传统特色

杨董事长于“兴华中学
丙申年新春醒狮采青贺
岁运动庆功会”上致词
时说，能取得如此辉煌
成绩，仰赖工委会主席
叶进来校友的领导和三
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
机 构 同 仁、教 师、学
生、校友、家长及各界人士合作、努力所取得的
丰硕成果。
他说，醒狮团成立至今已迈进第31个年头；
我校在每个农历新年通过醒狮采青向各界拜年，为
学校筹募经费，对学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通过传扬中华文化为学校筹款，也逐步成
为我们兴华办学的传统和特色。”
他说：“在这个漫长和艰辛的过程中，我们
所依靠的是群策群力的精神，与面对困难和挑战
的沉着与毅力；我们能持续地获得社会各界的肯
定与支持，主要是因为大家为教育锲而不舍的奉
献。”

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左二）颁发最佳团体精神奖予获
奖队伍之一，左一为醒狮策划小组组长李荣兴老师。

们兴华人精神的再一次展现。”
他表示，兴华的成就是许许多多的人在各
自的岗位上，长期点滴的努力所造就的。
经济不景仍创佳绩

丙申年新春醒狮采青贺岁工委会主席叶进
来致词时表示，今年经济不景下，我校醒狮队
仍创造高峰，让人感到振奋。
“这有赖我们一直以来拥有良好的口碑、
前辈建立下的基础以及三机构的团结努力，这
是我们兴华人的精神。”
他说，今年筹获的89万令吉，当中5万令吉
是乐捐，其余84万令吉是采青所得。
除了叶进来董事在会上宣布捐献1万令吉，
让总额达到90万令吉之外，在场的嘉宾们也在
较后纷纷宣布捐献，包括:杨忠礼董事长5万令
吉、其夫人潘斯里陈开蓉董事1万令吉、署理董
事长拿督李平福1万令吉、副董事长卢金峰1万
令吉、拿督黄东春董事1万令吉、拿督吴亚烈董
事1万令吉及邱顺昌与邱顺裕董事各5千令吉，
使到最后总额增至101万令吉。

他续称，校方把筹款款项全用在加强学校软硬件
设施上面，使
办学成绩得以
不断提升，赢
得广大社会的
信任和肯定。
“这 是
董、家、教
以及校友会
全面配合的
出席的嘉宾们在会上合影。左起是拿督吴亚烈董事、拿督黄东春董事、副董事长卢金峰、署理董
成 果，是 我
事长拿督李平福、叶进来董事、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潘斯里陈开蓉董事、黄秀玉校长、家协主
席陈伟后、校友会主席余安与董事部总务苏顺昌董事。

2016年 3月号

7

HIN HUA MONTHLY

陈奕骏（高二理仁）报道

闹哄哄的春节转瞬飞
逝，我校醒狮采青贺岁运
动也进入尾声。狮队队员
结束出队任务后，参加于
2月25日（星期四）开始
为期一周的补课活动。
校方安排补课活动以
让在频繁的训练和因出队
缺课的队员，能够赶上课
程进度、巩固学习。这项
活动由教务处和训导处筹
办：教务处负责安排课程
内容，训导处则担任通知
队员和确保队员准时出席
今年的醒狮采青贺岁活动共集聚了192名初二至高三各班同学的参与。
补课的工作。教务主任许
梅韵副校长表示，今年的醒狮采青贺岁活动共
聚集了192名初二至高三各班同学的参与。
“为了将狮跳好，把鼓、锣、钹气势展现
出来，狮队队员从去年年终假期既投入练习。
新学年开始更增加了夜间练习，经常晚间8点
后才汗水淋漓返家，身心疲惫间接影响了隔天
在课堂上听课、学习的专注度。所幸同学间同
窗之情深厚，总有同学为队员记录功课、提供
学习资料等。”
她强调，知识的积累无法抄捷径，校方也
非常关注狮队队员在日常练习及出队缺课中或
多或少在课业中发生进度落后的情况，因此每
年农历十五结束后，教务处即刻安排各级迫切
需要追上学习进度科目的补课时间表，由科任
老师准备好学习材料及授课，集中同级各班的
狮队队员利用放学后或学会时间密集学习。
“各科补课仅安排一次，因此队员在补课
后，必须整理、总结个人尚有困难的章节或学
习内容，积极向老师或同学请教。”
她期许补课的过程，既能启动队员欲赶上
学习进度的动力，也能稳定专注力，让自己的
狮艺与课业能力齐驱前进！

将错过的课业补齐

邓昕怡 （高二理忠）

醒狮补课让我得以将之
前出队所错过的课业补齐，
我觉得学校这样的安排对我
们非常有帮助。虽然课后补
习有点累，但却值得，衷心
感谢校方的贴心安排。

补课帮我赶上学习进度
理哲（高三文商义）

补课帮助我赶上因出队
没有上到的课。我觉得不错
的是：补课时人数少，可以
比较专心上课，老师也可以
一对一教我们，比起大班学
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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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醒狮采青运动迈入第31个年头，多年来为发扬中华狮艺、锻炼体魄
以及筹募学校发展基金而奋斗。本期月报专访参与领队工作6年的资深校友
叶国琛、有4年出队经验的陈锦晖同学、即将毕业的高三队员吴银桢（高三
文 商 廉）、冯 标 竑（高 三 理 忠）以 及 以 新 人 之 姿 出 队 的 杨 佳 韵（初 三
廉）、学生家长黄妙贞，结合各方视界一同探讨狮队运动的酸甜苦辣。

文：叶国琛（兴华校友会理事）

从我毕业后第一年开始加入母校的醒狮活
动，至今已服务六年之久；此项活动让我学习很
多不同领域的事物。中学期间我不曾参与醒狮招
青、出队工作人员或担任醒狮队员，当时觉得新
年就是要回家过年。毕业后，我自觉该为母校献
份力量，就开始和朋友一起参与醒狮的领队工
作。
十五天都出队

在我还没加入醒狮行动室的工作时，我在出
队表格上就填完十五天的任务。那时，行动室的
前辈都非常疼惜我，就让我出完十五天，以便向
长辈们学习及增强带队经验。这六年的新年，我
都会安排好大学的上课时间，以配合母校十五天
的醒狮采青活动。
其实，身为领队需要顾虑到很多大大小小的
事情，例如：行动室安排的订单、与顾客的协
调、时间管理、路程安排、学生们的安全及财务
管理等。很多经验十足的领队都会共同说一句
话:最重要是，一定要平平安安把狮队队员带出
去和带回来。
每次出队前，我都会跟队长和队员们说明整

个行程，让他们
清楚知道时间的
掌控，我的原则
是“认真工作，
认真玩”，当然
队员都会配合我
要求，我也会配
合他们需要，所
以行动室都很放
心让我带队。我
也很喜欢带队，
配合狮队队员们
及工作人员，让
当天的行程变得更美好。
参与行动室工作

第三年我开始加入行动室，行动室的工作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处理各方面的事物。
两、三年下来，我已学会行动室的基本流程以
及招青工作等。在行动室帮忙会有点压力，完
全不能有任何差错，以免毁掉当天的行程，行
动室人员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审查以确保隔
天出队达零问题状态。在行动室里可以感受到
很多喜、怒、哀、乐的气氛，不同人物在行动
室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会引发很多笑点。
盼带动朋友回母校帮忙

有一次晚上出队回来，一位长辈看到我的
名字在表格上填满十五天，就和我聊了起来。
她鼓励我“不管未来日子如何变迁，你一定要
保持这份热诚为母校奉献，也以这份热诚带动
身边的朋友回来母校帮忙”。我当时听了心里
受到很大的激励，把这番话当成我的使命。

2011年，叶国琛第一年以校友身份带队，图为他第一次
带第九队去瓜拉雪兰莪。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相信醒狮活动会越来
越精彩，醒狮采青工委会主席和理事们都尽心
尽力领航醒狮活动冲向最高点。希望这份团结
和爱校精神能持续下去，为母校再创另一个高
峰！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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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年十五出队前往东禅寺。

2016年的年十五带领第九队。第一排右三起为叶国琛校友及李
荣兴老师。

文：陈锦晖 (高三理忠)

以前看着“醒狮”活动，总认为很好玩、很
有趣，没想有一天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员。
今年是我参与醒狮采青贺岁队伍的第四年，
也是最后一年。第一年，当我还是一无所知的新
生时，必须辛苦地从零练起，直到第二年当上旧
生，甚至最后担任副队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越来越重要、所需面对的挑战与责任越来越大。
相对的，我体会到的快乐也越来越多:看着狮队
一代一代人毕业，一路上给我支持与鼓励的人也
逐渐远去……无论是李荣兴老师、第一年指导我
的队长、家人朋友、领队们等，大家在精神上都
给我极大的鼓舞。
今年已是我最后一年出队，明年也许再没机
会参与，感觉非常不舍。时间过得很快，四年如
电飞逝，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我与十八个队友
共度丙申年，心中充满不少欢乐；大家从当初互
不认识到今天犹如一个小家庭，醒狮把兴华人凝
聚在一起、团结起来。
有些人会质疑：新年期间不与家人团聚，怎
么称得上是过新年？曾经，我也有类似的想法。
但参加醒狮后，我发现醒狮就像一个家庭，出队
期间与师长、队友一起就如与家人一样，体验不
一样的新年。我非常感恩队友，包括我的队长—
—理哲，这是他第一年当队长，难免会战战兢
兢，但他一直很尽力，最终也带领我们走到了今
天。

参加醒狮活动的确是需要付出努力的，所
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让自己
具备条件与实力为大众表演，我们每年都必须
花时间进行练习。练习与出队常常会对我们的
课业造成小困扰，课业进度难免有点落后。虽
然如此，每一年校方都会在新年结束后为狮队
队员安排补课，让我们追上课堂进度；有些老
师也会各别教导同学、循循善诱。我认为除了
校方的贴心安排，我们也可以在空闲时自己先
预习及复习课业，以便补课时更容易掌握学习
内容。
最 后，我 鼓 励 初 中 的 学 弟 学 妹 们 参 加 醒
狮，传承薪火。蓦然回首，参加兴华醒狮采青
贺岁队伍，我没有遗憾！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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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巴生观音亭舞狮采青，狮队成员认真
进行鼓锣钹的表演。
除为校筹款，也让参加的同学谱写更精彩、美好的中学生涯。

学习狮艺，扩大交友圈
冯标竑 (高三理忠)

我参加醒狮采青贺岁队伍三年，今年是最后一年了。三年来，
醒狮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体魄和体力上的训练，也让我的精神、思维
和品格得到增进。其中，毅力与坚持是我在醒狮过程学习到最宝贵
的精神。参加醒狮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习到狮艺以及扩大朋友圈，让
我认识许多来自不同班级和年级的朋友。我认为兴华醒狮采青贺岁
队伍这条路一定要继续走下去，除了为校筹款，也可以为参加的同
学谱写更精彩、美好的中学生涯。

在出队的空档时，也不忘练习狮艺。左一被抬高者为冯标竑。

每年都有全新的感受
吴银桢(高三文商廉)

醒狮三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留下的回忆很美好。醒狮
生活每一年都带给我全新的感受：队伍不一样、队友不一样、身
份也不一样；唯一一样的是出队都很开心。虽然进醒狮让我从白
人变黑人，但我不后悔进入这个团体。这些日子里多了家人、朋
友、同伴的陪伴，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也学了不少新事物。新
年出队或许很累，但是却让我们的新年变得更精彩。我很庆幸能
加入这个团体，体验了不一样的校园生活。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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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美好的回忆
杨佳韵 (初三廉)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醒狮采青，虽然新年都在出队，但却很有
意义。这段时间我学到新事物、认识了不少朋友, 我们一起经历
非常难忘的回忆。感谢第三队的队员陪我创造美好的回忆，也谢
谢他们的照顾与细心教导！

狮队成员为校筹款尽心尽力。

醒狮采青英姿。

黄妙贞一家支持兴华采青活动。

支持华教，支持兴华
黄妙贞（家长）

我本身是英校毕业，但我的侄儿、侄女都在兴华求学。这是
兴华狮队第一次来我们家采青，我们一大清早就做好准备。我觉
得兴华的狮队技艺精湛，老师和学生都很有礼貌。我们会继续支
持华教、支持兴华狮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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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食，是一种天文现象，只在月球运行至太阳与地球之间时发生。这
时对地球上的部分地区来说，月球位于太阳前方，因此来自太阳的部分或
全部光线被遮挡，仿佛太阳的一部分或全部消失了。日食一定发生在朔，
即农历初一当日，此时月球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时，但因地球轨道（黄
道）与月球轨道（白道）成5°9′交角，故并非每次朔日皆有日食发生，而
日食发生时，日月两者皆一定在“黄白交点”（升交点或降交点）附近。
日食分为三种，包括：日全食、日环食、日偏食，其中较罕见的是全
环食，只发生在地球表面与月球本影尖端非常接近的情形下，不同地区会
出现日偏食、日全食和日环食三种不同的日食。日食是壮丽的自然景象，
吸引天文爱好者观赏、摄录。
林嘉乐（初三忠）报道

随着日全食和日环食在世界各
地接连出现， 3月9日（星期三）
我校师生集体观测日偏食天文奇
景，掀 起 一 股 史 无 前 例 的 天 文 热
潮！秉持启迪学生探索宇宙科学的
兴趣、鼓励及推广天文教育活动的
宗旨，天文学会及教务处
趁此难逢的机会，联办我
校大型集体观测活动，全
校师生三千余人共襄盛
举，场面沸腾。
睽 违 近 3 年，俗 称
“天狗食日”的日食现象
在9日上午登场，全程分
3个阶段，分别为：上午
7时24分（初亏），月亮
开始接近太阳；8时24分
（食 甚）月 亮
慢慢遮住
太阳；9时
31 分（结
束），月
亮的影子
逐 渐 消
失，整 个
过程约2小
时，若 不
林凯韵（高三理孝）拍摄。

幸与此次的日偏食擦肩而过，下
次欲一睹日偏食奇景可得再等3
年了。
为了配合观测活动，校方做
足万全的准备：事先安排天文学
会会员利用高初中周会宣导安全
观 测、讲 解 日 食 发 生 的 相 关 知

黄秀玉校长（左）与当天在我校举办的数学教
学工作坊主讲人梁崇惠教授也把握难得机会观
测日偏食。

班导师吕俍駩师（右三）与班上同学在国字型大楼一同观测天
狗食日。

文转下页

2016年 3月号

HIN HUA MONTHLY

13

文接上页

同学们在教练张惠洁老师和陈伟伦老师指导下自制太阳滤光镜。

林方喆（初三智）记录。
摄影学会学员一早就架设好配备拍摄日偏食。

高三同学于礼堂进行观测，班导师沈瑰心师
（中）也参与其中。

同学们观测后在记录表
上将日偏食角度涂
黑，完 成 后 交 到 教 务
处换取礼品。

识，呼吁全体师生订购观测滤镜等安全
配备以免灼伤眼睛。天文学会教练张惠洁老师和陈伟伦老师
也在2月25日（星期四）向约300名师生讲解日食现象等相
关知识，并亲自指导学生安全摄录的技术、为摄影镜头装上
滤镜等。
此外，天文学会与摄影学会会员于过去两周的每个清
晨皆细心观察太阳升起的位置，并进行多次的试拍，规划了
12个适合全校观测的最佳据点。观测当日上午，会员们更
是从清晨6时、天际微亮便开始在学校天文台及宿舍天台架
设摄录器材，在摄影学会刘玉德教练指导下准备完成全程摄
录的巨大工程。
上午7时45分，各班学生按校方规划好的观测地点，伴
着期待又紧张的心情戴上太阳滤镜观看太阳（以不超时3分

骆依琳（高三理孝）拍摄。

天文学会同学们在天文台拍摄全程日偏食过程。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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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千载难逢
郑育文（天文学会会员、高二理忠）

大家对所观测的奇景议论纷纷，人声喧嚣在赤日辉
映下交织举校炽热的“天文心”！

钟使用滤镜为宜），一睹这难得的景象。观
测期间，学生纷纷发出惊叹声，对眼前美丽
的奇景赞叹不已。上午8时23分，随着月亮覆
盖太阳的面积增大，师生的观测心情达至沸
点，同学们一面认真地记录观测记录表。
与此同时，众多非天文学会及摄影学会
的天文抑或摄影爱好者也高架起摄像机，各
自在合适的地点进行日偏食拍摄。据天文学
会会员总结观察：一开始月亮慢慢靠近太
阳、食甚之时太阳被月亮遮盖并形成灿亮的
新月形，尔后太阳被覆盖的位置逐渐变幻，
呈上弦月形状。随着月亮开始偏离太阳，接
近上午9时30分左右，覆盖范围渐次减少，日
偏食逐渐进入尾声。
日偏食过程中，天空并没有变暗，大家
感觉到太阳没有像平时般炽热，直到日偏食
接 近 尾 声，太 阳 再 次 恢 复 了 以 往 的 火 红 炽
热。由于大部分师生尚不适应长时间观测太
阳，兼之过度观看有损视力，因此校方比原
定时间（上午9时30分），提早45分钟结束
观测活动。除天文与摄影学会负责同学外，
全体师生逐渐散场，大家对所观测的奇景议
论纷纷，人声喧嚣在赤日辉映下交织举校炽
热的“天文心”！
我校天文学会负责老师洪梅珠老师表
示，这也是她第一次观看日食，并且相信此
次的全校性参与大大促进了校园的天文气
息。她 欣 慰 天 文 学 会 会 员 全 情 投 入 筹 备 工
作，积极推动校园学习天文的热潮。
“当 天 的 天 气 很 好，看 到 日 食 的 第 一
眼，感觉太阳很漂亮，心情也很兴奋。除了
观测活动，天文学会会员也忙于事前的讲座
安排、海报设计、滤镜制作以及在周会上向
全校师生宣导日偏食观测活动，过程虽忙碌
却获益匪浅，大家都为推动校内的天文文化
而努力，令人激赏。”

身 为 天 文 学 会 的 会 员，
我很荣幸在走过的17年岁月
里和日食奇景相遇。我深知天
文奇观可遇不可求，常言道：
当你有机会看到星星，那是奇
迹；当你没有机会看到，那是
正常！由此可见，天文奇景是
非常珍贵的。我曾事先搜寻资
料了解此次日偏食的详情，并在当天和几位朋友
一起到图书馆自修室进行观测。
一开始那儿只有我们三人, 我们还窃喜自己选
对了地方, 但过不久就有一群学生来到。我们拿出
太阳滤镜进行观测和记录：一看到圆圆的太阳缺
了一角，当下的心情难以形容，混合了开心、惊
讶、兴奋、自豪、感叹、紧张等。我兴奋地拿出
简陋的相机尝试把“天狗食日”拍下来，虽不算
成功，但已满足了我小小的愿望。这次的日偏食
观测对我来说，就像几年前的金星临日一样，机
不可失。我很感谢校方提供我们宝贵的机会进行
观测，值得欢呼的是：当天天气出奇的好，趁此
千载难逢的机会, 专心观测才对得起自己！

感谢校方安排全校观测
郑培和（初二平）

平素我对天文没有很大
的兴趣，但是对于多年才能一
睹的日偏食却特别期待，也许
是因为罕见的关系吧。在发生
日偏食的前一天，天文学会的
会员已在周会和我们讲解了日
偏食是怎么形成的及其过程。
他们还说，上一次日偏食发生在2010年，下一次
日偏食的时间是2019年12月26日，距离现在多远
啊！因此，我非常珍惜这次观看日偏食的机会。
遗憾的是，巴生一带不能够观看日环食，必
须到柔佛、新加坡等地带才有幸观赏，为此我感
到有点可惜。但能够在校方安排下看到日偏食对
我来说已经算很不错了。幸运的是，当天天气非
常晴朗，我们观看日偏食的过程十分顺利；若当
天下雨就让人扼腕叹息了。我非常感谢校方安排
全体师生难得的观测机会，至于一些因种种原因
而错过观看日偏食的同学未免遗憾，因为下次观
看日偏食必须等到3年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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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羽晴（初三礼）报道

3月9日（星期三）我国各地将会迎来罕见的日
偏食，巴生有幸处于食道上，日偏食当天我校天文学
会将联合教务处号召全校师生集体观测此天文奇景。
早前，天文学会亦于2月25日（星期四）邀请张
惠洁讲师到校进行有关日食的讲座会、天文学会教练
张伟伦老师也为大家指导良好的观测及记录方法。张
惠洁讲师是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化学工程系硕士及马来
西亚天影社成员之一；陈伟伦教练是马来亚大学科学
院物理系空间物理研究室研究助理，两位同时也是我
校天文学会教练及远距天文观测小组导师。
日食如何形成？

张惠洁讲师表示，当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的中
间时，太阳、地球和月球几乎排成同一直线，月球的
本影和半影将会落在地球，此时位于日食带内的地区
将会发生日食。由于月球是从西向东运行，所以它的
影子也是沿同一方向运行，因此各地看到日食的时间
是不同的。
虽然日食每年都会发生，但由于全食带是一条狭
窄的影带，估计平均每200至300年，某一地区或城
市才有机会被全食带扫过，所以对住在城市的人来
说，一生可能未看过一次日全食。
“日食一定会发生在新月，但新月不一定会发生
日食。一般情况下，由于月球和地球的轨道有5度的
夹角，月球不是从上方经过，就是从下方离去，很少
能与太阳和地球排成一条直线，因此一般情况下是不
会发生日食的。”
日食的种类和阶段

日 食 分 为 三 种，即 ： 日 全 食 （Total Solar
Eclipse），日 环 食
（Annular
Solar
Eclipse）以 及 日 偏 食（Partial
Solar
Eclipse）。当我们处在月球的本影时，将会
看到日全食；但处在月球的半影时，将会看
到日偏食；至于日环食则是当我们处在月球
的伪本影时才会看到的。无论哪一种类的日
食都好，它发生的过程一定分为三个阶段：
初亏-食甚-复圆。

张惠洁老师

陈伟伦老师

万不能用肉眼直接观测，否则会对眼睛造
成巨大的伤害。此外，我们也能使用投影
法观看，例如：透过树叶间的隙缝，像针
孔 相机那样把 日偏食的倒 影投影到地 面
上。除此，也可以利用各种不同的望远镜
进行观测，但在架设望远镜时一定要使用
滤光镜。
“利用望远镜观看一般会使用投影法
将影像投射在一张白色的板上。如若使用
相机拍摄日偏食的过程，也必须在相机加
上滤光镜。”
经过老师深入浅出的指导及聆听了内
容丰富的讲座，想必许多人都非常期待3月
9日的来临，希望当天举校集体观测这千载
难逢的天文奇景会有更多的收获！

日偏食观测与记录方法

张讲师说，我们可以使用专用的滤光镜
来观测日偏食。在观察日偏食时，要注意千

同学们对于日食的认知有深一步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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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伦老师为同学们讲解天文望远镜的发明、原理和介绍各种天文望远镜的种类和功能。

骆芷欣（初三礼）报道

为启迪学生对太空天体的认知和探索宇宙科
学的兴趣，进而培养观察、探究能力和提升人文
与科学素养，在教务处与课外活动处主催、科学
及地理科教研组协同天文学会，于3月14日、15
日（星期一、二）早上8时至下午3时30分在忠
礼堂举办了两个梯次的校本天文教育课程～初三
级天文学习营。
营会在教务主任许梅韵副校长的致词中掀开
序幕。她表示，兴华中学在80年代购买第一台
望远镜以迎接哈雷彗星，尔后发展及普及天文教
育的念头逐渐酝酿。2004年间当学校规划教学
大楼的建筑蓝图时，更决定于大楼的天台建设天
文 台，并 造 访 多 处 天 文 专 业 机 构 咨 询 意 见。
2007年天文台盖顶仪式顺利举行，2009年我校
举办天文台开幕典礼，但是发展的脚步不因此停
顿 ： 2013 年 科 技 大 楼 既 设 有 远 距 天 文 观 测 中
心，突破时空局限，利用网际网络的技术，向西
藏美丽净空的天文观测及摄录挑战！
“学校推动天文教育，除了硬体的设置，更
结合天文学会教练张惠洁老师、陈伟伦老师共同
规划科学及地理老师天文学识课程，及初中三个
年级的校本天文教育课程。在丰富师生天文知识

张惠洁老师指导同学们亲手制造属于自己的光谱仪。

同学们用心学习制作光谱仪。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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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余，亦期待人人持
有谦卑的态度及胸襟
去学习、不断自我更新，将对‘心系
宇宙天地宽’的体验内化成对自己人
生的态度。”
营长朱键鸿老师在课程开始前
向营员介绍各班担任助理的科学及地
理老师、天文学会的义工同学，以及
两位讲师陈伟伦和张惠洁老师。朱老
师也讲解营规，并要求营员全程遵
守，让自己心无旁骛、全副精神投入
于学习之中。
营 会课程 正式 开始，首先 陈伟
伦老师为同学们讲解天文望远镜的发明、原
理和介绍各种天文望远镜的种类和功能，并
介绍我校的望远镜配备，同学们都听得津津
有味。接着，朱键鸿老师根据课程内容提问
让同学们抢答，大家积极发言、踊跃抢答，
寓学习于乐。小休后，张惠洁老师为同学们
讲解观星与星图，并教大家如何利用星图辨
认星座。除此，张老师也让同学们利用星图
找出一年四季星座的大三角和四边形以及习
作手册上的练习。在此同时，各班同学们也
在助理老师的带领下轮流参观兴华天文台、
天文教育中心以及各种天文望远镜。顺利完
成任务的营员，可收集到三个印章，拼凑成天
文台的标志，作为学习成果的一个奖励记录。
午休后，张老师继续为同学们讲解光谱
仪的原理和用途，她指导同学们亲手制造属
于自己的光谱仪。同学们学习后都趣味盎然
地动手制造和展示属于自己的光谱仪，场面
热闹。制作光谱仪活动结束后，张老师为大

天文学会的学员为营员讲解天文台的软硬体设施。

营员们学习使用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

家讲解人类在太空上的发展历程，并让让同学们观
看相关天文影片。接着，张老师为我们讲解东南亚
最古老的天文台，同学们的学习趣味高昂、不断踊
跃提问，老师也耐心地逐一解答。这项天文学习活
动于下午 3时 30分左右结束，为初三级学生缔造
“星梦”假期，极富意义！

更深入了解天文知识
龙盈吟（初三礼）

这个活动当中我学会
了如何操作天文望远镜，以
及学习利用星图排列的形状
分辨出星座的位置及名称，
帮助我更深入了解天文知
识。我建议上课场地可以安
排更舒适的地方，因为久坐
地上听课很不舒服。我希望校方明年继续举办类
似的活动，如果配以外出活动就更好了。

促进多元学习
邹文宇（初三廉）

在 活 动 中，我 学 会 了
如 何 使 用 光 谱、望 远 镜 的
结构以及如何辨认星座的
位 置。我 觉 得 这 次 的 天 文
学 习 营 很 有 趣，筹 办 得 很
完 美。我 很 开 心 学 校 举 办
有 益 的 课 程，帮 助 我 们 增
加 知 识，并 希 望 校 方 多 举
办类似的学习营帮助我们多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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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学会领袖与3名主讲者合影，前排左起为梁耀文老师、刘久进老师、谢锡福副校长、周青元、林建达、黄家健、
郭清健老师、黄欣而书记。

洪欣玲（高二理信）报道

为提升学会领袖敢于实践目标的领导素养，
以加强学会活动的管理与推展，课外活动处于3
月13日（星期日）上午7时30分至下午4时正于
黄景裕讲堂及朝阳堂举办了学会领袖培训营，力
邀各学会正副主席、活动策划、康乐参与。营会
更荣幸邀请了余仁生资深总经理黄家建为营员主
讲 “管理心，领导魂：二十一世纪领导人必备
的修为”；文化活动策划人林建达主讲“活动策
划与执行经验分享”以及我国知名导演周青元主讲
“相信可能”，共有183位各学会干部参与其盛。
营会开始，首先由副校长兼课外活动处主任
谢锡福致词，他表示营会很荣幸邀请到三位有份
量、也很有经验的专业人士来为大家开讲，他们
将从自身成长历程、经验、专业，来分享作为一
个领导者如何提升自己的领导素养，如何管理、
如何筹备活动、如何追求人生理想等。
“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同学们把心态
归零，就是用最谦卑最淳朴之心来学习。同学们
如果有问题有意见，也可在问答环节提出来。”
他更以二战时远东军区总司令麦克拉瑟为子
祈祷文“在你打算指挥别人之前，首先要学会驾

御自己”与全体营员共勉。
开幕礼后，各个学会领袖们踏上长达6小
时愉快的学习旅程。首先，由黄家健讲师主讲
“管理心，领导魂：二十一世纪领导人必备的
修为”。为了让营员放松身心，他首先引导大
家在宁静的气氛下学习冥想放松法。他表示，
一个领导人需要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务
必时刻学会放松自己。接着，黄讲师与我们分
享其人生经历，让大家了解其作为一位领导人
奋斗过程的经验和收获。
“身为一个好的领导人，就应该要不怕困
难，带 领 团 员 分 工 合 作，尽 心 尽 力 去 完 成 任
务，突破自己、突破障碍。我们应该时时处于
‘归零’状态，以谦卑的心认真学习及尝试每
一样事情，绝对不要抱怨环境的复杂。”
最后，他介绍了两本中学生必读的书：约
翰·亨利·纽曼的名著《大学的理念》和吴静
吉博士写的《青年的4个大梦》，希望为大家在
人生理想的追寻过程中点燃一盏明灯。
林建达讲师与大家进行“活动策划与执行
经验分享”，他表示，身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活动
策划人，必须周详策划活动的小细节。在办活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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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健

林建达

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顾虑的重点包括：一、
活动的方向：活动的意义和目的。二、 盈亏：制
作财政预算表、如何说服厂商的赞助、如何减低
消费，又同时呈现好的效果。三、流程掌控：活
动的安排、时间的掌控和地点的安排。四、人力
分配：把适合的人安排在适当的岗位，让活动的
策划事半功倍。所以身为领袖应该了解团员的能
力和强项。五、整合协调：各个行政上的配合和
协调。
压轴上场者是万众期待的本地知名导演周青
元，周导与大家分享其追寻导演梦的艰辛旅程，

周青元

呼吁大家坚持努力，相信自己的能力、把不可
能化为可能，实现心中的梦想！他强调，一个
领导者必须与团队达成共识，迈向同一个蓝
天。
“过程中发生不如意的事时，领袖一定要
传达正能量，鼓励团队继续前进。”
在拍戏的过程中，他屡次在众人质疑的眼
光下，坚持把“不可能”转变成“可能”。正
凭着这股坚毅、与众不同的创意思维和令人赞
叹的胆量，让他成功实现梦想。

谢锡福副校长希望同学们在听主讲人讲演时把心态归零，用最谦卑最淳朴之心来学习。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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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不同领域领袖分享领导经验
纪婧温（高一理忠，体育校队）

培训营让我学到很多活动
策划该注意的细节和事项, 三位
实力雄厚的讲师同场为我们进
行 演 讲，十 分 难 得。周 导 演 传
授我们领袖该有的心态和正能
量,他列举拍戏的实例让我印象
深刻，如：拍戏时下雨,他会调
整心态“下雨，那很好啊！”周导也强调把自我局
限的“不可能”化为“可能”，只要你肯努力、愿
意相信，终能排除万难。
在问答环节我收获了不少新知, 我感到十分开
心，我希望再听不同领域的领袖分享他们的领导经
验, 也感谢课外活动处给予我们这个良机。

学以致用领导学会
黄子维（高二理孝，园艺学会）

感谢课外活动处举办本次
领袖培训营，让我更了解身为
领袖应有的态度及角色。过程
中，我学到如何去筹办一场活
动也吸收不少新知。原来办一
个活动从准备到善后，都是复
杂的过程，希望未来日子里我
有机会学以致用。周导的演讲
让我相信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可能，鼓励我更自信地
去带好学会。身为学会领导者，很多时候在带领团
队时会因突发事件惊慌失措，有时更会缺乏自信
心，我希望自己日益进步。

王芷焉 （初三爱，美术学会）

我学习到在一个团
队里，一个好的领导人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
色，领导者必须带领团
队、指挥与分配工作给
每个执委等。这个活动
让我了解到自己的不足
之 处，并 从 中 学 习 改
进。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周青元导演，他让
我思考许多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我建议营
会穿插游戏或其他有趣的活动，不仅仅聆听
讲座而已，也可以让学生有机会多发言。我
也认识了更多来自不同学会的领袖，各个学
会成员互相交流，并取人之长、补己短。

学习优秀领袖的特质
童健汉 (初三爱，美术学会)

这个活动让我学习
如何当个有责任感且令
人敬佩的领袖。周青元
导演的讲座很有意义，
他让我们了解拍电影其
实并不简单，有许多细
节要掌控好才能拍出好
作品。领导力不是与生
俱来，如果我们愿意付
出时间与心思学习，必能进步成长。此外，
要当一个优秀的领袖必须对自己的工作热血
澎湃、积极开朗、处事公正等，优秀的领导
人，终归离不开“努力”二字。
我有幸参加营会，不但学到了很多知识
也更了解自己的弱点。优秀的领袖真的很重
要，团队中若少了个好领袖，不但队员无法
发挥实力，团队更无法健康成长。

* 领导就是要让他的人们，从他们现在的地方，带领他们去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 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组有思想和关心的公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事情的确只是这样。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 我不认为领导能力是可以教出来的，但我们可以帮助人们去发现，并挖掘自己所具备的领导潜能。
～约翰·科特John P. Ko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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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福兴讲师为大家讲解身为一个领导人所应具备的
条件。

朱钰煊（高三文商信）报道

为了提升班干的领导能力及开启自我魅力，
我校训导处于3月12日（星期六）早上8时至下
午4时举行班干培训营。此次培训营的主题为
“服务他人，成就自己”，意指在为他人服务的
同时努力提升自我。
训导主任李荣兴老师表示，希望通过这项培
训让各班班干持续提升班级领导能力、确认身为
班级领导的定位和角色。
“除了强化班级领导的人际沟通和自我表达
能力，我们也期许班干透过发掘自身优点，对所
扮演的班级领导角色更具自信；同时掌握肯定他
人 的 能 力、提 升 自 身 带 领 班 级 的 领 导 和 影 响
力。”
他表示，经过培训活动各班的班干将更具执
行力，更积极、热忱地稳守岗位完成任务，让班
导师无后顾之忧，以便更专注地开展教学工作。
校方更为此培训营特邀享誉全球的戴尔·卡内基
机构的两位讲师前来为各班班干展开培训，开启
新的篇章。
高初中班干被分成两批同步展开培训：初中

傅莅 洺 讲师（左）通过一连串趣味活动以生动活泼
的方式带出身为领导者应具备的特质。

组班干的讲习地点在科技大楼九楼；高中组则
于忠礼堂进行。卡内基机构的两位讲师——叶
福兴讲师及傅莅洺讲师也轮流为两组同学进行
指导。当天共有两百人出席，两位讲师以生动
活泼的方式为大家讲解身为一个领导人所应具
备的条件，营员们受益良多。
首先，叶福兴讲师带领高中组进行破冰活
动，初中组则由傅讲师带领。接着，两位讲师
通过一连串趣味活动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带出身
为领导者应具备的特质，并提点大家人际沟通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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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技巧。除此，讲师也带领营
员 进 行 活 动，如 ： 班 服 设 计 PK
赛，安全网建筑PK赛等，让班干们以组合形式
参与，以便营员在发挥领导力之际亦藉此认识不
同级别的班干、促进情谊。各项活动采取积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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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累积高分的营员将脱颖而出。
活动尾声，大会派发卡内基纪念品予各营
员，讲师期望营员们不忘今日所学，他日充分
施展于各自担任的岗位，成为不负众望的领导
者！

大家分工合作设计班服。
班服设计PK赛当中，同学们展现无限创意。

团结和彼此信任的重要
陈哲婧（高二理仁）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班
干培训营，我学到了要勇于
踏出第一步才能成为一个好
领导者；时刻保持一颗赞美
他人的心，才能让彼此之间
的关系更加紧密。此外，一
个好的领导者也要有好的追
随者，才能携手完成共同目标。
讲座里其中一个游戏环节让我印象深刻，那
就是织网PK赛，这个环节让我感受到团结和彼
此信任的重要性。最后，我还学到要如何用心地
与一个人沟通，除了要有眼神交流，最重要是握
手时让那个人感受到你手掌的温度。总的来说，
这次的培训营真的让我获益良多。

结合众人力量带领班级
邱智敬 （高三文商义）

参加了培训营，我学到
如何强化班级领导沟通和自
我表达的能力、发掘自己的
优点，并且对于本身领导班
级的角色更有自信。除此，
我还学习如何肯定他人的能
力，结合大家的力量共同发

藉由安全网建筑PK赛让我们更加团结一致。

挥影响力、带领班级等。这次的训练营让我获
益良多，希望校方继续举办类似的训练营。

齐心合力完成共同目标
夏柔恩（初二勇）

第一次参加班干培训
营心情有点紧张、兴奋,我
不止了解到如何当一个好
领导，同时也收获了不少
友谊。感谢校方提供我们
参加培训营的机会，感谢
第九组所有组员，谢谢他
们陪伴我一整天、给予我的宝贵建议，大家齐
心合力完成共同目标的感觉真棒！最后要解散
时还很不舍得大家，希望下次的培训营能够再
次学习、收获更多友谊！

2016年 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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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斯诃（高三文商义）报导

3月10日（星期四）下午1时50分至3时
10分，我校耕心社于科技大楼举办了一场精
彩生动的讲座会，主题为“你若盛开，蝴蝶
自来”，主讲者是著名的八度空间新闻主播
兼 偶 也（Oyeah Media）文 创 执 行 长 陈 嘉
荣，这也是他第三次到校进行演讲。耕心社
同时邀请了大众传播学会出版组与广播组、
相声社与手工学会会员一同聆听讲座，陈主
播 更 携 带 其 最 新 力 作《你 若 盛 开，蝴 蝶 自
来》一书展开校园宣传。
讲座开始前，陈主播引用几个生动有趣
的小故事一步步带领同学们进入主题。他表
示，每个人都有存在的价值，如何把自己放
在最佳位子上才是我们应该思考及实践的目
标。
“你是否常常这样——外表波澜不惊，
内 心 却 兵 荒 马 乱，总 觉 得 上 不 了 天 下 不 了
地，不知何处才能容身？要走出人生桎梏，
请找出自己最擅长的、感受自己最热情的，
抓住可贵的机会，使出最好的人生态度，如
此完善自己，梦想自然成真。”
他也透露，成功的要诀分为四个步骤：
找出自己的特质、爱上自己的特质、发挥自
己的特质以及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梦想是能力、热情与态度的结晶，达
成梦想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集结此三大要
素。”
讲座尾声，他勉励同学们：人生像是一
场马拉松，前半段的失败不代表后半段也会
跟着失败，坚持梦想才能活出精彩！最后，
他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这句话与大家
共 勉，也 为 长 达 一 个 小 时 的 讲 座 画 下 了 句
点。

热情与坚持才能达成梦想
陈美璇（高二文商平）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场激
励 人 心 的 讲 座，主 讲 者 让 我
深 刻 理 解:达 成 梦 想 并 不 困
难，最 重 要 是 我 们 必 须 拥 有
足够的热情并且努力坚持。
遇到困难而萌生退意是人之
常 情，但 用 毅 力 与 汗 水 换 来
的成果更值得珍惜、更为可贵。
为了我们心目中的梦想，拥抱热情继续努力吧！

深入了解年轻人的想法
苏垲渝（高二文商智）

这是我第二次聆听陈嘉
荣 主 播 的 讲 座 了，每 一 次 他
都为我们带来很多道理与启
示。这 次 的 主 题“你 若 盛
开，蝴 蝶 自 来”告 诉 我 们 要
勇 敢 追 求 自 己 的 梦 想，同 时
不要为自己找寻任何退缩的
借 口。除 此，他 的 讲 座 风 格
非 常 贴 近 我 们、深 入 了 解 年
轻人的想法 。我很感谢学校赋予我们一个那么好
的机会，聆听一场别具意义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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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祥（高二文商廉）阮慧卿（初二勇）报道

2月25日（星期四）下午1时55分，我校有
幸邀请到近年崛起的本地漫画家于陈开蓉大讲
堂举行主题为“哟，我想和你聊创作”的漫画
创作讲座会。是项活动由文轩书苑、图书馆及
图书馆服务团联办，并邀请了包括：大众传播
学会出版组、漫画学会、美术学会、电脑学会等
多个团体近五百位师生出席。
主讲人海南熊（原名冯清俊）毕业于新纪
元学院视觉传达系，后负笈台湾动画系以荣誉
学生毕业，返马后开始实行漫画创作，目前是一
位全职漫画家，擅长以电脑科技完成漫画作品。
他在讲座会中畅谈其漫画创作历程，并与
大家分享“大脑风暴：八件创作者都该知道的
事！”：
1.设定一个很大的目标：很多时候别人比
我们成功，是因为我们设定的目标太小。
2.勾 出 良 好 的 习 惯 ： 好 习 惯 是 可 以 培 养
的，每天小小的动作，就能养成好习惯。
3.每 一 天 做 出 很 小 很 小 的 改 变 ： 即使 再
忙，都要抽空进行梦想，维持好习惯。
4.恶灵速速退散：排除所有的障碍，别让
其他人玷污你的梦想！
5.边玩边创作：做你感兴趣的事，如：戴
上耳机，边创造边听歌；让实践梦想的过程更
快乐。

用科技成就梦想。
7.选择需要负责任：选择睡觉，还是创造？
无论你作何选择，最后都必须自己负责。
8.时间是无限的，生命非常有限：想想临死
之前，你最大的心愿达成了吗？鞭策我们积极向
上。
海南熊坚持“做自己所爱，爱自己所做”，如
今他成功达成梦想，更创作了《乌鸦当铺——当
掉生命的孩子》、《骇客程式》等多部作品，成
功 于 2015 年 成 立 了 自 己 的 公 司 “ARTZLAND
STUDIO”。最近，他将推出全马第一本游戏文
学《爆弹档案》，作品结合漫画、文学与游戏，
让读者通过选择决定故事发展。最后，他以爱因
斯坦的名言：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与大家共勉之。

6.手机别打机：手机不要只用来游戏，善

不同年龄层听众各有所获
黄英莲老师（图书馆主任）

第一次筹办漫画讲座
会、面对近五百名听众，
我心理有些不安：担心不
同年龄层的听众是否都能
各 有 所 获。结 果 非 常 庆
幸，从 开 始 至 结 束，听 众
投 入 度 高、没 有 秩 序 问

题，可见漫画家海南熊的实力！
海南熊说：“当打下文字，漫画就活起来；
要写下怎样的对白，要思考。漫画是从写开始，
你要看很多书！画漫画的过程要思考为什么我要
画？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创作？工作是为了养
家糊口，创作则是理想的实践。”
海南熊提到创作人要尽社会责任，他与合作
伙伴成立的怪兽出版公司将出版全马第一本结合
漫画、文学与游戏的书《爆弹档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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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宗旨是给少年读者培
训选择能力，为自己的选择

负责任。
听了海南熊的分享，我感受到要做一个
有实力的漫画家，原来要有很深厚的修炼！
海南熊和大家探讨画漫画的动机，我认为值
得大家深思。在人生的天枰上，你是为了工
作劳碌一生，还是愿意为理想奋斗向上？当
然，能做到两者兼顾是人生最理想的状态，
但最终惟有抱持理想的人才得成就。

鼓励实践和发挥创意
高伟洋（高二理孝）

听完海南熊的讲
座，个人觉得由于他的
年纪和我们相近，所讲
的东西比较能够和我们
的思想结合。他鼓励我
们实践和发挥自己的创
意，我十分认同。我参
加美术学会多年，也创作了不少作品，我觉
得海南熊坚持理想的精神值得学习。他介绍
了一些绘画软件，对漫画学会的学生大有帮
助。看了他的作品，我觉得他绝对有能力在
漫画界占有一席之地。

创作、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纵使过程会有障碍，也
要学会克服。过去在漫画学会我也创作了不少的作
品，目前着重于为校服务，例如：协助图书馆设计
海报、帮其他学会或者班级设计衣服等。我觉得海
南熊是一个负责任、有双赢思维的人，我认为他的漫
画可以很好地持续发展。

坚持创作的精神是楷模
曾可怡（初三信）

“坚 持 创 作”，是 我 在 海
南熊讲座会中领悟到的，听完
讲座感受到创作者的热情与动
力。在美术学会，老师也鼓励
大家创作，如：平日的绘画及
上星期学习的剪纸，都是我们
本身的创作。我个人认为海南
熊的创作历程很值得借鉴，从前他一直协助别人画
漫画，最后凭着毅力开创自己的画风，那种坚持创
作的精神是我们的楷模。

双赢思维追
求理想
陈捷皓（高二文商义）

讲座会给我的体
会就是：漫画家要斗胆

讲座会尾声主讲人海南熊还准备了一些美工工具让同学
们施展创意。

主讲人海南熊（后排右六）在讲座会结束后与老师及部分同学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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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卿卿老师

3月10日（星期四）这天晚上8时正，我校迎
来了两位台湾名气作家——刘轩和谢哲青。此讲
座联办单位为我校家教协会、马来西亚佛光山、
佛 光 文 化、普 门 杂 志，以 及 星 洲 日 报 为 媒 体 伙
伴。由于参与者反应热烈，原本定于我校科技大
楼大讲堂的讲座改至朝阳堂进行。当晚7时就有观
众陆续到达，讲座未始，朝阳堂就座无虚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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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应人潮的增加而不停地增加座位。魅力无法挡
的他们当晚吸引了近两千人出席聆听这场讲座。
现场买书的人也不少，大家都趁这个时候购入自
己想看的书籍。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有幸在
短短的一个半小时内听了两位作家的分享，收获
匪 浅。这 一 夜，我 们 似 乎 都 成 了“人 生 胜 利
族”，在离场时，满足地相视而笑。

不是成功的人比较快乐，而是快乐的人比较成功

首先登场的刘轩，笑称自己一直被身边的朋友说很幸
福，人 生 非 常 顺 利，老 爸 还 是 家 喻 户 晓 的 刘 墉。这 种 条 件
好，人生顺利的人，会被归类为“人生胜利族”。他风趣地
说：“被别人这样称赞，其实真的很难回应，若说：‘你过
奖了’，会显得很臭屁；若只回答：‘谢谢！’，会显得更臭
屁。”
但深一层思考，究竟何为“人生胜利族”？我们都希望
自己活得比别人不一样。Harry Potter、金牌特务、007等电
影之所谓那么红，是因为我们平凡人都希望自己是那个主
角，看似平凡却有着不平凡的潜力，有能力拯救地球。“我
也曾经幻想过，希望有那么一天，有外星人来找我，说我是
半个外星人，来到地球是因为有特别任务。”
“对于觉得自己是‘人生胜利族’，我有过两次经验。
第 一次，是我 收到哈 佛入 学通知 信的 那一天。不 只是我 开
心，连父母也为之兴奋。”刘轩分享了自身在哈佛念书及学
习的点滴，并告诉了我们一些哈佛校园里的趣事。他提到，
在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欢迎来到哈佛大学，如果进

刘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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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哈佛代表着成功的典范，那哈佛可以
给你们什么呢？其实，你们最大的财富
就是你们身边的人。
“第 二 次 觉 得 自 己 是‘人 生 胜 利
族’，是收到哈佛大学兄弟会的邀请，
后来正式成为会员。这是一个很有名的
组织，它的特别之处是，you won’t find
them，they find you。你会被选中、提
名，邀请函会在午夜十二点通过门缝塞
到你的房间。”刘轩分享了自己从买正
式的晚礼服到如何过关斩将，最后成为
450 人 里 那 被 选 中 的 13 个 人 之 一 的 过
程。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有关“人生胜利
族”的答案，所以在思考的过程中，刘
轩开始写书。“结合我的心理学专业，
我 发 现 到，很 多 人 梦 想 成 为 人 生 胜 利
族。但也因为有着梦想、渴望，相信神
话，反而忽略了身边可能更好的机会。
我们花太多时间把目标建立在梦想上，
却没发现机会就在周遭。我们应要多注

听众用心聆听演讲。

意身边的机会，整合资源，以达到梦想的生活。”
所谓的“人生胜利族”究竟是什么呢？刘轩说：
“从哈佛毕业已经20年了，回去参加同学会，看到室
友以及当年的同学，我们相聚在一起，很自在；过去
在校园里还有竞争，但20年过去了，现在大家已是年
过40的大叔。我们舒服地听音乐、跳舞，当下发现so
great！”75年前，哈佛大学做了项研究，针对10几
位还活着的哈佛毕业生，探讨每个人的生活及其背后
成功的因素。最后研究指出：“快乐的生活最重要是
要有好的人际关系。不是成功的人比较快乐，而是快
乐的人比较成功。”
相信刘轩最后的那番话都说到我们的心坎里去
了——“也许，我们最希望达到的人生状态，是走到
人生的尽头，有一群自己爱的人在身边，我们可以笑
望着彼此，说：we’re make it。”

刘轩与听众近距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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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可以是任何形式

紧接着登场的是谢哲青，他首先和我们探讨了“旅行和
旅游的分别”。很多人在旅游前，会打印一堆资料，例如
“十大必吃美食”，去旅游的时候就手上拿着名单，重复别
人的记忆。而西方对旅行定义比较像“朝圣”，将自己摆在
完全陌生的人事物中重新归零，完成心中某种期待，追寻伟
大。
谢哲青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有那么多旅游经验，却
没有出旅游书？去旅行买纪念品吗？我不会写旅游书，也不
买纪念品，但我收集钞票。钞票的背后隐含着许多的故事，
看钞票就像读书，抓到那些你原本不熟悉的事物，最后都变
成你的知识。”谢哲青是历史学家，也修读艺术史，他分享
了自己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每次看人家的周末婚礼，都发现
那些女士会戴着漂亮的帽子。那帽子上面，最引人瞩目的装
饰品就是漂亮的羽毛。但其实用羽毛来作为装饰，不是现代
人的专利。这些羽毛引起了他研究的兴趣，他指出，帽子上
的羽毛是艺术史的一部分，衣服、鞋子都可以被研究，甚至
包括建筑物。
谢哲青还说：“大马的建筑物，有很多的几何图案，一
看就知道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但这些建筑物有很多大片
的落地玻璃窗，这就代表着人都很喜欢透过内里往外看，是
个渴望与世界接触的象征。而羽毛的形式，也是人类学家会
研究的对象。其固定的样子，会带来不同的审美观。”
“羽 毛 的 研 究，让 人 注 意 到 一 种 特 别 的 鸟，那 就 是
“天堂鸟”。相传着这一种鸟没有脚，在欧洲引起很大的回

谢哲青

响。两百多年前，因为学术界要
推出一套百科全书，就派学者到
世界各地去收集标本。”。谢哲
青以他周游列国的丰富经验，与
大家漫谈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天堂
鸟，看着他与大家分享的美丽鸟
类 图 片，台 下 的 我 们 都
全 神 贯 注 的，听 得 津 津
有味。
最 后，谢 哲 青 强
调 ：“阅 读，并 不 是 拿
到一本书才开始得到知
识，阅 读 可 以 是 任 何 形
式。任 何 一 个 你 拿 起 的
东 西，就 算 是 钞 票，也
可 以 给 你 知 识，也 可 以
让 你 去 旅 行。这，就 是
学问的奥妙。”

谢哲青提到帽子上的羽毛是艺术史的一部分，衣服、鞋子都可以被研究，甚至
包括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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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听众问两位作家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吗？

谢哲青：“如果人没有一点累积，机会来了
也无能为力。”他分享了自己的旅行经验让他如
何踏入电视圈的过程。他强调“只要没有辜负自
己的人生，人生就不会辜负你。幸运是给准备好
的人。”
刘轩：“每次进入一个领域，又是另一个阶
段的开始而已。所谓的‘人生胜利族’，是有一
群人跟你一起成长，remains good friends。那
是一种真正满足的快乐，要努力朝着那个方向迈
进。”

谢哲青：“我人生失败的时候比成功多太
多，往前往后走并不重要，重要是活出自己的
感受，找到自己的节奏，跳出自己的舞步。名
气、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好每一天，做
好每一件事。”
他们也认为：阅读小说是一次的人生预
演。，无法感受更多。像《包法利夫人》，我
们就读到了那种对于人性的挣扎。还有《流浪
者之歌》里有很棒的人生寓言：要探索经验，
克服各种困难，面对自己的害怕与恐惧，获得
或失去都是人生的一部分。

讲座会结束后，主讲人刘轩（右九）、谢哲青（右八）与听众们合影留念。

相信大家对刘轩都不陌生，
就算完全没看过他的作品，也会
知道他是刘墉的儿子。他被冠上“幸运”、“人
生胜利族”的光环，但并未就此排斥或自满，反
而透过心理学的研究去探讨如何get lucky。著
有：《Get Lucky！助你好运：九个心理习惯，
让你用小改变创造大运气》、《Get Lucky！助
你好运Ⅱ：幸运透视眼》。

颇 有 学 者 风 范。著 有 ：《走 在 梦 想 的 路
上》、《钞 写 浪 漫 ： 在 这 里，世 界 与 你 相
遇》。

而谢哲青，有看台湾综艺节目的人对他应该
都不陌生。他丰富的旅游经验，飞过97个国家
的经历，让温文儒雅的他对很多事物侃侃而谈，

听 完 讲 座，也 许 我 们 都 掌 握 到 了 所 谓
“幸运”的秘诀，那就是要锲而不舍，坚持
自己的梦想。越努力越幸运，是至理名言。

一个是自信、活泼的美式分享者；一个
是淡定、从容的英式学者，两者一起演讲不
但没有造成冲突，反而有不一样的火花，让
人在活泼和淡定的模式中，感受到不同文化
的碰撞所带来的感官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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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legates of SJKC Jalan Davidson and Hin Hua High School posing for a group photo at the Puan Sri Kai
Yong Yeoh Auditorium.

Reported by ELC
Educational tours always give us ideas and
opportunities to visit places that help us gain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through the actual
exploration. On 27th February, 2016, Hin Hua High
School received 24 visitors from SJKC Jalan
Davidson. There were 17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accompanied by their school Chairman of
Alumni, Principal and Vice principals. This school
has a good record of achievement in academy as
well as extra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SJKC Jalan Davidson is also branded as a
Cluster school by the Malaysian Education
Ministry. They have attained excellence in all
aspects of the school management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It was Hin Hua High School’s honour to
receive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from the school.
The delegates were welcomed with open arms by
Datuk Lee Peng Hock, the Deputy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Puan Sri Kai Yong Yeoh,
Patron of ELC, other members of the board such as,
Mr Soh Shun Chang, Mr Er Juan, the Chairman of
the Alumni Association and Mr Eric Chin, the
Chairman of the Parents & Teachers Association,
Mdm Ng Swee Geok, the Principal, Vice Principals,
all Heads of Department and the ELC Management
Committee.
The day started early with the arrival of all

guests at 8.15 a.m. Mdm Ng Swee Geok of Hin
Hua greented the guests and stated that Hin Hua
and SJKC Jalan Davidson were like ‘sibling
schools’. This was because we always heard news
about each other through Puan Sri. Mr Yeap Seng
Heng, the principal of SJKC Jalan Davidson, was
grateful to Puan Sri for her arrangement for this
visit. He also shared his experience of running his
school, emphasising that he and his team had gone
through a lot of hardship and made a concerted
effort in order to ensur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Besides, he mentioned that some
revolutions and changes had been made in his
school to keep abreas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ies. At the end of his speech, he
extended an invitation to Hin Hua, hoping to have
another exchange in his school in the near future.
Right after the speeches and introductions,
the delegates were shown a short video
present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Hin Hua to the present time. Mdm Boo then
briefed the delegates on the program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She mention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method that we adopt at school. She highlighted
the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classes
that began in 2013 which was the first pilot project
that had started with only one class. However,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tudents’ performance,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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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senior three classes are currently doing the EAP
level this year. They learn to do academic writing
by carrying out small scale research, using the convenience of ICT (Google Drive) to set questionnaires, do literature review, learn referencing and so
on. This is to help them develop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s well as collaborating skills, and also to
prepare them for their tertiary education in future.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is also another
area that she touched on. We give importance to
PBL where the 21st century skills are well
integrated into all lessons like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writing and even in the internal
competitions planned at school level. Besides
preparing our students for all major examinations
like the UEC, SPM, IELTS, we also prepare them
for the Cambridge examinations. She also proudly
announced about Hin Hua’s achievement on being
branded as a Cambridge English School in the year
2015. This is done to bring major changes to our
curriculum and equip our students with the skills
they need especially now that most universities
require CAE (Cambridge English: Advanced) as an
entry requirement. Last year, 300 students signed
up for the Cambridge exams and this is a sign to
show students’ interest in improving their English.
She thanked our patron, Puan Sri Kai Yong
Yeoh for her constant support to ELC Under Puan
Sri’s sponsorship, 13 English teachers completed
the In Service Certificate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Programme (ICELT) by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which is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In
May 2015, all English teachers started the
Certificate in Secondary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CiSELT) by British Council which they
will complete by the end of 2016. S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t Hin Hua High School.
Finally, she spoke on the students’achieve-

ment in public exams The passing rates in the
UEC Senior and Junior exams and the SPM have
been always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passing rate.
There was an evident climb of students scoring as
in allpublic exams over the years. Also, 90% of
IELTS candidates scored 6.0 and above, which
marked that they had successfully fulfilled the
basic entry requirement of universities worldwide.
After the introduction, all guests were taken
on a tour to ELC for an exchange session o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English Language by the
ELC Management Committee members. It started
off with Ms Malini giving a presentation about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at ELC. Some of the areas
Ms Malini talked about were the use of
Multimedia Learning using Longman English
Interactive (LEI), the setup of ELC reading corner,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petitions held at Hin
Hua as well as those organised by other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the promotion of reading by Scholastic Book Club, the free mini library that we
have at the school canteen and some other
interactive activities that are held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at our school.
Right after that, Ms Evon took over with her
presentation about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that has been carried out at ELC in the past few
years. S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designing an effective project. She also shared
some of the projects done by the students using
Google apps like Powtoon, Storyboards, short
films and EAP research projects. The audience
were impressed with the students’ creative work
and all the effort put in by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at Hin Hua.
Finally, Ms Chua presented on Process
Writing. First, she exchanged some ideas with the
audience about the experienc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en writing was taking place. She then

An exchange of plaques between both school directors, Mr. Soh Soon Cheong of Hin Hua High School and Mr. Loh
Chang Woo of SJKC Jalan Davi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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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m. Boo taking the delegates for a tour at ELC.

showed a Powtoon presentation on what process
writing was about. From the video clip, the audience
got to know the basic steps to take and the involvem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roughout the writing process. She also shared her own experience of
how she had conducted process writing in stages in
a Junior One class, some improvements made by the
students, and the students’ feedback on process
writing.
After the sharing session that was held at ELC,
the guests were then taken on a campus tour to our
newly renovated school library. The tour was led by
the Vice Principal, Mr Soh Chin Chun who explained on how the library had been designed creatively and the meanings behind each design and creative idea. The delegates walked around the library
taking photographs of the beautiful interiors and
also checking the many types of reading materials
that the library has got to offer. Later, the delegates
were led to the Science & Technology Tower where
they were taken to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enter (5th floor), the Exploration
Centre where they were shown a short video at the
Remote Autonomy Observing Centre (7th floor),

Ms. Evon presenting 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Ms. Chua presenting on process Writing.

the Innovation Centre (9th floor), Sports Centre
(10th floor) and finally Puan Sri Kai Yong Yeoh
Auditorium (1st floor).
After a mind-blowing sharing session and an
eye-opening tour, the delegates were taken to a
nearby restaurant to end the day with a sumptuous
lunch hosted by Puan Sri Kai Yong Yeoh.
The day ended on a good note. Both delegates from SJKC Jalan Davidson and Hin Hua
High School gained new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from each other. It was truly a good
exploration of knowledge for both schools.

Ms. Malini introduc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glish activities at E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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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Sim posing with the teacher-in charge, Ms. Chua, and the participants at the end of the workshop.

Reported by ELC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of Hin Hua High
School has always emphasised on student development
all these years. For this year we have organised a series
of workshops for our students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outside the classroom. We were honoured to
have successfully invited Dr K. K. Sim to conduct the
first workshop - public speaking, at the Convergence
Access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wer on 14
March 2016. Dr Sim has been teaching public speaking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in variou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for the past 15 years. The objectives of this workshop
were to enable participants to speak clearly and fluently,
as well as to build confidence in presenting ideas. The
response from the students was so overwhelming that we
had to arrange one more session in the afternoon to
accommodate more participants.
Dr Sim began by introducing the ‘C’ elements that a
speaker needs, which are Courage and Confidence.
Then, she explained the 5 Wives (what, where, why,
who, when) and 1 Husband (how) that a speaker need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speaking takes
place. For example, a speaker has to be aware
of what the content he plans to speak about and
who the audience will be during a presentation. Later on, Dr Sim also pointed out the different ways of pronouncing certain words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before the group
and individual practices of pronouncing vowels
and consonants were carried out. She also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syllable stress as
well as word stress. Stressing on different
words will convey different meanings, and it
might cause a misunderstanding if the wrong
syllable or wrong word is stressed. In the midst
of the various activities and practices, Dr Sim
demonstrated a great sense of humour, which
brought peals of laughter from the participants.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ssion, Dr
Sim wanted the participants to practice
impromptu public speaking by acting as an
emcee announcing a winner as well as a winner
receiving a prize. Before the presentation, Dr
Sim discussed the information needed for the
announcement and the thank-you speech. She
also demonstrated to the participants how an
occasional public speaking could be done.
Later, individual participants took turns to be
the emcee and the prize winner, experiencing
how to speak fluently and confidently in front
of the others. At the end of the day, most
participants were able to pick up some basic
skills for public speaking and wer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pronunciation.
文转下页

Dr. Sim in action.

34

HIN HUA MONTHLY

2016年 3月号

文接上页

Lew Khai Xiang (J3 Canberra)
In my opinion, this workshop was indeed very useful because it helped us to prepare for
the “real world”. I have learned
many things through my participation in this workshop. I hope
that more students will be given
the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similar activities in the near future.
Au Yong Hui Hui ( S1 Ottawa)
Through this workshop, I
learned not only how to speak in
public but also how to pronounce
words with proper syllable stress
and word stress. Just like what
Dr Sim had said: everyone makes
mistakes. Therefore, we don’t
have to be shy but be confident
when speaking in public.
Amanda Elizabeth Theseira
(J1 Ottawa)
Dr Sim is an experienced
trainer who encouraged us to be
confident and courageous when
speaking in public. She also
humorously reminded u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Husband and
Wives’ in order to deliver a
speech successfully. I was lucky
to have hands-on experience by delivering an impromptu speech in front of the other participants.

Dr Sim having an interactive activity with the participants .

Participants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their
scripts.

Ms Chua introducing Dr Sim to the participa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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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mpion of the Song Fest Competition – J3 Washington.

Reported by ELC
The Song Fest Competition made a comeback
after so many years. It was organised specifically
for Junior level classes by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in 2016. This competition was intended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through songs,
develop creativity in songwriting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cultivate leadership, cooperation and class
spirit, as well a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platform
to showcase their talents and build up confidence
beyond the classroom.
The song selected could be based on a famous
tune of any genre. However, the lyrics had to be self
-composed.
The song could be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a
cappella with any props rather than musical
instruments to produce sound effects. Judging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creativity, originality, lyrics
(content and expressions), rhythm and tempo, and
lastly, the wow factor.
The English teachers spent nearly two months
organising their class students to select their
favourite tune, rewrite the lyrics through
collaboration, and practise as a whole during the
Activity Lesson every week. Pleasing and soothing
melodies could be heard here and there at ELC
before the preliminary round that took place
between 29 February and 4 March. To ensure the
smooth selection of classes for the finals, the level
coordinators helped to appoint judges, and arrange

the time and venues at ELC. Most of the
participating classes went all out to impress the
judges, in the hope of being able to get to the
finals. Finally, three best classes from each level
were selected for the finals.
The Song Fest Competition (Finals) 2016
kicked off on 8 March 2016 at YTL Hall. With a
short introduction by the emcees, Goh Mei Shien
(S2 Chicago) and Choong Chi Jiong (S2
Adelaide), the nine shortlisted classes took turns to

Best Conductor of the Song Fest Competition
- Yeoh Chin Tong (J3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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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ly show off their musical talent on stage,
which attracted the full attention of the audience and
amazed the teachers in the hall. After the competition, Choong Chi Jiong (S2 Adelaide) and Tee Chin
Xian (S2 Chicago) were called upon to present their
self-created standup comedy while the judges had a
discussion on the winners. The audience had a good
laugh, listening to their witty conversation and
watching their amusing performance.
After the entertaining moment, the chief judge,
Ms Regina, was invited to give her comments. She
congratulated all the participating classes on their
awesome performances, which were the outcome of
their hard work and creativity. She claimed that the
judges had had a tough time determining the
winners. Soon after that, Madam Boo, the viceprincipal and head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was called upon to give away the prizes to the
winning classes.

Here is the list of the winners:
First Prize: J3 Washington
Second Prize: J2 Chicago
Third Prize: J1 Toronto
Consolation Prize: J3 London
Consolation Prize: J2Manchester
Best Conductor: Yeoh Chin Tong

Winner of the Best Conductor award
Yeoh Chin Tong (J3 Washington)
First of all, 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and proud that our class had won the
first prize. It had been a tiring process producing the lyrics, practising in groups
and making props. But through everyone's cooperation, we finally succeeded.
The leaders of the song fest groups were all very helpful, and all the classmates
were also very supportive. Some even gave us comments for improvement. This
experience is unforgettable for me and it is an honour to be chosen the best conductor. La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s.Sastina and all my classmates for everything they have done.

Second Prizes Team
Lim Jia Sheng, Joshua (J2 Chicago)
When we first heard about the Song Fest Competition, we were excited,
mostly because it was different and much more interesting than Choral Speaking. We made it our goal to win a prize in the finals this year, because last year
we didn’t.
We wrote our song lyrics pretty fast and started practising early. We split
our class into singing and percussion teams, and I was chosen as the conductor.
Our teacher, Ms Priya, generously allowed us to use some of her time for practice.We practiced very hard,working towards our goal.A few days before the
finals, our main solo had a sore throat. Thankfully her voice was restored one
day before the actual competition.
Just before the finals, we were as nervous as cats, but we boldly presented
and sang our song before the judges and audience. Later on, it was announced
that J2 Chicago had won the second place! My class shouted with joy as I
walked on stage to receive our prize.
I was very thankful to my classmates as they all had done their very best in
the Song Fest finals. It was indeed a good experience and also a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to build relationships among ourselves as well as with other
classes,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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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地点。在疏散过程中，各处负责指
挥的老师们都使用扩音器敦促学生及维
持秩序。

紧急铃声响起，同学们快速移步到校园外的指定地点集合。

郑亦彣（高三文商信）报道

为了提高师生对紧急事故的危机意识与应对能
力、熟 悉学校 紧急 疏散路 线，我校于 3月 3日（星 期
四）进行了一场全校紧急疏散演习，以便当紧急事故
发生时，全校师生都能及时逃生。
当天早上8时15分，紧急铃声响起，全校师生有
秩序地按照指定的疏散路线快速集合到校园外的指定

各班到达集合地点后，则由班长先
点名，再转告班导师或助理老师，之后
同学们立即蹲下以方便在场指挥的老师
能一目了然，顺利进行指挥。班导师收
到正确的人数后，会向负责相关年级的
行政正、副主任报告人数，以确保全体
学生都安然疏散。过了约十分钟后，全
校师生有次序地按照路线回到教室上
课。
紧急疏散演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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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内疏散成功，比预定的5分

人数到齐的班级原地蹲坐，尚未清点完人数的班级则站在原地等待，如此可一目了然确保各班的疏散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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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内疏散完毕的目标还要快；
惟教学大楼的师生共花了近6
分钟才全部疏散，没有达到预
计目标，学校将进行检讨并提
出改善对策。
苏副校长表示，学校为了
有效预防及处理危机事故，每
年都会成立校园危机处理小
组、危机处理程序指示及紧急
联级网，一旦有任何紧急事故
发 生，都 能 有 效 启 动 处 理 程
序，确保人员及物品得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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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防范与安全意识
李芝羚（初一和）

经过此番演习，我
深刻了解火灾演习的重
要性，因为谁都无法预
知灾难何时发生，预防
胜于治疗。我希望校方
每年举办火警演习, 增
加同学们的防范与安全
意识。

镇定地及时逃生
潘思彤（初一和）

我们小学也有类似
的活动，不过校方并不
是很重视，反观兴华对
火警演习十分注重，老
师再三叮咛大家认真以
待。经过这次的演习，
如果发生意外状况，相
信大家都可以镇定而不
慌乱地及时逃生，我认为这个演习很有意
义。

班导师巡视和点名确保全班同学都安全抵达集合点。

演习比往年进步
叶名森（高三文商平）

这次的紧急疏散演习比往
年进步，同学们都有序地逃生
到各自的指定地点。我观察到
有待改进的是：对于在上英文
课的学生，应更早熟悉疏散时
的路线以免影响疏散的速度和
流 畅 度。整 体 来 说，全 校 师 生
的表现都很不错了，大家都迅
速、有序离场，完成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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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赛
于 2016 年 1 月 11
日至 15日举行。
我 校 荣获 女生 甲
组 冠 军 ﹑女生 乙
组季军。
女 生甲 组冠军 ：
何 芷 倩（高 一 理
孝）、杜 紫 瑄
（高一理仁）、 林嘉雯（高一理义）、邱艾
俐（高一理义）、陈佳慧（高一文商和）、苏
恩 琪（高 一 文 商 廉）、曾 巾 洏（高 一 文 商
智）、黄曼仪（高二理忠）、林嘉敏（高二文
商礼）、刘颖琳（高三理爱）、陈祖慧（高三
文商义）、陈苇恩（高三文商和）

篮球健儿在巴生学联赛篮球赛为校争光。

女生乙组季军：廖芷瑜（初一孝）、何 炜（初
一 义）、杨 凯 欣（初 一 和）、余 欣 怡（初 一
和）、杨萱仪（初一平）、黄静仪（初一勇）、
王玮滢（初二信）、黄静欣（初二忠）、程钰斐
（初二义）、苏恩茹（初二义）、李昀葶（初三
和）、陈苡凰（初三和）

越野赛跑于
2016年1月20日举行，
我校荣获男甲团体冠
军、第一名﹑第四名﹑
第八名﹑女生甲组团体
冠军﹑第二名﹑第三
名﹑第十三名﹑第十四
名﹑女生乙组第六名。
越野赛跑选手们凯旋而归。

男 生 18 岁 组 ： 第 01
名：梁硕灵（高
二理爱）、第 04 名：马庆阳（高三理孝）、
第 08 名：林哲宇（高二理爱）

（高一理爱）

男生团体冠军：梁硕灵（高二理爱）、林哲宇
（高二理爱）、刘博文（高二理忠）、曾兴宇
（高二文商礼）、刘祈纬（高三理爱）、马庆
阳（高三理孝）

女生团体冠军： 纪婧温（高一理忠）、林星伶
（高 一 理 仁）、杜 紫 瑄（高 一 理 爱）、陈 苇 恩
（高 一 理 爱）、王 佳 雯（高 二 理 忠）、陈 祖 慧
（高三文商义）

女 生 18 岁 组 ： 第 02 名 ： 纪 婧 温（高 一 理
忠）、第 03 名：王佳雯（高二理忠）、第 13
名：陈苇恩（高一理爱）、第 14 名：杜紫瑄

女生15岁组：第 06 名：曾意雯（初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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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赛于2016年1月18日至22日举
行，荣获男甲双打冠军、女甲单打亚军﹑女
甲双打季军﹑女乙双打亚军。
男甲双打冠军：王琮杰（高二文商义）、王
仁杰（高三理爱）
女甲双打季军：吴婕菱（高一理孝）、柯庄
意（高三理爱）
女乙双打亚军：苏芯乐（初一信）、林宇纤
（初一平）
女甲单打亚军：柯庄意（高三理爱）

羽球选手展现丰收的一刻。

乒乓赛 于2016年2月1
日至4日举行，荣获男甲团体亚
军、男甲单打亚军、男乙团体季
军、女乙团体亚军。
男甲团体亚军：邓世劼（高三理
孝）、张 耀 仁（高 三 理 孝）、蔡
杰胜（高三理仁）、苏熙肯（高
二 理 孝）、郑 启 伟（高 一 文 商
勇）
男 乙 团 体 季 军 ： 陈 子 恒（初 一
忠）、苏 伟 漮（初 一 义）、颜 苇
伦（初 二 信）、谢 镇 阳（初 二
勇）、纪凯翰（初三和）、

排球校队在巴生学联赛满载而归。

排球赛于2016年1月26日至29日举
行，荣获男生乙组季军、女生乙组季军。
男生乙组季军：

女 乙 团 体 亚 军 ： 蔡 婉 莹（初 二
仁）、林 芷 瑜（初 二 爱）、佳
璇（初 二 义）、黄 竑 莹（初 二
爱）、陈玉盈（初三仁）
男甲单打亚军：苏熙肯（高二理
孝）

林镇皓（初一平）、陈兆伟（初二仁）、
何子敬（初二廉）、李宽杰（初三孝）、
林力岳（初三孝）、洪名骏（初三孝）、
郑正榆（初三仁）、李转德（初三仁）、
郑义贤（初三仁）、黄伟聪（初三和）、
黄暐量（初三和）、陈哲康（初三平）
女生乙组季军：
林欣颖（初一义）、叶芷霓（初一义）、
许玮恩（初一廉）、张丝敏（初二忠）、
张芷珊（初二孝）、林慧婷（初二孝）、
吕立颖（初二义）、关颖彤（初二廉）、
吴若昀（初三仁）、苏婧怡（初三仁）、
杨佩琪（初三仁）、洪思琪（初三和）

乒乓选手们荣获不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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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赛于2016年3
月 7 日 至 09 日 举 行，荣 获 8
金﹑8银﹑8铜，并刷新1项
大会纪录。同时，林佳昕同
学荣获女生乙组最佳运动员
奖。
女 丙 跳 高 金 牌、女 丙
4x400m 金 牌 ： 姚 诺 琳（初
一忠）
女 丙 100m 铜 牌、女 丙
4x400m 金 牌 ： 张 芷 悦（初
二智）
女丙100m跨栏铜牌：杨彩俪（初一礼）
女丙800m铜牌、1500m银牌、女丙4x400m
金牌：曾意雯（初二智）
女丙4x400m金牌：杜锦琦（初二义）
男丙400m铜牌：李杭枋（初二智）
女乙铁饼金牌（成绩破大会纪录）、铅球金
牌、女乙最佳运动员：林佳昕（初三义）
女 甲 1500m 铜 牌、3000m 银 牌、4x400m 银
牌：纪婧温（高一理忠）

田径校对健儿们荣获佳绩，并刷新1项大会记录。

女甲铁饼银牌：林暄媃（高二理忠）
女甲跳高银牌、4x400m银牌：陈祖慧（高三文商
义）
女 甲 100m 跨 栏 铜 牌、400m 跨 栏 银 牌 ： 黄 沁 玉
（高三文商平）
女甲4x400m银牌：杜紫萱（高一理仁）
女甲4x400m银牌：陈苇恩（高三文商和）
男甲10000m竞走第六名：欧阳睿弘（高二理忠）

女甲标枪金牌：吴婕菱（高一理孝）

男甲800m银牌：林哲宇（高二理爱）

女 甲 800m 铜 牌、1500m 银 牌、3000m 铜
牌、4x400m银牌：王佳雯（高二理忠）

男甲1500m金牌、5000m金牌、3000m障碍赛金
牌：梁硕灵（高二理爱）
男甲5000m第五名：马庆阳（高三理孝）

男生组冠军：郭雳承（初二平）、曾
法 畯（初 二 勇）、颜 瑞 贤（初 二
勇）、 钟 圣 杰（初 三 忠）、陈 玟 翰
（初三孝）、施冠利（初三仁）、周
建 宏（初 三 爱）、张 英 亮（初 三
平）、黄 海 翰（初 三 礼）、周 尔 谦
（初三智）、薛天乙（初三智）、黄
嶙凯（初三智）
我校荣获巴生区14岁以下男生组冠军、女生组殿军。

体育处供稿

我校学生于2015年11月22日至12月13日参加第26届
星洲日报杯雪州14岁以下篮球赛，荣获巴生区男生组冠
军﹑女生组殿军。

女生组殿军：廖芷瑜（初一孝）、杨
凯 欣（初 一 和）、叶 欣 颖（初 一
忠）、黄 静 仪（初 一 勇）、黄 静 欣
（初二忠）、苏恩茹（初二义）、林
暄 淇（初 二 义）、王 玮 滢（初 二
信）、李 昀 葶（初 三 和）、陈 苡 凰
（初三和）、陈嘉雯（初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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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导师的得力助手
黄德胜老师（担任家亮2015年高三班导师）

家亮在高三担任班长，积极参与校内比赛和活动，
同时推动班上参与各项班际赛（2015年高中辩论赛亚
军、班级乒乓赛冠军），促进班上同学们的团结精神。
此外，课业方面的各科成绩表现优异，且能给予同学指
导，协助同学提升程度。
家亮是个得力助手，她具备领导才能，主动带领班上
同学完成各项任务，在班务推动上给予班导师很多协助。

黄德胜老师(右)赞扬家亮是个得力助手，具备领导才能。

林卿卿老师采访
1. 请问你是在怎样的机缘下申请台大呢？

我觉得这次申请真的是一次“机缘”。我记得
那时我们正在应付统考预试，正巧听到李辉祥老师
报告有关申请台大的事项。正逢考试期间，申请程
序要准备很多的文件，又听说只录取五个人，当下

感觉这是项“不可能的任务”。正犹豫不决
的当儿，正巧同学邀约一起申请，最后还是
决定一起试试看。顺利呈交申请的那一天让
我印象深刻，事因当天原本要考数学，谁知
遇上制水又停电，考试临时延后。趁着这个
空档，我们赶紧把所有的资料备齐呈交。最
后我就成功被录取了。因为我是基督徒，总
觉得这是上帝为我安排好的一条路。
申请的过程中，最感谢的人是李辉祥老
师。他给予同学们很大的帮助，耐心地指导
我们如何完成，让我们可以做到最好。虽然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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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杨董事长（中）赞助家亮以继续升学。左一和二为家亮的双亲、右一为黄秀玉校长。

我被台大录取了，但并没有得到奖学金。由于
家里经济不许可，本来决定要放弃。有一天，
突然收到李辉祥老师的来电，要我再把资料传
送给他，说可以帮我。当时李辉祥老师说要保
密，得等事成了才告诉我究竟怎么一回事。后
来才得知，原来是杨忠礼董事长愿意支助我去
升学。我觉得非常的幸运和感动，十分感恩。

2. 为什么会选择念社会工作学系？

首先，可能很多人对这个科系并不熟悉。
社会工作学系主要培养社会工作者。“社会工
作是一门助人的专业，社会工作内容有：一、
开发、动员、运用各种社会资源，协助人们因
应解决问题；二。增强人们解决有关行为、人
际关系、社会和心理适应等问题的能力；三、
规划并执行各项社会福利服务方案；四、倡导
并维护人民之社会福利权益。” 至于选择这个
科系的原因，刚才我提到了我是基督徒，我想
我选择这个科系跟我本身的信仰有很大的关
系。由于从小读神的话语，耳濡目染，时刻记
着要帮助别人，多做善事，因此，社会工作者
的性质与工作内容非常符合我。其实我也想过
要继续念簿记，但考虑到自己的性格比较活
泼，喜欢多接触人、与人沟通的工作，希望接
触更有挑战性的行业。几番思虑，最后还是选
了社会工作学系。
听学长姐的分享，社会工作学系除了专业
的知识以外，还学习到如何与人沟通，也有涉
及社会学，是个全面的科系。不管将来加入什
么行业，也比较懂得与人沟通、倾听他人的心
声。

3. 可以与我们分享你获知被台大录取时当下的
心情？

获知被录取时的心情是很两极化的。一是
看到自己成功被录取，觉得非常开心；二是发
现自己并没有获取奖学金时，又感到失望、难
过。可是，过不久，又收到李辉祥老师的电话
得知杨董事长愿意赞助我去继续升学，又感觉
一切充满希望！这一路的心情变化很大，可最
值得感恩的是杨董事长愿意支助我升学，当下
觉 得 非 常 感 动。另 外，我 想 这 也 是 神 的 安 排
吧！在我努力之后，神会为我开一条路，指引
我的方向。
最 后，要特别 感谢 杨董事 长给 我这个 机
会。得知被录取后，相关单位办了一个“台大
之夜”，每个被录取的学生及其赞助人都会出
席。我觉得杨董事长真的是个没有架子的长
者，像他那样日理万机的人，也特别出席只为
了颁这个奖给我。他的这个举动，让我深深的
感动之余，也认识到了真正伟大的人，是可以
付出不求回报的。

4. 那请问你会如何应对课业与活动繁忙的压
力？

我是商科学生，曾代表学校参加不少交流
活动。这是一种社会经验、人际关系及沟通技
巧的累积。至于校内比赛，辩论比赛训练了我
的胆量、发表看法的能力及对事物的敏锐度。
辅导处的义工训练营，大大提升我帮助别人的
能力。我参加了2年的摄影学会、2年的学长
团、2年的节令鼓队及3年的跆拳道社。每个学
会都让我有不同领域的学习，同时磨炼我绝不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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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传道或做些对社会有贡献的工作。这些
都是初步的概念，还没有具体的方案。我知
道自己要什么，对未来也有概念，但还是先
把握当下，做好眼前。
6. 给学弟妹的寄语？

家亮劝勉学弟妹勇敢追梦。

放弃、努力向上的性格。这六年的学习生涯让我获
益良多，我觉得不管是学校或者老师，已经把我们
训练得可以轻松地面对课业和活动之间的忙碌。若
你用心地去面对学业和活动，好好地分配时间，一
定可以如何让课业、活动和生活达到平衡。无论如
何，作为学生，还是先以课业为重，活动第二。我
其实没有特别压力的时候，因为我享受每个过程和
当下。

我想说的是，成绩好的人不一定要去
读“最好的科系”。考好成绩是学生的本
分，也是对未来的一种保障，但是可以“随
着心”走未来的路。最近身边有些朋友在烦
恼，选择未来要走的路，究竟应该着重个人
兴趣还是前途的考量？我常在想，为什么不
可以“兴趣就是你的前途，前途就是你的兴
趣”呢？把梦想化为动力，勇敢去做自己喜
欢的事。
学弟妹们，有机会就要去把握，不管最
后结果如何，都要尽力去争取。做多方面的
尝试和努力，不要太早放弃，机会总是给已
经准备好的人。

5.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
展望吗？

关于未来我也不是
很 肯 定，但 一 定 会 回 来
马 来 西 亚 回 馈 社 会，服
务 大 众。我 也 有 考 虑
过，社 会 工 作 学 系 毕 业
后，还 会 继 续 升 学。可
能 会 研 读 神 学，结 合 社
会 工 作 学 系 专 业 知 识，
2015年高中辩论赛荣获亚军。右一为黎家亮。

和家亮见面的那一天，她
那腼腆的笑容和那双笑起来弯
弯的眼睛融化了我。一开始采访就发现，她的
态度诚恳，谈吐、行为也非常的淡定，是个很
有想法的小女生。跟家亮一见如故，说是采
访，最后反而变成了我们在聊天和交换心得。
和她闲聊的过程，发现她非常有主见，
对自己的未来早有规划，而且有着美好的憧
憬。可她又不是那种太过自我的女生，反而是
淡然地，让你很舒服、自在。我突然想起自己
要去北京升学前，马大的老师送给我的四个
字——“上善若水”，为的就是要提醒性格强
硬的我，要领悟老子提出的“水的境界”。此

刻我感觉到，家亮就像一股清流，将来或许可以做
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状态。
家亮告诉我她喜欢我在WhatsApp里的status
分享。我说难得遇知音，那是三毛的一段话：“我
唯一契而不舍，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去努力的，只不
过是保守我个人的心怀意念，在我有生之日，做一
个真诚的人，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在有限
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我想漫漫的人生
里，我们会慢慢地发现，有些理想、有些幸福我们
实现不了，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接近自己希望
的人。真善美，是我在家亮身上看到的最大特质。
加油，家亮，愿你时时刻刻保有自己的心怀意
念，前程似锦，努力学成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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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晓惠（高二文商和）报道

3 月 8 日（星 期 二）我 校
于科技大楼5楼协作学习室举
办澳洲大学教育展，由AUG
Education & Student Services协办。教育展邀请了澳
洲 各 大 学 代 表 莅 临，当 中 包
括 ： 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University of
Tasmania、University of Adelaide、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University
of Melbourne、Monash University、JMC
Academy、
Curtin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Sydney等，吸
引了初三至高三级近两百人
次前来谘
询升学讯
息。

上官敬安老师

辅导
处助理上
官敬安老
师 表 示，
在筹办教

同学们详细询问有关升学的科系、条件等。

育展前，该处进行会议以便筛选最优质的大学前来提供升学讯息，
这是我校秉持不断更新精神的体现。
“我们对各大学代表是否真的掌握了对独中统考机制的认
识、学生的个人特质、学习文化及升学动向等讯息，尤其关注。”
上官敬安老师补充：“此外，在与同学的互动中是否也确切的将有
关大学的科系、学费、生活费、奖助学金及未来毕业后的就业机会
等讯息做最完整的呈现，是我们举办教育展所着重的目标。”
他强调，在未来的日子里校方希望更能够突出教育展的多变
性，从原有的柜台谘询到不同主题的呈现，让学生更能够具体地体
验与整合升学资讯。

明确升学的方向

获取资讯的平台
苏熙肯（高二理孝）

参加这次的澳洲升学
展，是因为我想多了解更多
到澳洲升学的资讯。此外，
我也想进一步明确升学的方
向，以为未来做好充分的准
备。让 我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是
University of Tasmania的讲
师，他的说话方式很有趣、具有说服力，他与我
们分享丰富的经验以便我们对该校有更深入的认
识，使我获益匪浅。

邓巧儿（高二文商和）

这次的教育展为我们
将来到澳洲升学提供一个
参考与获取资讯的平 台。
我觉得各校负责人在讲解
上 十 分 尽 责、内 容 详 细，
帮助我们记录要点供方便
日 后 参 考。我 认 为 澳 洲 的
教育模式很不错，有各个领域的选择，但那里
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却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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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宝琳老师报道

2 月 26 至 27 日（星 期 五、六），
我校新任教师共赴董总参加华文独中
新 手 教 师 培 训 课 程。课 程 分 两 天 进
行，第一天主要的课程内容是认知与
青少年心理相关的理论，以理解及掌
握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结
合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开展教育活
动、提高教学质量。课程后半部，讲
师让学员们分组进行角色扮演，模拟
课堂上真实情境，再以角色扮演的方
式针对相关情境提呈解决方案。这个
环节中，让大家掌握了许多班级经营
的技巧，比如：面对吵闹的学生可以
用削弱、忽略的方式应对等。
第二天的课程着重在学习课程设
计和教学技巧，帮助新手教师掌握适

李晟老师（左）和郑珮旎老师（右）与讲师张喜崇老师（中）相见欢。

用的教学法，比如：透过奖励的方式提升学生的学习意愿
等。综上所述，本次培训课程让新手教师把所学融入教学
当中、有效提升教学质量，可说是获益不浅。

我们是兴华的生力军。左一起为李晟老师、郑珮旎老师、黄美琪老师、谢宝琳老师及李思颖老师。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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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back for New Teacher Training Course
Ng Bee Kee（English Teacher）
The new teacher training course organised by
Dong Zong on February 26 and 27 was a productive
two-day course for all the new teachers coming from
different regions in West Malaysia.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each other about the challenges and
obstacles we have experienced throughout the past two
months.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lecturers, we have
also had a very fruitful discussion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eenagers as
well as how to plan a good lesson, which are both essential elements needed to be a teacher in secondary
schools. In short, this course has definitely motivated
me to work harder in the education field.

培养学生面对未来的竞争力
郑珮旎老师（科学老师）

孩子及时的帮助、指导与教育，
才是老师的责任。
学习以同理心面对“问题”
学生，与他们建立健康的师生关
系，是我当下的功课。不在课堂
处理一个或小部分学生的问题、
了解自己的情绪底线、寻求他人
的协助，是身为新老师的我要学
习的地方。
课程也安排张喜崇老师为我
们讲解教学设计的重要性，他形
容老师像课堂的“飞机师”，学
生就是“乘客”；老师的目标要
清楚，才能把学生带达目的地而
不半途落空。课前的规划、课中
的教学技巧与班级管理以及课后
检讨，都是教学设计的重点，有
助 老 师 达 成 教 学 目 标、减 少 失
误。

当我决定加入教师行列，已有心理准备，今年
会是充满考验的一年。然而真正让我觉得难以应对
的不是繁忙的工作量，反而是课堂上的秩序经营。
还没上培训课之前，我都以强硬的方式“镇压”班
上的秩序，但使用这方式的副作用除了让我感觉疲
累不堪，也让部分孩子受伤了。

除此，老师也指导我们把教
学内容以“布鲁姆”的目标作出
分 类，让 学 生 从 被 动 到 主 动 学
习，以“721”方式出题目：70%
简单题，20%中等题目和10%挑
战 题，以 满 足 不 同 程 度 的 学 习
者。

从郭富美老师的讲课中，我认识青少年身心发
展的阶段，明白他们的情绪与自制能力较大人来得
弱、也认识了青少年三种不同的人格气质。郭老师
强调，每个孩子的行为背后一定有其原因，分析行
为背后的想法和感受，及时发现暴力的存在，给予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喜崇老
师一再强调的：“教育的未来，
并不是让学生具备应对考试的能
力，而是培养学生面对未来的竞
争力。”希望与大家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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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地方研究学者陈嵩杰（中）为大家导览芙蓉老街，穿梭在大街小巷。

黄乐仪老师报道

3月12日至13日（星期六、日），我校严伟
扬与邱谊东老师到芙蓉中华中学参加由董总学务
与师资局（师资组）主办的“2016年独中历史科
教师教学交流与乡土考察”活动，主办方称活动
宗旨为：寻找历史教学的突破点，翻转独中历史
教学；提升历史老师的专业知识；提供历史科资

深教师交流平台以及促进校际互助合作。当
天共有39位来自全国各独中的历史教师聚集
一堂，互相交流与分享历史科教学心得。
大会荣幸邀请了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
理教授兼中文系主任陈中和教授为大家进行
“马来西亚政治”讲座，主题为《打造族群
性：马来西亚开国领袖对华人和华马关系的
描述》以及《马来西亚伊斯
兰政治》。此外老师们亦入
乡随俗，学习森美兰州在地
文化知识，当地著名地方研
究学者陈嵩杰为大家介绍
《森州华人开发史》。
除了一系列历史与人文
讲座，老师们也在陈嵩杰与
高启舜老师导览下展开芙蓉
美食巡礼以及芙蓉老街考
察，穿梭在大街上的战前老
屋、百年神庙、教堂以及一
些华裔先贤冠名的街坊，历
历见证殖民遗迹斑驳镂刻在
这座拥有文化底蕴的老城。

一行人穿梭在大街上的百年神庙。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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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伊斯兰教，认识森州
历史
邱谊东老师

这次的历史教学与乡土考察，让我对伊斯兰
教有更深入的了解。马来西亚伊斯兰教与政治的
关系，是身为大马公民的我们必须进一步认识
的。此外，陈中和教授讲解马来西亚开埠领袖对
华人和华马关系的描述，补充了我们教学上的知
识点。陈嵩杰先生也为我们介绍了森州华人开发
史，由于我对森州的了解并不足够，这堂课让我
增广见闻、获益良多。
第二天的行程，我们实地考察芙蓉老街，看
到不少旧时的建筑物，包括很漂亮的兴都庙。我
很荣幸有机会参与这次的考察，才发现原来本土
还有很多默默在为马来西亚文化做研究的学者，
衷心地感谢他们的努力与奉献。

邱谊东老师（左）和严伟扬老师获颁课程证书。

到历史现场亲身考察
严伟扬老师

首先要谢谢董总为历史老师们主办相关课程
与活动，带我们从课本文字和图片出走，来到历
史现场做亲身考察。很多人对本土历史发展，既
感觉接近而又那么遥远。只有当我们以严谨的学
理探究过去，和用双脚走出去感受现在，才会知
道如何去和这片土地相处。

参观芙蓉中华中学的校史馆。

历史悠久的印度神庙让人想进入探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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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会学员在刘兼阀老师（前排左六）的带领下前往维他精（vitagen）工厂展开户外学习。

张书喆（高三理爱）报道

3月10日（星期四），我校课外活动时间，商
学会40名学员在刘兼阀老师的带领下乘坐巴士前往
维他精（vitagen）工厂展开户外学习。是项活动旨
在让商学会学员更了解大型工厂的运作过程、产品
制作以及行销手法等，让学员近距离与企业家进行
交流。
抵达目的地，首先我们被安排到讲堂观赏介绍
企业及商品的影片。接着，厂方安排一位资深主管
为大家讲解健康饮料所含有的营养成分、制作过程
等。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厂方也安排全体师生
进厂参观产品制作以及机器包装等运作流程。进厂
前我们被严格要求戴上厂方所提供的头套、不随意
喧嚣及触碰机器等，彰显厂方对品管（quality control）与食品卫生的高度重视。
参观过程使我们大开眼界，科技的发达带来了
许多便利:产品从原料制作、包装、检验、排列等都
是由机械操作；每个部门都设有工作人员在旁进行
检验以确保产品达标。负责人耐心为同学们进行解
说，使我们感到宾至如归。
参观结束后，我们回到讲堂享用厂方招待的茶
点，负责人及老师也带领同学们根据今日所学展开
问答环节，真正体验了一场愉快的学习旅程。其
后，厂方更大方地赠送维他精饮料给每一位到场的
师生，我们也不忘谢谢对方的热情招待，全体师生

也在工厂前拍摄大合照作为纪念。
商学会成功带领学员走出课室，不再只
是坐在教室乖乖听老师讲课；师生活泼地走
出校园、实际体验及感受课堂所学，乐趣无
穷！

多元性学习活动
刘兼阀老师

户外教学是多元性
学习活动的其中一种。
教学的模式没有绝对的
好坏，只要可以让学生
领 悟、体 悟、觉 悟（三
悟），实际操作在日常
生活中，那就是有成效
的教学模式。这次参观
维他精工厂，主要观察
到一间优良的公司应有良好管理系统、着重
品质管理（quality control，QC）。维他精
厂在每一个生产过程中，都有其主要的负责
人监管和监控，整个生产线采取PDCA的措
施。我期待下次的户外教学可以结合不同的
学会一起去参访，相互交流、以跨学科的方
式进行多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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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严谨的品管及商业规划
林金碹（高三文商礼，商学会正财摄）

随同商学会参观维他精工厂，使我有不一样的体
验。负责人详细说明了维他精饮料的品牌成立及制作过
程等，让同学们对商品制作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和认识。
参观工厂之前，为了确保卫生与遵守工厂规则，大家都
必须套上头套才可以进入内。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机器把饮料注入空瓶及包装
完毕时，首一轮测试不合格的饮料一定要丢弃且不被允许饮用。这是因为当
局为了确保生产出最
好的产品给顾客，小
部分的舍弃并非浪
费，而是为了确保产
品的品质、保持良好
商誉及顾全更大的经
济效益。由此可见，
一家工厂必须确保严
谨的品管及良好规
划，才能让产品顺利
生产并出售到市场。

１

厂方大方地赠送维他精饮料给每一位到场的师生。

文：徐威雄博士
1955年的“阿Q正传”话剧。

51

52

HIN HUA MONTHLY

2016年 3月号

这是《兴华月报》第一期进行的“文创”空间，接下来的月份会陆续邀
请不同的华文老师针对不同的学生作品做出讨论与分析。我为这个空间选了
个代表文字——“独”。“独”与“读”同音，“读书”与“创作”，其实
都是一件需要“独立”完成的事，而且过程难免“孤独”。同时，文章也讲
求“独创”，才有办法让阅读的人产生共鸣，进而体味到写作者“独特的风
格”。愿你我，都可以在读书或创作的过程，享受自己“独有”的快乐。

文：叶鸿婷（高二文商智）

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读书不能仅限于
课堂上的知识，也要多阅读课外读物。看书，就
等于接触了外面的世界。或许你不曾到过英国去
旅游，但你可以从书中得知有关英国的社会风
情，从而让你感觉自己置身于英国。
从小，我的父母就让我培养阅读的习惯。久
而久之，我的书架上就堆满了书籍。至今，我还
一直为我的书橱添购新书，架起我自己的一片阅
读天地。
小时候的我喜爱看童话绘本故事。让我印象
最深刻的童话故事，也是家喻户晓的《白雪公
主》。白雪公主的善良和后母的恶毒所形成的对
比，是这童话故事最大的卖点。记得以前妈妈在
讲这故事时，都会告诫我说人一定要善良，人不
美没关系，重要的是心要美。所以一直以来，我
都想成为像白雪公主一样人美、心更美的人。但
现实是残酷的，我的长相并没有很美。
到了八九岁时，我开始接触儿童文学小说。
如 红 蜻 蜓 出 版 社 的 小 说，一 直 都 是 我 的 “桌 上
客”。每当我读完一本小说，我都会有大大的满
足感。那时候的我常都会想长大后我一定要当像
许友彬、邓秀茵一样优秀的作家，把我自己所写
的分享出去，让大家阅读。
而上了中学的我，开始阅读世界名著。《西
游记》是一本让我感悟最深的书。齐天大圣孙悟

林卿卿老师（左）与叶鸿婷。

空、天蓬元帅猪八戒及沙悟净，一步一脚印地
陪着他们的师父唐三藏到西天去取经。虽然孙
悟空的筋斗云可翻越十万八千里，但他还是和
他的师父及师弟，一同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一
步 一 步 地 到 西 天 去 取 经。这 故 事 让 我 明 白 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没有努力地
付出，就没有成功的果实。
总的来说，书就如小型的社会，让我们体
会了人心的善恶。
一本好书可带你去体验另外一个世界。
从现在起，就让我们一起步入书的世界，
一起沉浸在书香里，一起体会书的奥妙吧！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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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文章的意境，很难引起别人的共鸣。

厚心得：
文：林卿卿老师

高二的第一课程主题：劝学，学习的课文都
和“阅读”有 关，我们一 起研读了荀 子的《劝
学》，也分享了朱光潜的《谈读书》、杨子《十
八岁和其他》等。为此，我布置的第一堂作文
课，题目就与书有关。我总觉得，书读得再多，
没有自己的观点，书就白读了；书买得再多，摆
在架子上，不过是附庸风雅；脑袋的知识再多，
若表达或写不出来，难免有些眼高手低的现象。
因此，我想通过《我的书香世界》这类的作文题
目，观察学生 对于“阅读”这件事的 思考，当
然，也趁机训练其观点和文笔。《我的书香世
界》是我设的初步命题，学生可自由设题，只要
内容与“书”有关。同学们的题目有《我的独处
时光》、《我最爱的一本书》、《影响我最深的
一本书》……还有较为创意的题目，如《我的书
时香时不香的世界》。
通过阅读高二理信和高二文商智提交的作
文，我很庆幸其实同学们普遍还是喜爱阅读，也
享受阅读的时光。大家可以把自己对“阅读”这
件事的看法书写出来，有同学针对朱光潜先生提
到的“读书不能赶时髦”这个观点发表自己的意
见、有同学表述了自己很喜欢每个早晨十分钟的
晨读时光、有同学清晰表明自己阅读的兴趣和阅
读时的种种“癖好”。
归纳以上几点，我发现，同学们普遍有
想法和观点，但有时无法用文字较准确地完整表
达，一般不是太过口语化，就是下笔时没注意遣
词用字的修饰。其实文章不一定要全用优美的文
字或是文绉绉的引经据典，可下笔不能忽略“用
字”的斟酌和“情感”的表现。写文章跟做音乐
类 似，“用 字”就 好 比 歌 词，“情 感”就 如 同
“乐曲”，若无法相辅相成，空有想法却营造不

此外，同学们在下笔的时候，也应多注意
文章的前后连贯性，下一段的内容要和前一段
环环相扣。不然，文章就会出现前言不对后
语，或者思绪不连贯，甚至是前后重复的“唠
叨”现象。
叶鸿婷同学的文章写得不错，清晰地为我
们勾勒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书香世界。首先她
认为，阅读是开启探索世界的第一步，然后与
我们分享了她从小到大阅读的书籍之不同，收
获也各异的心得。这是一篇表现中上的文章，
但也写得“中规中矩”，没有让人有太大的惊
喜。我觉得叶同学可以再把更多的感情放进
来，写更多自己独特的经验。此外，也建议叶
同学在写到自己的想法时，可以尝试用更多的
句子描绘出那个画面，把“内在的宝藏”结合
文字释放出来。
最后，我选了一篇李亚的文章跟大家分
享。她 的 文章 很 有 意思，把 家里 的“书 香世
界”用镜头式描绘得很有画面，带领我们跟着
她绕了家里的书柜一遍，仿佛身历其境。此
外，笔者也用了较活泼的方式来呈现其文字和
想法，让我们就像在听朋友说故事一样。
同学们，不要害怕写作文，文笔或思维是
可以训练的，不能单靠灵感。很多知名的作
家，都是靠不停地写，日复一日坐在书桌前，
才完成了今日你我看到的伟大著作。平时只要
多读、多看、多写、多思考，总会有“下笔如
有神”的一天。若一开始不懂如何下手，也可
以选自己喜欢作家的作品，先从模仿开始（记
得，不是抄袭）。多看看名家怎么写文章，怎
么铺排情节、运用文字，绝对可以提升自己的
写作技巧。
用文字表达想法是件有趣的事！愿今后大
家都会爱上写作，享受书写的快乐！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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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分享
作者：李亚——1983年春天生，台北人。毕业于米兰工业设计学院，主修多媒体视觉设计，兼
职自由写作。曾染指动画与网络和报社编辑。生活状态既慵懒又忙碌，悠闲时想喝咖啡，焦虑时想
喝啤酒，标准的逃避中求长进性格。父亲是极富盛名的作家小野，在16岁那一年，以15封父女之间
的书信往来，一起出了第一本书《爸爸，我要休学》。后并着有《面对：小金刚世代与野草莓世代
的深情对话》和《给意大利的分手信》。

艺文界人士因为家中书太多，地震的时候差
点被倒下的书柜压死这种荒唐事常有耳闻。后来
大伙儿被震怕了，屋子小的就把书柜做成固定式
的，屋子大的就把书柜做成轨道式的，而我们家
的书柜就是固定式的。家里的每个人都有一座顶
天的书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公用的书柜，然
而，家中的书还是多到随处堆放，无家可归。
我的书柜很大，但最上面的那排被用来塞了
一整套大部头的世界百科，用国家分类，一国一
本，详载了该国的历史人文和地理风土，那套书
的信息已经旧到不堪使用，甚至导致十年前我和
爸爸去东欧旅游时，爸爸因为用那套书做行前功
课，而差点以为匈牙利还是共产国家。第二排被
我拿来放日记本，第三排则放了一堆我喜爱的星
际大战相关产品，而最后一排又被塞了一大套不
知哪来的民间故事全集。可想而知，我正在看的
小说、散文等书籍，则是夹缝中求生存、往前堆
到第二层，或是摆在书桌上。
妈妈的书柜很高，就在她的梳妆台上方。她
不太有属于自己的书，总是有什么看什么。那很
高的单排书柜里，有一本很老的圣经、一些神秘
的笔记本，和一些我送给她的东西。
哥哥的书柜瘦瘦高高，但里头单纯的就是摆
放他正在看的书，一会儿是金庸，一会儿是冯内
果，一会儿是沙特、卡夫卡、村上春树，我小时
候总觉得哥哥很有求知欲。
爸爸的书柜很深，每一排总是前后塞了两、
三层，自我有记忆以来，他的书柜因为不断有新
增的书籍，而不停的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一
批曾经被列为禁书如老舍、鲁迅等作家的作品。
我不太清楚那几本书是哪来的，爸爸说那时被禁
的书籍会透过一些地下的文刊社流通，知识青年

们秘密地取得、传阅那些书，在思想不自由的
年代，那是他们独有的浪漫与哀愁。那几本左
倾的书籍被放在他用来放奖座的架子再上面一
格，夹杂在其中的，还有一本非常破烂的《贝
多芬传》。爸爸说《贝多芬传》是他人生中，
唯一一位欣赏他并夸他文笔好的老师送的，他
说，他会成为作家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那位老
师的 鼓励。《贝多芬传》和禁书享有特 别地
位，剩下的书则在一旁又大又深的转角书柜中
如潮水一般汰洗。
我常常会到他的书柜前走一走，时不时抽
走一些我觉得“应该要看一看”的书；有一次
我拿走了《不杀猪的一天》，有一次我拿走了
《蓝胡子》，有一次我拿走了《过于喧嚣的孤
独》，有一次我拿走了《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
备 忘 录》，有 一 次 我 拿 走 了《忧 郁 的 热 带》
……。终于有一天，我拿走了《蛹之生》，并
很不好意思地跟爸爸说，我认识他二十几年
了，其实从未好好读过他写的书。从那之后，
我发现有时我自己买的书，也会被爸爸拿走，
出现在他的书柜上。原来我们一直都是用彼此
正在读的书，来分享心情和想法，还有各自的
人生。
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下，书本对我而言除了
是消遣和知识，一部分也是人生的记录和当下
价值观的投射。在我搬出去住之后，我只带走
了几本书：从哥哥那里偷来的《小王子》、小
学老师送我的爱蜜莉．狄金生诗集、一本爸爸
在我十四岁生日时送的绘本、我国中时爱不释
手的《漂鸟集》，还有一本当时逗得我乐不可
支 的 小 说——《我 烧 了 大 文 豪 的 家》。就 这
样，我离开了大文豪（他算是吗？）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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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阅读与思考
序

图书

作者

出版社

分类号

1

认识自己，接纳自己

马丁·塞利格曼

万卷出版公司

C173

2

谁都不敢欺负你

力克·胡哲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C177.2

3

永不止步

力克·胡哲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C177.2

4

追寻吧！过你梦想的人生

古利博

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C177.2

5

1年计划10年对话

褚士莹

大田

C177.2

6

其实你没有学会爱自己

苏绚慧

实瓶文化

C191

7

千万次摇摆，才能长大成人

金兰都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C191

8

人生就像摩天轮，没有低落哪来高峰？

Sphinx

人本自然

C191

9

爱：即使世界不断让你失望，也要继续相信爱

Peter Su

三采

C192

10

练习不生气

有川真由美

远流

C192

11

人生有千万个起跑点

戴晨志

SEASHORE

C192

12

把自己爱回来

周志建

众阅堂

C192

13

你好，孤独

姜美英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C192.1

14

我的不完美

刘若英

上海文艺出版社

C855

15

寻路青春

杨照

天下远见出版

C855

2月份：阅读与手帐
序

图书

作者

出版社

分类号

1

给我看你的手帐吧！最强创意人手帐大揭密 X 热血笔记术大
公开

蔡欣育、郑淑慧

高宝

R960

2

来玩纸胶带！101+ 个实用又有趣的纸胶带应用IDEA

Courtney Cerruti

果禾文化

R960

3

我的吃喝玩乐旅行手帐：手绘X剪贴X文字，用小文具记录多
采生活

筱方‧一枚

和平国际

R960

4

散策 ╳ 手帐：行旅京都、台南、新加坡、台北、东京…城市
漫步私地图

Chloe等

野人

R960

5

手作笔记超简单！一开始就零失败，手再拙也能轻松剪、
贴、画出超可爱个性笔记！

YUZUKO

如果出版社

R960

6

手作中毒：令人爱不释手的25个创意点子

Editions de Paris

木马文化

R960

7

手作中毒2-纸胶带篇：纸胶带杂货的30个创意点子

Editions de Paris

木马文化

R960

8

文具手帖Season 07：旅行中，寄明信片给自己

Denya等

野人

R960

9

原来手帐这样玩：跟着小熊涂鸦、拼贴、随手写，记录生活
享乐每一刻

邓小熊(邓家瑛)

野人

R960

10

哇！厉害的人这样做笔记 24位名人授权公开 一次拆解、完
全窥秘！

商业周刊

商业周刊

C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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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主题书展的布告栏张贴多张美轮美奂的摄影作品。

右图：初中组第一名：萧悉尤（初一和）
《在茫茫书海中，寻找想看的书》。

初中组第二名：林杰翔（初三忠）《读书爱好者》。

初中组第三名：施凯欣（初二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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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第一名：郑俊贤（高二文商廉）《专注》。

教职员组入围佳作：林卿卿师《众乐乐》。

高中组第二名：吕依柔（高三理忠）《分享快乐》。

教职员组入围佳作：程政翔师《要青春不要老》。

高中组第三名：林祖恩（高二文商礼）《阅 · 悦》。

教职员组入围佳作：程政翔师《不耻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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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卿卿老师

虽然我是古代文学专业毕业的，
但影响我走上文学路的第一本经典，
其实并不是什么《红楼梦》或《西游
记》。让我真正爱上文学，并为之着
迷的，是12岁那年我在邻居家无意间
翻阅的翻译小说—Jane Austen的《傲
慢 与 偏 见》。那 本 书 是 邻 居 爸 爸 于
1984年购入的，他后来转送给我，我
珍藏至今，已有超过30年的历史。
珍·奥斯汀（Jane Austen，1775
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是英
国著名女性小说家，她的作品主要关
注乡绅家庭女性的婚姻和生活，以女
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活泼风
趣的文字真实地描绘了她周围世界的
小天地。除了《傲慢与偏见》，她的
作 品 还 有《理 智 与 情 感》、《爱
玛》、《劝导》等等。
《傲慢与偏见》主要描写的是中
产阶级的生活和婚姻问题，揭示了当
时社会所依托的生活关系和价值取
向，同 时 也 反 映 了 作 者 对 婚 姻 的 见
解。12岁的我，对于《傲》中很多的
情 节 似 懂 非 懂。印 象 最 深 刻 的 是 开
场，内瑟菲尔德庄园终于租出去了，班内特太太
为此兴奋不已，而她丈夫班内特先生则满不在
乎。这是一本对我来说特别的小说，作者描写的
故事世界不大，就一个乡村，几家人的生活而
已，但我却被作者细心描写的场景给吸引住了。
所谓的“经典”，就是指那些任由时间流
逝、环境变迁依然具有现代意义的杰作，经典指

向永久的过去，也指向
对不同时代读者而言的
“现代”，并且在不同
时代的阅读中继续产生
影响。奥斯丁的小说正
是这样的经典，在这两
百年来一直深受读者的
喜爱。而我也在这近20
年 来，无 数 次 重 读 了
珍‧奥 斯 汀 的 多 部 小
说，尤其是《傲慢与偏
见》。
小说里一共描写了四门婚姻，而伊丽
莎白和达西的婚姻无疑最为推崇。他们在
交往过程中带着各自不同的观念与行为方
式表述自我，揣摩对方，并在交往中认识
和修正行为上的偏差。最终，他们在很大
程度上改善了自我，并对未来生活有了新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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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和准备。奥斯丁对人性的积极理解，让读
者在作品中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这一路走来，我
在《傲慢 与偏 见》里 感悟 到，所 谓的“现实”，
不是让我们看清现实后就对社会或生活感到失望
继而放弃。我们应当继续保有对生活的梦想，对
自己想要的有所坚持，但也不可以不对现实有一
定的认识。因为不管哪一面失衡，人生也就会跟
着混乱起来。珍‧奥斯汀更强调的是，在赤裸裸的
现实面前，我们更应该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不
违背心意。而伊丽莎白和达西的终成眷属，也让
我们明白：真正的爱并不是占有，真正的爱是坚
韧和愿意负责的一颗心。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需要阅读？为什么要读
经典？我想说的是，我们人生的历练和精力都有
限，唯有通过阅读，我们才会对人生和社会有更
周全也更犀利的认识，才能减少势力心而产生同
情心，才能使人在笑过后有沉默和静思，进而懂
得爱与生活的真谛。
此外，有人批评珍·奥斯汀的作品不够伟大，
因为她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英国与法国长达20
年的交战等等都发生在那个时候。珍‧奥斯汀的作
品中，却没有体现出她生活时代的历史影子，她
的小说里，我们能看到的，都是一群中产阶级的
人物，自在悠闲的生活，从容地谈情说爱，享受
着酒宴、舞会，谈论着衣饰、旅行。珍‧奥斯汀的
小 说 有 别 于 当 时 英 国 流 行 的“哥 德 式 传 奇”小
说，她不崇尚这些荒诞不经的奇思异想，写的都
是琐碎而真实的现实生活。我想，珍‧奥斯汀是相
信“你 所 熟 悉 的 题 材 就 是 最 好 的 题 材”这 个 说
法。正如伍尔芙所说：“珍‧奥斯汀对日常生活具
有非凡的洞察力，看到了社交集会、野餐、乡村
舞会这些平凡琐屑之中的奥妙……在她看来，浪
漫传奇、冒险故事、政治事件或阴谋等等，不能
点亮生活，根本比不上乡间别墅里楼梯间的生活
值得描写。……她完全明白自己的能力所在，明
白作为一个对于自己有着高标准的作家，应该创
作什么样的题材。她知道，有些生活印象不在她
的 写 作 范 围 以 内，无 论 她 怎 么 努 力、用 什 么 办
法，都无法将它们展现。”
或许我们可以在珍‧奥斯汀身上和她小说里学
到：做自己最擅长的，并且在自己的能力里尽善
尽美，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

四月的图书馆主题书展：阅读与经
典，期盼你前来翻阅经典，并顺利找到与
你灵魂为之贴近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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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学年第一学期行政历【第二阶段】
周次

日期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各学生团体训练营/生活营/校外比赛

准
备

11

12/03
/
20/03

21/03
/
26/03

注

各相关团体

课外活动处
地点：董总

高中文商班数学教学培训班

12/03~13/03

数学科教研组

历史科教师教学交流与乡土考察

12/03~13/03

历史科教研组

历史科任老师

地点:芙蓉中华中学

班干培训营

12/03

(六)

训导处

班导师/班长等

8.00am~4.00pm
大讲堂/朝阳堂

学会领袖培训营

13/03

(日)

各学会负责老师
/课外活动处

各学会领袖

8.00am~4.00pm
大讲堂/朝阳堂

初三级天文学识学习营
Public Speaking Workshop 1
Public Speaking Workshop 2
第四屇口琴交流营

14/03~15/03

科学/地理科教研组

教务处/全体初三学生

8.00am~4.00pm

ELC
ELC

各年级学生(自由报名)
各年级学生(自由报名)

8.30am~12.00pm

口琴社

课外活动处

Cambridge English 证书颁发仪式

21/03

(一)

ELC

有关考生

高中周会
初中班会
义卖娱乐市第一次工委会会议
ISO内审员考试（不谙华文组）
纽西兰The University of Otago
升学说明会

22/03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22/03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22/03

(二)

义卖娱乐市工委会

各股股长

8.00pm/5楼会议厅

22/03

(二)

相关老师

QSC培训组

2.40pm~4.30pm

22/03

(二)

辅导处

初三至高三学生

2.45pm~4.00pm
协作学习室1

日本文化与留学体验之旅

22/03

(二)

辅导处

初中华语辩论比赛(初赛)

24/03(四)开始

ISO内审员考试
学生仪容检查
行政会议

24/03

14/03
14/03

(一)
(一)

17/03~19/03

1.00pm~4.30pm

3.15pm~5.00pm
科技楼大讲堂

(自由报名)

初三至高三学生

2.45pm~4.30pm
协作学习室2

(自由报名)

课外活动处

辩论校队/少年服务团

3.15pm~5.15pm
讲堂/课室

(四)

相关老师

QSC培训组

2.00pm~4.00pm

25/03

(五)

班导师

各班学生

25/03

(五)

校长室

行政各处

EQ培训课程(一)~初一：礼、廉、智、勇

26/03

(六)

辅导处

相关班级班导师/学生

EQ培训课程(一)~初二：礼、廉、智、勇

26/03

(六)

辅导处

相关班级班导师/学生

8.00am~12.00pm
忠礼堂
1.00pm~5.00pm
忠礼堂

校务会议/义卖娱乐市工作会议/
教职员联谊会会员大会

26/03

(六)

校长室

行政各处/全体老师

8.00am~11.00am
讲堂

2016年度家教协会会员大会

26/03

(六)

家教协会

行政各处/全体老师

11.30am~1.30pm
讲堂

制作个人生涯档案(e-Portfolio)工作坊

26/03

(六)

辅导处/ELC

40名高三文商班学生

9.00am~12.00pm
科技大楼5楼电脑室1

Personal Statement Workshop

26/03

(六)

辅导处/ELC

28/03~01/04

ELC

28/03~02/04

（自由报名，先到先得）

高三理科班学生

9.00am~12.00pm
协作学习室1

(自由报名)

高中各班

休息节

班导师/学生家长

训导处

29/03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29/03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29/03

(二)

华文科教研组/图书馆

全体高二学生

1.55pm~3.15pm
大讲堂

(二)

辅导处

初三至高三学生

2.45pm~4.30pm
协作学习室1

(二)

课外活动处

辩论校队/少年服务团

2.45pm~5.00pm
讲堂/课室

阅读与摄影主题演讲：“走出课本，认识
31/03
不一样的马来西亚”【主讲：卓衍豪先生】

(四)

图书馆/教务处

相关学会

2.00pm~3.30pm
大讲堂

不一样的英国、荷兰升学途径

31/03

(四)

辅导处

初三至高三学生

3.15pm~4.30pm
协作学习室1

初中华语辩论比赛(半决赛)

01/04

(五)

课外活动处

(六)

辅导处

(六)

ELC

【主讲人：潘碧华博士】

12

合作单位
全体高中文商班数学科
任老师

Forum Competition(Senior)
~ Preliminary Round
家长评量学生在家表现
初中周会
高中班会~学生操行自我评量
(高一、高三)
高二文学讲座：《诗经》的文化蕴含

28/03
/
02/04

负责单位

职业与科系认识：活动管理工作坊(Event
29/03
Management Workshop)
29/03
初中华语辩论比赛(复赛)

认 识 自 己 的 志 向 － 从 心 理 测 试
02/04
(Psychometric Test)开始
Poetry Writing Workshop
02/04

(自由报名)

(自由报名)

辩论校队/少年服务团

3.15pm~5.15pm
讲堂/课室

40名高三学生

9.00am~12.00pm
协作学习室1

(自由报名，先到先得)

各年级学生(自由报名)

9.00am~12.00noon
E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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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2016年 3月号
行事项目

日期

04/04
/
09/04

11/04
/
16/04

18/04
/
23/04

25/04
/
30/04

HIN
HUA MONTHLY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初三级“科学小摊”展

04/04~ 08/04

高中周会
初中班会~学生操行自我评量

05/04
05/04

Forum Competition(Senior)~ Final

合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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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第一次休息节，
于教大天井区

科学科教研组

教务处

(二 )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二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05/04

(二 )

ELC

高中各班

2.40pm~4.00pm
忠礼堂

生涯情报探索工作坊

05/04

(二 )

辅导处

40名初三学生

2.45pm~4.30pm
协作学习室1

全校常识比赛(初赛)

07/04

(四 )

学长团/图书馆服务团/
史地学会

课外活动处

行政会议
Short Film Making Workshop

08/04

(五 )

校长室

行政各处

09/04

(六 )

ELC

初一级亲师交流会

09/04

(六 )

行政各处

日语入门与留学日本

11/04

(一)

辅导处

高一级外宾演讲：自媒体时代，我们如何
12/04
自己？【主讲：陈嘉荣主播】

(二 )

辅导处/训导处

高一班导师/高一级学
生

1.50pm~3.00pm
大讲堂

初中华语辩论比赛(决赛)

12/04

(二 )

课外活动处

辩论校队/少年服务团

1.55pm~3.00pm
朝阳堂

高中三班会
高二班会~学生操行自我评量

12/04

(二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12/04

(二 )

高二班导师

高二各班学生

全校常识比赛(决赛)

14/04

(四 )

学长团/图书馆服务团/
史地学会

课外活动处

1.50pm~3.40pm
讲堂

EQ培训课程(2)~初一：忠、孝、仁、爱

15/04

(五 )

辅导处

相关班级班导师/学生

教享悦教育研究培训课(二)
CiSELT 11

16/04

(六 )

教育研究与发展组

相关老师

2.40pm~4.40pm
忠礼堂
8.30am~12.00pm
Chrome Lab

16/04

(六 )

ELC

Personal Statement Workshop

16/04

(六 )

辅导处/ELC

BC/全体英文老师
高三文商班学生

制作个人生涯档案(e Portfolio)工作坊

16/04

(六 )

辅导处/ELC

联课活动开始评分

18/04~ 29/04

学会负责老师

课外活动处

EQ培训课程(2)~初一：信、义、和、平

19/04

(二 )

辅导处

相关班级班导师/学生

2.40pm~4.40pm
忠礼堂

义卖娱乐市班级组织工作
发票劵、各种捐献表格予学生

19/04

(二 )

班导师/学生

行政各处/相关工委

第10、11节

EQ培训课程(2)~初二：忠、孝、仁、爱

20/04

(三 )

辅导处

相关班级班导师/学生

2.40pm~4.40pm
忠礼堂

校本培训：如何与家长沟通

21/04

(四 )

辅导处

训导处/教务处/
全体新任班导师

2.00pm~3.30pm
英语教学中心

21/04

(四 )

教务处/课外活动处

相关学会

2.00pm~3.30pm
大讲堂

学生仪容检查
行政会议

22/04

(五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22/04

(五 )

校长室

行政各处

全国华教常识比赛（雪隆区）

23/04

(六 )

课外活动处

雪隆校友联合会

2.00pm~3.00pm
讲堂

雪隆森独中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活动

23/04

(六 )

各科教研组

教务处

各科根据承办学校的
安排出席

雪隆森独中行政交流会
语文科作文考试
高中周会
初中班会

23/04

(六 )

行政各处

行政老师

教务处

全体老师

科学讲座：“科学教授的奇幻公事包”
【主讲人：苏重豪教授】

25/04~ 27/04

(自由报名，先到先得)

3.15pm~4.15pm

8.00am~12.00pm
Convergence Access

班导师/全体初一学生家
长
初三至高三学生
(自由报名)

3.15pm~4.30pm
协作学习室1

9.00am~12.00pm
9.00am~12.00pm
协作学习室1

(自由报名)

40名高三理科班学生
（自由报名，先到先得）

9.00am~12.00pm
科技大楼5楼电脑室1

7.30am~9.00am

26/04

(二 )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26/04

(二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校务汇报会/第12届全国华文独中科学营工作会议

26/04

(二 )

校长室

行政各处/全体老师

2.45pm~4.45pm

训辅会议

27/04

(三 )

训导处

辅导处

3.00pm~4.30pm
训导处会议室

第一学期期末考

28/04~ 29/04

教务处

全体老师

28/04
教学主题培训(二)：Google Drive、心灵蓝图
New Teacher Development Programme
28/04
- Google Drive, Mindmapping
28/04
内审员工作讲解会议

(四 )

教务处/辅导处

新任老师

8.00am~12.00pm
地点：Chrome Lab

(四 )

ELC

新任不谙华文老师

8.00am~12.00pm
Convergence Access

(四 )

内审组

全体内审员

12.30pm~1.00pm
校友楼会议厅

提交联课活动分数

29/04

(五 )

学会负责老师

课外活动处

教师天文学识工作坊

29/04

(五 )

科学、地理科教研组

教务处

01/05

(日 )

8.00am~4.00pm
Chrome Lab
/天文教育中心

联课活动暂停
劳动节公共假期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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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17

18

19

20

日期
02/05
/
07/05

09/05
/
14/05

16/05
/
21/05

23/05
/
27/05

年中假期

28/05
/
12/06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劳动节补假
继续第一学期期末考

02/05

绘画比赛

07/05

班际排球赛
初中周会
高中班会

09/05(一)开始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教务处

全体老师

美术科研组/美术学会

教务处/参赛学生

体育处

全体师生
行政各处

注

(一)

03/0 5~0 5/05
(六)

8.00am~12.00pm
集合地点:仁爱广场
报到时间：7.30am

10/05

(二)

课外活动处

10/05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1.50pm~3.30pm
大讲堂

高二级外宾演讲【主讲：庄国辉博士】

10/05

(二)

辅导处/训导处

高二班导师/
高二级学生

EQ培训课程(2)~初二：信、义、和、平

10/05

(二)

辅导处

相关班级班导师/学生

2.40pm~4.40pm
忠礼堂

EQ培训课程(2)~初一：礼、廉、智、勇

13/05

(五)

辅导处

相关班级班导师/学生

2.40pm~4.40pm
忠礼堂

学生仪容检查
行政会议
阳光天使志工培训营
CiSELT 12
高中周会
初中班会

13/05

(五)

班导师

各班学生

13/05

(五)

校长室

行政各处

14/0 5~1 5/05

辅导处

学生自由报名

15/05

(六)

ELC

BC/全体英文老师

17/05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17/05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初三级级联论坛

17/05

(二)

初三级联学生治自会/
班导师

训导处/
初三级各班学生

1.50pm~3.05pm
大讲堂

EQ培训课程(2)~初二：礼、廉、智、勇

17/05

(二)

辅导处

相关班级班导师/学生

2.40pm~4.40pm
忠礼堂

教育展(私立大学院校及教育机构)

18/05

(三)

辅导处

高一至高三级学生
/任课老师

第4、5节：高三
第6节：高二
第7节：高一
朝阳堂

高三成年礼彩排

19/05

(四)

高三班导师/高三毕联会

全体高三学生/
行政各处

3.10pm~5.00pm
朝阳堂

家长到校领取成绩报告表

20/05

(五)

班导师

各行政单位

高三班导师/高三毕联会

全体高三学生及家长
/行政各处

21/0 5~2 2/05

体育处

全体选手

23/0 5~2 5/05

体育处

全体选手

23/05

(一)

校长室

行政各处

24/05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24/05

(二)

ELC

24/05

(二)

校长室

高三成年礼

20/05

(五)

卫塞节公共假期
雪隆八独中田径锦标赛备战营
雪隆八独中田径锦标赛集训
行政会议
全校班会
Submission of Essay Writing Competition
校务汇报会/第12届全国华文独中科学营行前
会议
各班交财政收支表
义卖娱乐市第二次工委会会议
雪隆八独中田径锦标赛
第12届全国华文独中科学营
69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筹备工作
校史暨图书馆推介礼的筹备工作

21/05

(六)

国家元首诞辰公共假期

04/06

9.00am~12.00pm

行政各处/全体老师

班导师/各班财政

训导处

义卖娱乐市工委会

各股股长/相关工委

8.00pm/5楼会议厅

30/0 5~0 1/06

体育处

全体选手/相关老师

吉隆坡循人中学主办

28/0 5~0 1/06

工委会

全体教职员

筹委会

训导处/课外活动处

校史编委会/图书馆

行政各处

25/05(三)之前
26/05

上课日：50天

(四)

(六)
短假：16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