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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左四）个人资助新台币60万予我校四位优秀毕业生，分别是刘正（左一）、黎家亮（左二）、 

    刘泽丰（右一）以及林欣洁（右二），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左三）和黄秀玉校长共同见证。 

黄乐仪老师报道 

8月21日（星期日），我校董事长丹斯

里杨忠礼博士颁发其个人资助的奖学金新台

币240万给我校四位优秀毕业生。获得是项

奖学金的四位校友为：台湾清华大学录取的

林欣洁、刘泽丰与刘正，每人每年获新台币

10万奖学金，以及获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工作

学系录取的黎家亮，她获得每年30万新台币

的全额奖学金。 
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表示，获得奖学金

的四位学生都是我校品学兼优的毕业生，他

们付出努力而获得两所台湾顶尖大学录取，

应该给予鼓励。 
“我期望这些孩子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好

好学习，将来有一天能够回馈母校，造福学

弟学妹们。” 
杨忠礼董事长在兴华中学与国立清华大

学策略联盟协议书中承诺从2016年起至

2018年，每年提供五个名额奖学金予获清

 杨忠礼董事长将奖学金颁发给黎家亮。 

大录取的兴华优秀生，每名每年新台币10万元，以4
年完成学业为限，上述三位获清大录取者为第一批

荣获是项奖学金的学生；而获台大于去年杪来马独

招录取的优秀生黎家亮，则获杨忠礼个人赞助每年

30万元新台币奖学金。 
文转下页 



 

HIN HUA MONTHLY        2016年 8月号     
 

2 

摄影：资讯出版组、摄影学会、 候佳祺校友、郑斌（高二理爱）、 

             马缘芩（高二理孝）、郭晋良（初三和）、李晓恩（初二信）、  

             饶旭雁（初二勇） 

报道：叶颂晴（高二理忠）、赖佳妤（高二理信）、连婉仪 （高二文商和）、 

             刘凯铷（高一理忠）、黄靖芸（高一文商礼）、张泳淇（初二仁）、 

             周艺敏（初二仁）、丁慧湘（初二爱）、林意晴（初二爱）、 

             李妍萱（初二爱）、林楷泽（初二平）、陈慧仪（初二廉）、 

             卢韦宏（初一义）、王可芊（初一和） 

兴华月报   2016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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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接上页 

利用专长帮助更多人 
黎家亮（获台大社会工作学系录取） 

获得杨董事长的奖学金继续升学，我觉得

很感恩，因为当我获悉被台大录取却没有拿到

奖学金时，感到相当失落，升学的希望因为经

济因素也许要落空了。后来在老师协助下申请

杨董事长资助的奖学金，获得奖学金感到十分

开心。我选社会工作学系是希望将来利用自己

的专长去帮助更多的人，我会拼尽全力好好用

功、努力学习！ 

 

仁心资助继续升学 
林欣洁（获国立台湾清华大学清华学院大一不分系

（第三类组）录取） 

被清华大学录取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惊喜，

我的成绩并非最优异者，申请时非常担心不获

录取。所幸在师长鼓励与推荐下获得清华这所

顶尖大学录取，还同时获得杨忠礼董事长提供

奖学金。我真的非常感恩杨忠礼董事长，因为

一开始家人是反对我出国的，金钱问题始终是

一大困扰，董事长的仁心资助为我解困。我觉

得既然董事长给我们这么大的资助，我一定会

好好努力完成心愿。他日如果老师们需要我们

回校回馈，我义不容辞。 

 

努力报答师长的栽培 
刘泽丰（获国立台湾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学士班录取） 

获得杨董事长的奖学金资助是求学路上的一大

鼓舞，毕业后等待升学期间，我曾尝试过各类工

作，了解金钱得来不易。杨董事长慷慨解囊，他的

资助为我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清华大学是我梦寐

以求逐梦摘星的学府，我会善用这四年的时间潜心

学习，也会专注全方位的发展，将来“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报答师长的栽培。 

 

顶尖学府有顶尖教授 
刘正（获国立台湾清华大学光电物理系录取） 

我是用联合分发的方式被清华大学录取，这对

我来说是一大惊喜。光电物理是一门走在科技前沿

的科系，2016年美国的雷射干涉重力波侦测站 

（Laser Interference Gravitational Wave Observa-
tory, LIGO）召开记者会宣布侦测到重力波，这是

人类第一次直接侦测到重力波，更是物理界近百年

来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国立台湾清华大学光电工程

研究所教授赵煦的研究团队，也是唯一参与的台湾

团队，我很荣幸加入清大，向优秀的师长学习。杨

董事长的奖学金帮助我圆梦，我承诺一定会好好求

学，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右图：杨忠礼董事长（左二）  

 给予4位优秀生鼓励和叮咛。 

    黄秀玉校长（右一）及莫壮燕 

    副校长（左一）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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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锡福副校长报道 

8月4日（星期四），我校华乐团《十年之

后》第十一届音乐会两场演出，吸引了超过

1200人入场，观众摒息聆赏，并在不断安哥声

中，圆满落幕。 
两场音乐会演奏了近20首曲目。《默》是

由著名歌手那英演唱的中国都市偶像剧主题

曲；《卷珠帘》曲名取自《滕王阁序》中“画

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是一首带

点爱尔兰情调的中国风曲子；《飨宴》是喜多

郎其中一首颠峰之作，疏而密的鼓声层层叠

叠，先民举樽祭天、祭地、祭祖先。太鼓声

声，由弱而强，铿锵有力的唱喝，踌躇满志的

人们激情万丈！波澜壮阔，激荡心灵。《枉凝

眉》是《红楼梦》的判词，描述贾宝玉与林黛

玉幻灭的爱情。《校园疯神榜》则是由校园民

歌《看我听我》、《偶然》、《捉泥鳅》和

《外婆的澎湖湾》等曲改编而成，让你走回那

青春的美好时光。《龙腾虎跃》的欢腾与生气

勃勃，象征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与无限的创造

力。《渔舟凯歌》色彩缤纷、热情豪放，充分

表现了吹打乐中的高难度演奏技巧，乐曲最后

在“十锣”的快速演奏中结束。《东海渔歌》

描绘了东海渔民欢乐而又紧张的劳动场景。

《吼春》曲风爽朗、质朴而纯厚，配上全员搭

配豪迈粗犷的吼声、鼓声相互应和，场面震

撼，气势磅礡。《冬歌》则是梁汉奎的《第一

华族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这部交响曲把四季

与诗、舞、乐、歌联合起来。《丝绸之路》充

 《东海渔歌》描绘了东海渔民欢乐而又紧张的劳动场景。  

分发挥民族器乐的特性，运用西域音乐多样的调

式特征，使作品带有多元文化特点。《冬》是卢

亮辉的作品《四季》的第四个主题，一年四季各

有精彩，生生不息，绽放美丽的生命乐章。《新

赛马》在《赛马》原曲增加了快速半音阶的段

落，使乐曲更热烈，由远到近清脆而富有弹性的

跳弓，强弱分明的颤音，描绘了蒙古牧民欢庆赛

马的盛况。《十年以后》则是梁汉奎特别为本届

音乐会而创作的主题曲。 
值得一提的是我校潘斯里杨陈开蓉大讲堂的

现代化演艺厅设备，使音乐会全场不外加音响设

备，而以最纯净的“自然音响”呈献，让观众聆

赏到不同凡响的演奏效果，使近二十首不同时

 梁汉奎教练带领华乐团呈献精彩的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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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往直前，不贪图安逸 
许彦（初二义） 

听了梁婷婷老师的讲

座，我的确有很多感想和

看法。我认为，坚毅就是

坚持与毅力，这种美德是

大部分人成功的关键。有

了坚毅的特质，就不会惧

怕任何困难，会勇敢解决

困难，而不是被困难“解决”了。坚毅也是朝

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勇往直前，不贪图安逸的日

子。 
我也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读完六年中学

课程，我将到北京大学念法律系，成为一名出

色的律师。我搜索资料，发现这个科系需要精

湛的口才与流利、优秀的英文水平。我因此设

下目标，规定自己一星期内阅读一本英文小

 

说，背上十个英文单字。虽然准备的过程煞是

辛苦，但我不想放弃梦想，就像主讲人说的：

再怎么辛苦，不要轻易宠爱自己。其实没有任

何困难是过不去的，只要不放弃，一定能够闯

出一片天！ 
在坚毅的精神里，自我管理也很重要:我们

必须明辨是非，知道对的就去做，不对的就不

去做。努力实践目标的同时，不要一开始就把

目标设得过高，以免累坏自己却达不到成效。

希望各位听了这次的讲座，可以从中调整自己

的心态，让自己变得更坚毅，成为对社会、民

族有贡献的人！ 

文接下页 

文接上页 

代、不同格调的华乐名曲尽显风

华。 
剪彩人计有潘斯里陈开蓉董

事、卢金峰副董事长、颜建义董

事、邱宜忠、廖应良董事、刘金城

董事、朱运铁董事、吉隆坡仙四师

爷庙。 

 黎玉梅老师。  两场演出吸引了超过1200人入场，观众摒息聆赏。  
 黎玉梅老师。  同学们演奏多首动听曲子。  

 右图：近二十首不同时代、不同格调的 

    华乐名曲尽显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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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慧湘（初二爱）报道 

7月26日（星期二）下午1时50分至3时
30分，我校辅导处为初二级的同学举办了一

场讲座会，主题是“青少年不可缺少的坚毅

精神”，主讲人是梁婷婷老师。梁老师毕业

于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主修辅导与咨商

学系，现任文桥辅导中心主任以及少年杂志

《青春路》主编。曾是《星洲日报》、《南

洋商报》辅导版撰稿人，《少年》月刊辅导

信箱主持人。著有《猴子面包树》、《劲爆

少年》、《假如水母会说话》、《不要斗

牛》等。 
首先，梁老师为大家讲解“坚毅”这个

词的意思。她说，“坚毅”指的是坚定而有

毅力，我们应该坚持、有恒心地付出及以毅

力完成一件事。她也为我们讲了一个小故

事，故事的主角是Angela Lee Duckworth，
她的演说“成功的钥匙——毅力”被推崇为

Ted超热门的演讲之一。Angela Lee Duck-
worth在27岁那年辞去了管理咨询的工作，成

为纽约公立中学的数学老师，她善于了解学

生之间的差异，她发现：那些非常优秀的学

生，智商并非特别高；有些绝顶聪明的学

生，成就也不一定最好。影响学习结果差异

的因素并不是只有智商而已，成功的关键在

于毅力，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要有坚韧不拔的

毅力！ 
其后，Angela Lee Duckworth进研究所

成为心理学者，并开始观察成人和儿童在面

对艰巨挑战时的表现。研究结果显示，成功

的特质不是社交能力的优劣、不是外貌的美

丑、也不是身体的健康与否、更不是智商差

异，真正关键的因素是说起来简单，要坚守

却不容易的——意志力。 
讲座会上，梁婷婷老师进一步和我们分

析不属于坚毅精神的性格特质，包括：碰到

困难就不继续做下去、安于现状且不喜欢面

对挑战、一遇阻拦就投降等，这种种行为都

是没有坚毅精神的表现。相反的，不畏惧困难挑

战，不轻言放弃朝目标前进、永不言败等，就代

表了坚毅精神的存在。 
“然而只是知道并没有用，我们还必须在

生活中身体力行、实践坚毅的精神，才能达到成

功的目标。” 
她续称，毅力也需要锻炼及培养，好比当

一个人爬到半山就停下脚步不继续往前走，那他

注定看不见山顶的美好景观；如果他坚持爬到山

顶，人生的风景必定会与众不同！意志力是日复

一日的坚持，不只是今天、这礼拜、这个月，而

是年复一年的持续不断。或许在你的用心之中，

不知不觉你的意志力已经强壮到足以实现你向往

的那个未来！ 
“若是我们累了，可以留意自己的脚步，

一步接一步慢慢坚持下去，最后一定会登上山

顶。我们做事也一样，倘若遇到困难，不可直接

放弃，一定要先寻求解决方法，坚持朝目标前

进。” 
坚毅的精神能够实现我们美丽的的梦想，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拼命努力的自己！ 

文转上页 

 梁婷婷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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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以礼仪为主题，内容分为六大部分，深入浅出地探讨礼仪教育。  

王可芊（初一和）卢韦宏（初一义）报道 

8月9日（星期二）我校初一级联学生自治

会在科技大讲堂举行一年一度的初一级联论坛，

主题为礼仪。内容分为六大部分，分别为：说话

时的表情、说话时的态度、沟通时的仪容、网络

沟通的礼仪、说话时的用词以及多余的一句话，

论坛主持人是李勇生和纪婕妮同学。 
初一义的林彦彤首先发言，为论坛拉开序

幕。彦彤同学与我们分享“说话礼仪——表

情”，她说，一个人的表情主要是通过笑容及眼

神表现出来的。什么是最好的表情呢？微笑！微

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脸、是最亲切的招呼。微笑也

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它是善意的标志、友好

的使者，不仅能沟通情感、融洽气氛，还能以柔

克刚，消融坚冰，带给人们力量。 
除此，说话时眼神的交流也非常重要。当我

们与别人说话时要用真诚的眼神看着对方，养成

注视对方的习惯，正视听话者，如此才能予人诚

恳的感觉。面部微表情是一个人情感的“晴雨

表”，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活动，都通过面部表情

不断变化表现出来，而且比语言表达得更丰富、

更深刻，因此表情在说话礼仪是相当重要的。 
接着，初一忠的卓佳妤和我们分享“说话时

的态度”。她说，一个有良好态度的人，必定会

受人尊重。除了尊重他人，具备包容心、耐心及

爱心也很重要。礼仪态度也包括文雅、稳重和自

然大方的举止和谈吐。 
初一孝的邹文旭和初一智的陈奕斐与我们分

享“沟通时的仪容”，他们强调仪容整洁是人际

交往最基本的文明礼仪。仪容仪表往往胜过语

言，可以“透视”出一个人的内在品质，甚至反

映其背后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等。

男士的仪容重在“洁”，人们都不喜欢与邋遢、

不拘小 节的人交 往。女 士的仪容则 重在

“雅”，是一种由内至外散发出的高雅气质。

此外，高雅的气质源于内在的涵养，无论男

女，除了注意仪容仪表外，还要注意言谈举止

大方得体。他们建议同学们平日多读书、看

报，培养气质、加强自身修养，给人知书达

礼、善解人意的印象，内外结合，才会显得气

质高雅、魅力无穷！ 
初一信的朱杰铭认为，中华文明自古以来

就有“礼仪之邦”之美名，礼仪一直被当作人

生的基础课程而备受重视。古代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说过：“不学礼，无以立。”放观时下的

青少年学生“不懂礼、不知礼；不会沟通、不

会与人和谐交往”的情况普遍存在。我们需抱

着正确、健康、平等和宽容的心态与人交往，

不要吹毛求疵、故意挑对方毛病，更不要拿自

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如果存有这种不容

人的态度，人际关系肯定一塌糊涂，态度决定

高度，良好的沟通诞生良好的人际关系。 
初一勇的陈必谦和初一爱的陈颖恩一同论

述“网络沟通的礼仪”。他们认为，网络沟通

的礼仪也是一门学问，在科技发达的时代是非

常重要的。每一位使用网络科技的人都有必要

晓得网络沟通礼仪，基本原则包括：一、尊重

他人的隐私，即使感情再好也不能随意公开私

人通信记录或私密照片。二、尊重他人的权

利，不对任何网络上的文章，帖子等做出无理

的批评或评论。三、除了尊重他人，也该自

重。不随意在社交平台上爆粗口、辱骂他人、

语言霸凌、传送不雅信息照片等。 
初一平的代表张慷旭论述关于说话时的用

词。他说，一个人说话的用词能反映出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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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及修养:如果用词恰当、准确干净利落，具有说

服力和感染力，说明这个人具有较高的文化修

养。反之，用词浅陋粗俗的人，反映其修养不

高。此外，用词需要讲究技巧，适当的用词可以

让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我们应该常说“请”、

“谢谢”、“对不起”、“感恩”、“帮我”等

有礼貌的用词；不要用命令式的词语，常赞美他

人，多说好话，世界就会更美好。 
初一礼林瑞莹和王家苇和大家分享两部影

片，再针对所观赏的影片内容做总结。《没有礼

貌的世界》这部影片，提醒大家用不礼貌的方式

去表达或说话，会让人感觉不舒服、不想继续和

对方说话，甚至会排挤他，导致人和人之间的关

系变得更加疏远！当然长辈和晚辈说话时也要注

意用词，以免成为孩子错误学习的对象。此外，

我们也不可以在网络上散播一些不实的谣言或诋

毁他人的名声，这样将会为彼此带来不堪设想的

恶果。 
《文明人的礼仪》影片中，我们看到了管斯

妮一家在互相尊重对方的环境下彼此相处融洽，

这正是大多数人所渴望的沟通方式！其实网络是

一个让我们能够自在分享生活趣事的地方，若使

用得当，能够很好的拓展我们的人际圈。很多人

不懂得如何筛选网络上影片的内容，学习剧中人

物说话的方式，容易养成无礼的表达习惯。此

外，男女生在沟通的时候要尽量避免身体上的

接触，除了避免产生误会之外，也必须要让对

方感觉受尊重。 
论坛慢慢将近尾声，最后一位代表是来自

初一廉的谢子彦，他和大家分享“多余的一句

话”。他说，日常生活中多余的一句话甚至是

一个字对某些人的心理层面或许会造成很大的

伤害。就像影片里的哥哥，在网上骂自己的弟

弟笨蛋、傻瓜！自尊心特别强烈的弟弟，就因

一时冲动而杀了自己的哥哥。这就是一句话的

力量——而受害者往往不只一个。 
人际沟通中，我们只需要让对方知道他想

要的答案就行，不必加盐加醋，煮成一锅“悲

剧”。一些人常常咄咄逼人，使对方无地自容

才肯罢休。多余的一句话，除了自己一时爽快

毫无其他意义，这种以伤害他人来满足自己欲

望的行为十分自私！多余的一句话，可能让你

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大家紧记把那多余的

一句话收起来，冲突抚平了，大家心情都开朗

了，最后，便能家齐、国治、天下平了！ 
透过本次论坛的交流、引导，初一级同学

学习了如何使用礼貌的语言及与他人沟通所需

具备的礼仪。 

展现热情与论证能力 
陈坤祝老师（初一级联组长） 

刻画出论坛的雏形，

奠定论坛的基础，是今年

2016年初一级十二位班导

师的工作目标之一。如何引

领学生在论坛中参与、发挥

论证能力的同时也引导全体

同学了解礼仪的层面及其重

要性，是初一级联论坛的着

力点。在礼仪论坛进行过程中，学生针对礼仪的

六个小内容进行个别的论述，除了两个班级针对

一个主题内容提出问题及回答问题，现场也设有

Q&A 环节，希望能因此提高学生认同礼仪的重

要性。 
论坛共播放两个由学生主演的短片——《没

有礼貌的世界》及《文明人的礼仪》，学生再针

对短片内容做进一步的论述及总结。最后，我们

特邀请训导主任针对初一级的“礼仪”进行宣

导。由于时间有限，训导主任希望各班能针对短

 

片的内容进一步讨论。 
一场600多人的论坛，激发学生更多热情

的火花，激起大家深藏内心汹涌的浪涛，久久

不去。 
 

欢笑声中学习礼仪 
朱杰铭（初一信） 

我很高兴能成为这次

级联论坛的班级代表，在

台上和大家分享我对礼仪

的看法，希望下次还有机

会再上台演讲。我认为在

这次的级联论坛中表现最

好的演讲者是初一平的张

慷旭，因为他十分投入、发音又标准，成功吸

引大家的目光。此外，我觉得论坛播放的影片

内容相当精致，也很幽默，让我们在欢笑声中

学习礼仪。我认为论坛办得很成功，正确教导

了学生们沟通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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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意晴（初二爱）张泳淇（初二仁）报道 

8月23日（星期二）下午2时，初二级联学

生自治会在科技大楼大讲堂举行了初二级联论

坛，主题为“诚信”。主持人是赵佩珺同学与

刘珮妮同学，她们以幽默的开场白为本次论坛

拉开序幕。 
初二孝班的林廷谦、吴葭卉和蔡浚铭首先

为同学们带来有趣的相声表演，题目为《奥楚

蔑洛卉》。他们的表演幽默，引发全场同学哄

堂大笑，却也在幽默中带出发人深省的道理。 
其后，现场播放了由初二信、初二义与初

二仁所拍摄的短片，短片内容围绕“诚信”，

批判了日常生活中的不诚信行为和作弊的不良

行为。 
在一轮的欢笑后，迎来了演讲环节。首

先，初二忠代表颜明慧与大家分享“诚信的反

思”，总结其班级在诚信测验的情况及表现。

她说：“一个人若失了诚信，世界便不会站在

他那一边。”她也劝勉同学们犯了错应当主动

承担责任。 
紧接着，初二爱的李文豪为大家演说“诚

信的习惯”，他列举几项实践诚信的方法，例

 各班级代表以“诚信”为主题发表演说。 

文转下页 

 同学们精心制作的短片，让与会者会心一笑。 

如：拾金不昧、守时、遵守学生公约等。他认

为，校方实施的奖惩制度能够帮助维持校园中诚

信的实践。 
初二和代表陈胜业同学分享“实践诚信的因

素”，他说：“失去了诚信，就会破坏人与人之

间的信任与关系。”他认为，诚信是一种自律的

表现，一个人若没有自我约束能力就难以做到诚

信。 
初二礼代表李嘉宜同学分享“老实，遵守承

诺”，她表示：“诚信是对自己的责任。遵守诺

言，便是捍卫自己的荣誉。”她同时劝勉大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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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携手写下精彩一页 
林春丽老师（初二级联组长） 

本次论坛在初二级班

导师以及各班学生的配合

下，达到了预期的教育成

效。以往论坛有高中参与

协助，但今年完全由初二

学生在各班班导师指导下

自行筹划，过程中喜见这

些初中生展现了非凡的领

导力、各班代表也以创意多姿的方式呈现主

题，其中包括：相声、演讲、合唱及短片。这

些初二生亲力亲为，认真努力下诞生的成果值

得赞赏。感谢全体初二级班导师与学生，你们

的努力，为论坛写下精彩的一页！ 

 

 

诚信是重要的品德 
黄筱蒨（初二仁） 

我认为这场级联论坛很

有趣，主题是“诚信”，各

班代表透过不同的呈现方式

让我们了解诚信的意义。我

觉得各班所呈现的短片、相

声、演讲与合唱都十分有

趣，大家都用心准备、内容

丰富。 
我了解到：诚信能造就成功，若没有诚信，

没有人会愿意接近你。一个许下承诺却没有遵守

的人，人人都会讨厌你。由此可见，诚信是十分

重要的品德。因此，我们一定要做一位有诚信的

孩子哟！ 
  

 

文接上页 

以诚信待人、诚信对己。 
演讲环节结束，大会接着播放了初二廉、初

二智及初二勇班拍摄的短片，其中以初二勇的影

片让人眼前一亮。初二勇的同学以秘密拍摄的方

式，悄悄地记录下了兴华师生在拾获钱财时的真

实反应。令人欣慰的是，大部分兴华师生都有十

分良好的诚信表现。 
初二级级联副主席刘珮妮同学提到，在前阵

子的诚信测验中，部分班级的表现令人大失所

望，这也代表初二诚信教育尚未全面达标，她希

望全体初二级同学能从本次论坛中意识到诚信的

重要。最后，初二平全班同学为大家呈献一首

改编自五月天《倔强》的歌曲，表达“诚信”

的意义。 
论坛结束前，初二级联组长李庆福老师针

对本次论坛做出总结，他提到校园中最常见的

不诚信行为——抄功课，他希望同学们能改善

自己的行为，做个有诚信的人。 
初二级联论坛顺利落幕，在此以高尔基的

一句名言与大家共勉：走正直诚实的生活道

路，就会有一个问心无愧的归宿！ 

 初二平全班同学为大家呈献一首改编自五月天《倔强》的歌曲，表达“诚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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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靖芸（高一文商礼）报道 

2016年度的高一级联论坛于8月2日（星期

二），在科技大楼大讲堂进行，主题为“面对

挫折......危机与转机”。论坛的主持人是来自

高一理孝的吴静儿和高一文商智的沈家慜，共

有13位班级代表上台与大家分享：如何面对挫

折，并将危机化为转机。 
首先，来自高一理忠的纪婧温表示，所谓

“挫折”，对每个人来说都有着不同的定义。

其中，最重要的是心态问题，若你认为眼前是

挫折、是上天刁难你，你会很不开心；但如你

将眼前小小的困难当作是一个小考验，就会有

信心去克服并战胜它。有好的心态，想法就会

较乐观，事情的结果也会变得不一样。纪同学

播放了影片，启发我们从中思考“挫折”的定

 13位班级代表上台与大家分享——如何面对挫折，并将危机化为转机。  

义。这是田径选手在进行比赛的影片，其中一位

原本领先的选手在即将抵达重点时不慎跌倒，其

他选手陆陆续续超过他，但他有着乐观面对挫折

的心态，奋力爬起来，继续跑下去，最后他很快

地超过了其他选手，获得第一名。如果那位选手

一跌倒就认为自己输了，坐在地上自怨自艾，结

果又会是什么呢？ 
接着，高一理孝的张云劭，以微软创办人比

尔·盖茨作为分享的例子。张同学说道：比尔·盖
茨曾是哈佛大学二年级的中辍生，离开学校后与

好友合资开一所软件公司，结果失败收场，让他

大受挫折。在成为现在你我耳熟能详的成功人士

前，他并没有在困难中就放弃追逐梦想，咬紧牙

关克服了许多的挫折与挑战。张同学强调：“克

服挫折首先要认识它，再去面对它，这样就可以

文转下页  同学们洗耳恭听各班代表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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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挫折化为动力，给自己信心去克服并战胜

它。” 

来自高一理仁的潘立怡与大家分享在面临

挫折时把危机化成转机应有的态度：第一、接

受它，我们不能因为遇到挫折就心生抗拒，越

想退缩就越不能进步。第二、转换思维，唯有

正面思考才能培养勇气去面对挫折。第三、抛

开惯性，不能去习惯你的习惯，要跳脱僵硬的

思维。第四、信念，相信自己一定能克服挫

折。 
高一理爱的陈学积表示，自身的挫折来自

上学的态度。有些学生面对过多的课业或测

验，无法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导致生活和课

业间失衡，压力过大。因为无法很好地排遣压

力、疏导情绪，学生就会面对课业上的种种挫

折，失去上学和学习的热忱。因此，学生有必

要学会合理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平衡自我的

身心灵状态。 
高一理信的云薇渊表示，人不应该为了眼

前看似跨不过的挫折而选择轻生，我们应该珍

惜生命，勇敢地去面对它、接受它、解决它。

我们不该因为某些事做不好，就认为自己是失

败者，“不怕慢，只怕站”，相信自己的能

力，只要愿意往前一步，只要愿意抬腿向前迈

进，就是一种小小的成功。 
来自高一理义的陈欣滢说，现代人的“抗

挫 能 力”越 来 越

低，生活中层出不

穷的挫折感让人无

不 感 到 焦 虑 和 伤

心。挫折就像是人

生中的一道考题，

有些人会努力去跨

越它，有些人会在

原地停滞不前，有

些人则会选择再一

次逃避。其实所有

的举动都是我们的

选择，我们应该要

做好心里准备，调

整 自 己 的 应 对 能

力，以正面的态度

去面对挫折。 

文接上页 

接下来，由高一文商和的林敬杰和大家分享

他的心得。他说，当人面对挫折和困难时，往往

容易被压力击垮，从而功亏一篑，败给自己。人

生遇到挫折就算已山穷水尽，也要有永不放弃的

精神，才能迎接柳暗花明。不坚持，又怎能看到

“花明”的美好呢？ 
来自高一文商平的蔡明敏说，面对挫折时应

该要和身边的人商量，不一个人承担一切。有家

人、朋友在身边支持，并给予开导及鼓励，人会

变得更有力量。接着，她也用了两位名人——爱

迪生及乔丹作为例子，讲述他们面对挫折或困难

时，永不放弃的心态值得我们学习。没有成功是

必然的，坚持的心态才是成功的关键。 
高一文商礼的伍家黎设问，不遇见挫折，怎

么会成功？没有人愿意遭遇危机，但是危机常常

不邀而至。危机中包含着转机，也包含着“危

险”和“机遇”，只是我们习惯性地只看到“危

险”，却看不到“机遇”。如果我们改变不了现

实，那么我们就得学会改变自己。黎同学提到，

有一本名为《压力与甜点》的书上说，“压力与

甜 点 有 着 奇 妙 的 关 系，把 英 文 中 的 压 力

（stressed）字母顺序倒过来就会形成甜点

（desserts）。”因此，看待事情的观点是成功

与否的关键——化阻力为助力，化危机为转机，

结局或许就是你要的完美结局。 
高一文商廉的杨子俪及蔡眷耀以讨论“友情

的考验”为重点，毕竟，身在校园的我们，友情

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环。他们认为，当友情遇到

挫折时，有以下方法可以解决：一、消除它，寻

找有效的办法解决；二、敞开自己的心，去原谅

对方；三、主动去找对方沟通；四、尊重对方，

尊重彼此间的差异性。 

文转下页 

 

 宋.陆游《游山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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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心态面对困难  

陈学积（高一理爱） 

当我面对挫折时，当

下心情很低沉，做什么事

都没劲，甚至会觉得人生

没有希望而沮丧。调整心

态 是 必 然 的，但 我 很 幸

运，面对困难时家人都会

有所察觉主动关心我，与

我沟通、开导我；周遭朋

友的不吝赞美在这种时候也起着关键性的作

用，有助于让我重拾信心。这次被选为班代表

时心情是五味杂陈的，既有兴奋与期待，又掺

杂不安、紧张与担忧。但在准备时并不困难，

因为内容也有广纳班上同学的建议。希望能真

正借此论坛，作为替学生发声的良机。此外，

我要特别感谢班导师翁月芳老师，她给予我很

多中肯的建议，使我班的分享别具意义。 

 

历经山穷水尽， 

再看柳暗花明 
陈慈幼（高一文商廉） 

每个人都曾为挫折和

困难而失落、迷惘过。我

们都非常厌恨挫折，但生

活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会

是一帆风顺，总会有曲折

与坎坷。如果生活中少了

挫 折，一 生 总 是 一 帆 风

顺，又有什么精彩可言？

挫折是人生的必经考题，

一个人要是时常抱怨，会吸引更多负面能量，

让自己陷入怨天尤人的恶性循环。挫折是一种

压力，同时也是一种推动力，没有压力，我们

前进的动力从何来呢？因此我们需要将压力化

为动力、化危机为转机，勇敢向光明迈进。哭

过才知道笑的可贵、甜的滋味。我们要坚持一

个信念：只有经历了山穷水尽，才能体会到柳

暗花明。 

高一文商智的乡旻卉也以一位名人作为例

子，他说道，拿破仑曾是法国高高在上的帝皇，

半岛战争和1812年对俄国的入侵成为拿破仑运

势的转折点，他的大军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并再

也没能恢复元气。1813年，第六次反法同盟在

莱比锡中击败拿破仑，并于次年攻入法国，迫使

拿破仑退位并将他流放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被

流放到一个小岛，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

折。此后不满一年，拿破仑逃离地中海的厄尔巴

岛后卷土重来，但在1815年6月的滑铁卢战役中

再次兵败，被流放到位於西非沿岸的圣赫勒拿

岛，在英国的软禁之下度过生命的最后六年。丧

失斗志的人，挫折就是危机。因此，让自己的人

生充满斗志，才有办法去克服眼前的种种挑战。 

高一文商勇的代表李宜庭表示，家庭关系、

友谊与学业成绩是中学生培养自信心重要的元

素。若哪一方面失衡了，都是挫折感和压力的来

源。只要放宽心境，尽力把事情做好，问心无

愧，就能克服挫折。  
总的来说，保持乐观和正向的思维、提升行

动力、合理安排时间、适时和家人朋友谈心，是

面对挫折时的重要做法。人都有脆弱的时候，跌

倒了流泪、难过都不是可耻的，适当的安抚自

己、疗伤，然后再站起来，勇敢地往前走吧！ 

文接上页 

 

 

 拿破伦·波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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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婉仪 （高二文商和）报道 

责任，是对自己和身边的人负责。当然，责

任也是与生俱来、无法逃避的，当我们扮演不同

的角色时，需扛在肩上的责任与义务也随着角色

的不同而转变。8月16日（星期二）下午1时50
分至3时05分，高二级学生自治会在科技大楼大

讲堂举办高二级级联论坛，主题为：与责任有

约。高二级的各班代表同学针对主题，以手语、

诗歌朗诵、唱歌等创意十足的呈现方式进行分

享，论坛整体气氛非常好，没有冷场。 
高二理孝全体同学以手语呈现今年高二主题

曲《我们的青春》，为论坛拉开序幕。他们的演

出活泼、生动，带动了现场的气氛，赢得如雷的

掌声。接着，高二文商廉朗诵诗歌——《责

任》，诗意地表达了责任的重要性。 
来自高二文商礼的陈纹枋同学分享“责任的

意义”，她认为责任是我们该做、应当承担的义

务，当我们踏入社会，就再也不是不懂事的小孩

了，必须学习承担责任。陈同学和大家分享刘媛

媛的故事，并以刘媛媛的一句话：“应该像一个

真正的勇士一样直面，告诉自己‘我不是来适应

社会的，我是来改变社会的！’”和大家探讨社

会责任。她同时勉励同学们为现在的自己负责

任，设下人生的目标、成为有责任感的人，以对

自己的未来做交代。 
高二文商义的叶思萱和苏恩慧同学以相声的

方式探讨“为生命负责”的意义，她们认为人不

要为别人而活，应认真面对自己的责任。她们也

 高二级的各班代表同学针对主题，以手语、诗歌朗诵、唱歌等创意十足的呈现方式进行分享。 

传达了“人生是个旅途，但不只有起点和终

点，沿途的风景也可以是重点”的观点。 
“人的生命虽短暂，但我们可以用有限的

生命去创造无限的回忆，每个人在生命里做的

每件事或曾经遭遇的事都会成为回忆，即使回

忆是酸甜苦辣的，但当我们回首时，却感到满

足，因为我们并没有虚度光阴和生命。” 
她们也以马云小时候的表现并不出色，到

如今名扬四海的成功经历，说明人需要坚持理

想才能获得成功，也提醒我们不能只凭一方面

的表现断定一个人的人生。她们鼓励同学们让

自己的生命活得有意义，为家庭、为社会、为

国家负起自身的责任。 
“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

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会永垂

不朽……” 
悠扬的歌声响起，高二文商智的王立恩同

学唱出其观点：没有任何事情是永恒不变的，

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都与“责任”有不同的约

定。她引用《小王子》中小王子爱上了玫瑰，

他去到另一个星球看到了更多比玫瑰漂亮的

花，但他却选择回到最初的星球与玫瑰互相依

偎的故事，表达人们承担不同阶段的责任，到

最后演变成生命的意义的过程。她认为，承担

责任可以让我们学习爱、付出与坚持，这些都

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品质。最后，她以：“青

春因为责任刻骨铭心，生命因责任变得美

丽。”这句话和大家共勉。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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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文商和的三位代表：叶凯征、余骏

皓与黄祖明同学 ,阐述了尼克.胡哲（Nick 
Vujicic）的故事。尼克虽无四肢，却从来不

放弃自己，反而尽己所能学习平常人所能做

的事，最后他办到了！他到处巡回演讲，以

自身的经历激励他人。尼克不自暴自弃和肯

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精神，使他活出一片

天、寻找到自身的价值。 
高二理爱的15位代表同学展现才艺，

联合呈现舞台短剧《Try Everything》，内

容传达“既然选择参与了，就不应该放弃”

的精神以及“我们应对自己的决定负起责

任”的讯息。 
高二理信的杨浩骥、洪欣玲和徐宜菱分

享“中学生的责任”，他们认为，中学生的

责任不只是搞好学业，同时还得兼顾不同身

份及所应承担的责任，如：对家庭，孝是我

们的责任；对他人,不拖累他人是我们的责

任；对团体，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潜能和特

长则是我们的责任。他们也强调，一个人做

事，应该要先做自己应做的事，才做自己喜

爱的事。 
 “责任胜于能力”则是高二理仁的杨

镇豪及陈奕骏同学所论述的立场，他们认为

有能力但却没责任的人只会在原地踏步，因

为能力只体现个人学识，但责任反映个人态

度。他们强调，责任不仅是一种习惯和素

质，更是优秀人才所需具备的条件。最后，

他们以“没有做不好的工作，只有不到位的

责任。” 这句话来勉励大家成为有担当的

人。 
来自高二文商平的张洽铭和黄时恩同学

则探讨“角色与责任”，他们认为责任存在

的意义便是会为所在意的事付出，责任也是

我们找到自身价值的体现。虽然，责任对于

一部分人来说，是一个很沉重、压力的负

担，但他们却认为责任是人类对生活抱有热

情的根本，因为责任可以促使我们为自己的

未来、终身所追求的大事付出努力，找到生

命的价值。 
“人的一生，就像乘坐一辆公车”是高

二理忠的陈洁韵和林晓琦联合呈现的影片，

她们在影片播放的同时，念出影片中的文

字，内容体现了人生的现实状况及生活的意

义，发人深省。 

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蔡婧温（高二理忠） 

经过这次的论坛，我对

“责任”有了更深一层的了

解，并开始重视它。责任的培

养在一个人的成长路程是不可

或缺的，因为责任，我们不再

逃避，勇于面对未来的一切磨

难。我明白了人生的一切掌握

于自己的手中，没有人会为我们的人生负责，我们

就是自己的主人，但愿每个人都能坚守责任，不因

社会的现实而低头。 

 

责任伴随成长 
林展全（高二文商和） 

 同学的分享给了我很大

的启发，让我看到“责任”在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此外，我们也在现场写

信给2017年的自己，为自己设

下目标，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

意义。经过本次论坛，我觉得

我们可以赋予自己的“责任”一些愿景，让自己从

中得到收获。最后，希望责任伴随我们成长，让我

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人生在世，真正有大成就的成功人士，都是那

些敢于肩负责任、有所担当的人。责任让我们学会

付出与珍惜，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丰盛；一个人能承

担多大的责任，就能取得多大的成功！虽然这场级

联论坛只历时短短的一个小时半，但相信大家已倍

受启发，开始学习成为有担当，为自己、为社会负

责任的人。最后，现场的高二生一同为明年的自己

写一封信，作为本年度高二级联论坛的结束。 

 

 

 高二理孝全体同学以手语呈现今年高二主题曲《我们的青春》， 

    为论坛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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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艺敏（初二仁）林楷泽（初二平）报道 

7月26至28日（星期二、三）一休时

段，数学学会继“数学0.1”，再度于科技

广场举办“数学0.2”活动。是项活动公开

予凡对数学有兴趣的学生，宗旨是为了提倡

德、智、体、群、美、劳六育并重的教育目

标、增加学生对数学的认识，并激发学生的

逻辑思维。早上九时正，数学学会成员早已

在现场待命，以迎接挑战者的到来！ 
本届活动内容丰富多姿，共设有八个关

卡，包括：数独、一笔画、纳许棋、跳棋、

七巧板、数桥、数字组合和抽火柴。参赛者

必须在每一关和数学学会的学员智力对决、

斗智斗勇，打败对方就可以拿到印章。数学

学会的学员固然很强，但挑战者也不是省油

的灯，双方使出浑身解数一决高下，赛情紧

张、竞争相当激烈。 
主办单位也为此活动准备了丰富的奖

品，获得四个印章的同学就可领取奖品，成

功挑战胜利拿满印章者将获得一副泳镜！许

多奖品在第二天赛程初始就去了一大半，可

见众挑战者的实力不差，数学学会还得及时

补上奖品呢！ 

提升对数学更高层次的

认识                        张来芬老师 

“数 学 0.2”的 活

动是希望通过它培养同

学们对数学的兴趣及让

学生发挥脑力灵活度，

活动的内容其实是采用

第十二届全国独中科学

营的游戏设置。由于游

戏过程中得到很好的响

应，因此再次从是项活动中十选八项让本校

同学也可以有机会参与，某些游戏如七巧板

还以抽签的方式将程度分了几个等级。我们

也希望通过活动促进同学们课堂以外对数学

的认知、发现数学有趣的另一面，进而对数

学有更高层次的认识。 

 

 参赛者在每一关和数学学会的学员智力对决、斗智斗勇。 

 
促进学习乐趣 

刘燕妮（初二廉） 

数学对我来说是一门用以

训练头脑及思考逻辑性的学

问。当天我负责七巧板摊位，

让我特别惊讶的是挑战者们的

破解速度，我觉得游戏还是具

有一定的挑战性的，但大家的

表现出乎意料的好！通过这次

活动，我发现只要将复杂的数

学注入到有趣的游戏里就会提升学习乐趣。我希望

通过“数学0.2”的活动吸取更多的经验，也希望

将来在举办“数学0.3”时更具吸引力。 

 

 只要将复杂的数学注入到有趣的游戏里就会提升学习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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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动：讲座会 

，一个用生命写诗， 
用心灵阅读天地， 

却离开了海洋的海洋诗人， 

曾经，大海是他的温床，天空是他的被褥， 

他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了桑田，爱上了树 ...... 

于是有了“憩园桑林”这家民宿。 

陈慧仪（初二廉）李妍萱（初二爱）报导 

7月28日（星期四），下午1时55分，图书馆配合

7月份主题书展“阅读与植物”，有幸邀请到我国现代

诗人——王涛先生，为我们展开一场精彩纷呈的分享

会。 
 王涛先生今年51岁，是马来西亚著名的现代诗

人，也是民宿“憩园”的老板。他是位经历丰富的诗

人，从事过许多行业，比如新闻工作者、经营养鸡

场、捕鱼和牧农等等。他诞生于霹雳州的邦咯岛，现

居红土坎直落慕洛，故称罗梦 。王涛先生原本从事渔

业，是一位与大海奋斗过的渔夫，曾经拥有四艘渔

船，事业有成。遗憾的是，他的渔业经营失败，遇到

了人生的最低潮。他忍痛卖掉了一起“拼斗多年”的

渔船，并离开了家乡——邦咯岛。在他感到毫无方向

的时期，他迁居到罗梦，很幸运地，在那里得到了一

片广阔的园地。正当他迷茫，想着要如何经营这块地

时，他偶然发现了桑树的价值，就这样开启了他的牧

农生活。 
在这次《植物的力量》分享会当中，王涛先生的

演讲方式生动趣智，幽默亲和，给人一种“深处大自

然，舒服且纯朴”的感觉。分享会一开始，他首先自

我介绍，之后播放了一段Astro采访他时拍摄的精彩影

片——《寻花探草》。影片中王涛先生跟大家讲述了

他务农的生活以及讲解有关桑树的作用和特征，令大

家对桑树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王涛先生表示，从一

位渔夫到从事农业的这段过程中，他领悟到命运有时

不由我们去选择，遇到不幸之处，不要一味地去埋

怨，如果能从另一种角度去观察，或许不幸也可以塑

造新的机遇。在种植方面，王涛先生坚持亲力亲为，

文转下页 

也不对植物施加农药。他说道，第一次

与桑树接触的时候，根本完全不了解桑

树，凭着乐意学习的精神，才会有今天

的成果。王涛先生还说，“我以前很害

怕割草机，因为看过血淋淋的意外画

面，但遇到自己的园地，只好硬着头皮

去用。现在，不但不畏惧割草机，反而

对割草机的操作驾轻就熟。”他接着

说：“只要越过那一份恐惧，你就会成

长。”他也鼓励我们在家尝试进行种

植，久而久之地我们就会从植物中发掘

生命的价值，从而疗治我们的伤痛。

“利用大自然去疗愈心中受过的创伤是

一种最佳选择，因为大自然必定是我们

最好的医生。”  
王涛先生凭着自身的经验提醒我

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或挫折，勇敢去

面对之余，也要学会释怀。在时间这条

长河里，我们都是渺小的，无一人是胜

利者，若无法学会接受与释怀，人生将

会充满不快乐。他说，我们常会向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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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拥有我们所没有的事物，但真正拥有

后，不一定会开心，反而更害怕失去，因此

珍惜眼前、把握当下是最重要的。再者，他

也强调，不管要在哪一个领域取得成功，首

先必须拥有健康。没有健康的体魄，再伟大

的理想都无法实现。 
在分享会中，王涛先生还讲述了一些他

在农场遇到的趣事，也让我们学会了如何更

深入的观察生物。此外，他也与我们分享了

他早前创作的经验，王涛先生过去曾为大马

乐坛填词，也捧出了有名的歌星。王涛先生

说，大自然和生活是最佳的创作灵感来源，

他时常在大自然中找到写诗的灵感，有时面

对着桑树、

看到一片叶

子或者一道

风景，就让

他有感而发

写出了一首

诗歌。他曾

写 过 一 首

诗，名 为

《桑叶上的

织梦者》。

这首诗是讲述他有一天早上在某片桑叶上发

现了一只小虫，他选择不做一般农夫做的

事，把它除去，反而是去观察生命、思考生

命，并将其感悟化为文字。与此同时，他也

与我们分享了几首学生作的诗，那些诗虽文

字简单，但思想内容却深入视觉、触觉和味

觉多方面的观察，读起来十分有韵味。谈到

文接上页 

善用时间经营人生 
吴佩芬老师  

听了这场分享会，我同意

王涛先生所说的植物有许多好

处。我觉得那些会善用植物的

人，就会觉得植物浑身是宝；

而不会善用植物的人，就会觉

得它是草。例如桑树，桑树的

树皮其实是可以吃的，而它的

果实和枝叶则可以用来泡凉茶

和做草药。王涛先生在这场分享会还告诉我们他曾

经发掘并捧红了一位歌手——陈良泉。我对此感到

惊讶，因为在这之前我也不太知道有这位歌手。王

涛先生从一位渔夫变成现在一位会种植、会写诗和

写歌的人，我对此领悟到，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选

择去做的，与我们的职业无关。最后，我更觉得王

涛先生是一位懂得生活的人，他会享受生活以及善

用时间，而不是一位瞎忙的人。其实我们也应该学

习王涛先生过生活的方式，而不是每天都在“盲

忙”。 

 王涛先生还讲述了一些他在农场遇到的趣事，也让我们学会 

    了如何更深入的观察生物。  

 

 王涛偶然发现了桑树的价值，就这样，开启了他 

    的牧农生活。  

 

 桑树一身都是宝。 

文学部分，王涛先生建议我们要多看书、多观察周

围的人事物、多用文字来表达自己，让眼界、思想

更为辽阔。 
最后，王涛向我们介绍了他的民宿，还有他自

己利用桑树制造而成的产品及美味佳肴。来到了分

享会的尾声，图书馆主任颁发了纪念品给王涛先

生，以示感谢。下午3时30分，这场分享会在如雷

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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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动：讲座会 

赖佳妤（高二理信）报道 

为配合8月主题书展“阅读与跑步”和我校9月
3日的第27届越野赛跑，图书馆有幸邀请了来自台

湾的数学科任老师萧煜修为我们主讲——“谈到运

动，我想说的其实是……”短短的一个小时里，萧

老师与我们分享他游泳、骑自行车和跑步的运动经

验。当下，身未动，心已动，好想穿上跑步鞋，运

动去！ 
分享会一开始，萧老师问了我们一连串问题：

“你做运动是为了什么？为了释放压力？为了好身

材？因为运动会快乐？被逼的？或是根本没有原

因，就纯粹想做啊？那么如何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呢？现在大家都说忙忙忙，但是终究会有个管道能

让你一步一步地接近运动吧？”他借此让我们思

考，究竟是什么推动我们去运动，亦或者，是什么

原因致使我们不运动？ 
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全校师生都喊帅的萧老

师，以前可是个小胖子。由于跑步落后、常被朋友

嘲笑、妈妈觉得这样的体型不健康......于是，在妈

妈的催促和众人眼光形成的催化剂下，萧老师开始

上游泳课。萧老师笑称，“虽然有上游泳课，但是

主要原因还是被爸爸丢进河里，被迫学会。每次游

泳，也会被爸爸规定要游指定的距离，于是也就越

游就越爱了。”长大后，萧老师还跟朋友去参加横

渡日月潭的活动，十分热血。渐渐地，他爱上游

泳，甚至觉得游泳是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游泳可以

让人进入一个宁静的思考世界，借此锻炼出毅力。

此外，泳池里清清凉凉的水，让世界变得多么美

好，关键是还可以塑造好身材！ 
除了游泳，萧老师还爱上了骑自行车。他借由

台湾美丽的风景，与我们分享他和朋友一起骑车环

岛9天，骑了1000多公里的经验！这段环岛行中，

有山有水、有壮丽的风景，还去了鬼屋探险（虽说

是白天）。萧老师在富东公路边骑边赏大海、到武

岭把自行车扛起来拍照留念，每一道风景，

每一样事迹都令人越听越振奋。当然，疯狂

的背后还是有其代价，萧老师告诉我们，不

管第二天的脚多痛，都还要继续完成每一天

100公里的计划、穿着骑车的裤子但还是擦破

皮了、好不容易到了睡觉的时刻，闭上眼一

睁开又要继续路程......虽然天天内心呐喊：

“天啊，我的脚还痛着呢！”但还是会乖乖

的继续骑。只要咬牙坚持过去了，以后回首

一望，你还是会很自豪自己完成了这9天的极

限式旅程。 
萧老师说，骑车或者运动的过程就像读

书或者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挑战，比如：骑自

行车上山，上山时，你踩两步也许都比不过

你在平地上一步移动的距离多，过程很辛

苦、很累、很喘。但是下山时，就很轻松不

用踩，只要稍微控制车速及摆摆车头，此

刻，你可以全心全意欣赏风景、吹着凉风享

受战果。“上山有美丽风景，下山能令人期

待。”读书时也是这样，开始时也许比别人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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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可是当一切豁然领悟以后，你就

能比一般人轻松了。 
大学毕业后萧老师到中学教书，少

了泳池设备也不能四处骑车，就只能善

用学校的红土操场，被迫进行他从小最

厌恶至极的运动——跑步。萧老师笑

称：“以前总觉得跑步是最无聊的运

动，它不像游泳有凉凉的水，也不像骑

自行车那样可以结合旅行。跑步只能用

两条腿，而且速度有限。”可开始跑步

后，萧老师才领悟到，原来跑步是最简

单也容易进行的运动，它有其他运动所

没有的低物质条件：一双跑步鞋和一条

路。萧老师说他在跑步时会自言自语，

另外，跑步也让他能好好思考，原本学

习时想不到的题目、分析不到的结果会

在跑步时跃出灵感，堵塞的思维也就通

畅了。 
最后，萧老师说，人的体能和时间

有限，我们很难一直在经历、体验或者

都在挑战极限。这个时候，当现实状况

满足不了自己对其他人生挑战的好奇

心，我们只能透过看书和电影来了解种

种不同的感受。看书、接收新知识时，

庞大的讯息量一时间消化不了，任你如

何地努力去想也无济于事的时候，就出

门去运动吧！寻找启发自我的灵感，慢

慢地消化、整理这些新知识。这就是阅

读与运动的好处，在一动一静间转化思

维与身体，得到提升自我的力量。 
扪心自问，我们读书和运动是为了

满足别人的要求和眼光吗？萧老师强

调：“就算现在是为了外在的利益才开

始运动的，比如减肥、为了变美，但在

慢慢熟悉这运动的过程中，你会渐渐地

找到自己对运动内在的喜爱因素，你会

发现有一天，你所坚持的都成了自己喜

欢的。然后，你不再为了满足别人或他

人的眼光而努力。你会找到自己的力

量，笃定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为之

享受。”当我们渐渐长大，有朝一日要

为社会贡献，此时，健康的体魄、顽强

的意志和丰富的知识就成了我们最宝贵

的财富。 

想开启运动计划 
苏瑜婷（高二理信） 

听了萧老师的分享后，对运动

又加深了好感。我觉得老师的运动

故事很精彩，运动不但可以填补青

春的空缺，还能通过运动完成一些

疯狂的事情，比如像萧老师一样骑

自行车环岛或者横渡日月潭。不管

是为了什么而运动，都是值得做的

事情，让我也忍不住想马上开启我的运动计划。萧老

师传达坚持运动的方法及其好处，让我突然觉得，要

靠运动来减肥真的不是困难的事！ 

 

运动，用身体体验世界 
谢幸容（高二理忠） 

经过这次的分享会，对于运

动，萧老师带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想

法。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而且非

常讨厌流汗，因此一直对运动提不

起兴趣。可是，萧老师在运动的过

程中却不只是在运动。他游泳，却

又同时在学习；他骑自行车，却又

同时在旅行；他跑步，又同时在思考。运动对我来说

这么痛苦的事，却可以让他如此快乐、如此享受。比

如：萧老师说跑步曾经带给他挫败感，可他后来却爱

上了跑步，这不也是他战胜自己的一种方式吗？他骑

着自行车，用九天来环岛旅行，又苦又累，可是在旅

途中的所见所闻，不就是其他人都无法得到的宝贵的

经验吗？运动带给他的好处如此之多，让我深受感

动。此刻我才发现，原来运动也可以很好玩。如果说

阅读可以让我们用双眼看世界，那运动绝对是让我们

用身体体验这个世界的最佳途径，感谢萧老师的分

享。 

文接上页 

 

 

 萧老师领悟到原来跑步是最简单也容易进行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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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群爱护地球环保志工。 

刘凯铷（高一理忠）报道 

7月31日（星期日），为了提高学生爱护环

境及环保意识，训导处与高一级学生联合慈济巴

生支会的志工，携手在校园周围的区域进行净街

运动，共有130名高一生参与此活动。 
当天早上7时30分，同学们在仁爱广场集

合。净街运动开始前，大家跟随志工们做健身操

和进行团康活动，活络筋骨之余，也从歌词内容

了解到环保的意义。上午8时正，同学们手拿扫

帚、畚箕，与志工们一齐大喊：“兴华净街

GO、 GO 、GO！”，朝气蓬勃的口号为净街

运动拉开阳光的帷幕。 
净街的范围从学校周围到方圆六公里，涵盖

了四个住宅区。参与的学生被分为13个小组，

负责清理不同的区域。各队队伍在带队老师及两

名志工的带领下，前往各自的目的地展开净街。

同学们积极投入，沿路捡拾垃圾，并将可回收及

不可回收的垃圾区分处理。即使是充满污泥的草

丛或发出难闻异味的沟渠，也阻止不了众人捡拾

垃圾、清理环境的决心。 
老师、志工及同学个个汗如雨下，却不曾喊

累，同心协力为达成目标而努力。大家不畏脏

乱，走过大街、穿过小巷，将沿途所见的垃圾一

一清理。人人身体力行，从做中学、学中做，深

刻了解到清道夫清理人们随手乱丢的垃圾时的箇

中滋味，真正体会到“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的

道理。 

做中感受，行中觉悟 

经过160分钟挥汗如雨的奋斗，净街队伍陆

续回到学校。参与的师生个个精疲力尽，但仍坚

持将回收的垃圾在志工的指导下再次进行分类。

许多学生都是第一次参与净街运动，第一次走入

社区进行服务，第一次认真关注周遭环境的整

洁。净街运动是一个开端，让大家有机会实践环

 各队队伍在带队老师及两名志工的带领下，前往各自 

    的目的地展开净街。 右二为高一级联组长林爱心老师。 

 师生积极投入，沿路捡拾垃圾，并将可回收及不可

回收的垃圾区分处理。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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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与服务，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 
为了宣导素食也是环保的一部分，慈济的志

工在本校食堂为参与者烹煮了一道道美味的素食

佳肴。除了慰劳参与者的辛劳，也让大家实践

“素食一餐，是减轻地球负担的一小步”。 
没有亲身体验，就难有真实的感受。参与净

街运动的师生从做中感受、行中觉悟，原来一个

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却是加重社区环境负担的

源头。只要人类愿意踏出一小步，在生活中做出

一些小改变，小则可潜移默化地影响身边的人事

物，大则可以守护地球，减少地球的负担，延长

地球的寿命。净街运动，意义深远的一堂课！ 

文接上页 
种下关爱社会的火苗 

林惠芳老师（高一级联组长） 

“与 地 球 共 生——

2016净街运动”在林爱心

老师的倡议下逐渐成型，

我们的初步概念本来是希

望每月一次让同学们到巴

生中路（Meru）慈济资源

回收中心进行资源回收分

类工作，以提高学生对环

保工作的认识。然而，恰巧高一级同学的辅导

课与中心服务时间无法配合，于是和慈济林抒

学师姐讨论后，本次活动就在此机缘下产生

了。在此，特别感谢慈济志工们的协助，同时

感谢我校各行政单位的支援和自愿帮忙担任领

队的老师们，没有他们的热心付出，高一级联

代表们要成功举办这项活动将显得左支右绌。 
我想，对不少参与者而言，这是一个突

破。现在孩子的物质生活富裕，消费概念也不

一样，很多物质浪费从而产生。正如许多孩子

所言：“我们无法避免制造垃圾，但可以学习

如何利用垃圾，加强自己的环保意识。”我们

希望可以有更多人正视环保课题，而此目标在

本次活动中已达成，几乎全体参与的同学都给

予了非常正面的反馈，这是令人感动的。 
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许多闪光点:

他们团结而坚忍，就算垃圾再臭再脏、身心再

疲累，在志工和老师们的带领下，孩子们都愿

意下手去做。清理垃圾积累阻塞多年的沟渠，

都似乎变成一项有趣的任务；途中巧遇四脚蛇

的逗趣画面，也成了大家共同的回忆。有些孩

子本不愿意来，只因一早允诺了只好守信出

席，但在众人携手边唱边做、齐心合力的氛围

下，反而成了最卖力的那一个。在汗水和笑声

映衬下，慈济志工们送来简单的凉茶，成了最

沁人心脾的一抹甘甜。令人欣慰的是，孩子们

在劳动中不忘感恩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发现

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得来不易。 
更令人感动的是，学生们经此对社区的责

任感暴增，立誓以后绝对不乱丢垃圾者还真不

少!甚至有同学还总结出了巴生的垃圾种类，提

出或许日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垃圾的源头开

始进行环保工作的宣导，既治标又治本。学生

环保意识的建立，是这项学习活动的最大成果。 
总的来说，本次净街活动虽不能根本性地

解决巴生的垃圾问题，但却让我们看到要改变 即使是充满污泥的草丛或发出难闻异味的沟渠， 

    也阻止不了众人捡拾垃圾、清理环境的决心。  

 

文转下页 

 从做中学、学中做，深刻了解到清道夫清理人们 

    随手乱丢的垃圾时的箇中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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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希望的。希望在孩子们心中点燃这一

颗关怀环境的火种持续燃烧，成为未来关爱

社会的火苗，让世界更美好！ 

 

身体力行实践环保 
吴静儿（高一级联学生自治会主席、高一理孝) 

净街运动从一开始

和慈济师兄师姐的接

洽，到活动正式进行，

耗费了不少心力。特别

感谢所有积极参与其中

的老师及高一级同学，

当然还有愿意周末回来

帮忙的圣约翰救伤队队

员。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很多同学—

—包括我，嫌肮脏、怕麻烦，在家里根本不

会主动去好好处理废物。听了校方安排的讲

座当然很有感触，可是又有多少人会真的马

上付出行动？我想，净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

实践机会，鼓励我们去尝试、去接触我们生

活的环境。 
真正落实行动才发现，仅仅南方镇一个

区域，就有那么多垃圾、那么多废弃物有待

处理；有些垃圾还有利用价值，可是居民并

没有很好地区分，反而随意丢弃在路旁、沟

渠或小巷等被人遗忘的一隅。 
当我走到校门外转角，看到很多饮料瓶

子里充满积水、严重臭酸，我们将之捞起，

一个一个倒掉臭水，那难闻的异味提醒我

们:这些我们平日制造出来的垃圾，若不好

好处理，最终受苦的还是自己。再看整个大

环境，今天人类不好好保护地球，为一己私

利破坏大自然、贪图方便而不响应环保，将

来人类最终会自食其果。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实践环保，只

是没有坚持养成好习惯。相信每个认真参与

其中的同学都能体会，这个世界的垃圾量总

比我们的想象的多，只要每个人尽自己所能

减少丢弃品、多循环使用，少用塑料等，简

单的举动就能造成巨大的影响。净街，让同

学学会对自己的环境负责，爱护地球是全民

义务！ 

 

体验宝贵的一课 
李绍绮（高一文商礼） 

我并不后悔参与这次的净街

运动，从中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知

识。原本不想来，但因已经报名

而不能食言，因此依时抵步。我

们必须像清洁工人一样打扫马路

和街道，一开始我很排斥，还打

算敷衍了事。可是当真正走出校

园展开清洁时，才发现沿途都是垃圾，那是我平时上下

课飞快钻进车子而不曾注意过的。 
当我拿起工具捡垃圾时，心里很是气愤:原来我

们生活的地方那么肮脏！街道和沟渠有很多不能被腐

化的垃圾，其中以塑料和保丽龙居多，四处也有很多

玻璃瓶。很多垃圾都深埋在土壤下，怎么挖都挖不

尽、垃圾多得捡不完，仅仅一个小时我们就捡了五、

六袋的垃圾！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随地丢垃圾，也会更加警惕自

己和身边的朋友与家人不乱丢垃圾，提醒他们一同环

保。这次的净街运动真的让我体验了宝贵的一课，也

了解到清洁工人的辛苦，希望大家都从小处着手，一

同环保。 

 

 志工为同学们讲解垃圾分类的注意事宜。 

 

 大家不畏脏乱，走过大街、穿过小巷，将沿途所见的垃圾

一一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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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胜老师（本届商业广告设计比赛统筹）报道 

由商科教研组主办、商学会协办的商业广

告设计比赛，结合本组老师的协作和行政单位

的支持，得以顺利举办。 
这次比赛比照上一届的模式，分类为：平

面、电视和广播广告设计三种，参赛对象是高

中文商班的学生。赛会宗旨是：（一）加强学

生对商业广告的认识；（二）提供学生发挥创

意及潜能的平台；（三）培养学生协作精神；

（四）提升学生综合应用能力。 
比赛从2月初开始接受报名并规定于6月24

日呈交作品。今年总共收到160份作品，其中

包括：平面广告设计47份，电视广告制作76
份，广播广告制作37份，同学们的参赛情况虽

比预期中的略少，但对所有参与者不啻为一大

尝试与鼓励。 

为了提升参赛者的作品素质，同时配合图

书馆6月份主题“阅读与设计”，商学会主办

了一场有关广告制作的讲座，由双威大学

（Sunway University College）讲师主讲，适

时启发了学生在广告设计的创意思维。 
比赛的评审工作由商科教研组全体老师和

美术教研组老师担任初审，然后将入围的优秀

作品交由双威大学讲师：黄俊豪与刘岳明老师

做最后的评审，从中发金、银、铜奖各一名，

优秀奖三名，以及最佳创意广告奖一名。 
所有入选的优秀参赛作品，于7月4日至13

日，陈列在

科技大楼创

新 楼（九

楼）的展示

厅供师生观

赏，同时开

放校园投选

活动，让师

生从入选参

赛作品中投

选最受欢迎

的平面、电

视和电台广

告。 
这次比

赛于8月9日
（星期二）

举行颁奖礼后圆满落幕。得奖名单如下： 

 荣获平面、电视和广播广告设计三种类别的最受欢迎奖的得奖同学与黄德胜老师（左四）合影。 

 

组别: 平面广告   
金奖：郭可薇（高三文商平） 
银奖：孙佳卉（高二文商义） 
铜奖：陈捷皓（高二文商义） 
最佳创意奖：郭可薇（高三文商平） 
最受欢迎奖：郭可薇（高三文商平） 

 
文转下页 

 平面广告金奖：郭可薇（高三文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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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获广告广播组别的得奖同学与颁奖嘉宾Allan Chan老师合影。 

组别: 广播广告   
金奖：陈湘琳、潘偲沄、李蕴微、颜璟珣、刘彥婷 

    （高一文商和） 
银奖：李宽政、佘绍翔、唐宁乐、林蔚琪、陈泓置 

    （高一文商平） 
铜奖：林雯珊、李嘉莹、叶晨颉、黄嘉贤、蔡晶莹 

    （高一文商平） 
安慰奖：-吴涁縯、林敬恒、林舒淇、黄宝璇、 

         尤可盈（高二文商平） 
        -黄靖芸、潘芷琪、薛  阳、冯胤轩 

        （高一文商礼） 
        -郑懿雯、温景文、林欣漶、张俊澈 

        （高一文商廉） 
最佳创意奖：林雯珊、李嘉莹、叶晨颉、黄嘉贤、 

            蔡晶莹（高一文商平） 
最受欢迎奖：魏新雅、郑家恩、叶勇威、曾诗恩、 

            蔡宏政（高二文商智） 

组别:电视广告   
金奖：叶骏凯、李加恩、蔡诗银、卢大杰 

      （高二文商和） 
银奖：黄家敏、王健峰、陈愉静、蔡嘉瑜、邱忠哲 

      （高二文商义） 
铜奖：林嘉璇、郭文豪、谢巧云、赖畍妤、苏霖惠 

      （高二文商和） 
安慰奖：-刘俊威、陈筱暄、李家豪、许珈恩、 

         叶思萱（高二文商义） 
        -韩伊贝、黄学谦、黄子千、丘杰胜、 

         洪诗琳（高二文商智） 
        -陈盈廷、唐香玲、叶静霜（高一文商礼） 
最佳创意奖：陈盈廷、唐香玲、叶静霜 

           （高一文商礼） 
最受欢迎奖：陈思颖、郑可颖、林欣韵、章俊鸿、 

            唐照伟（高一文商和） 

文转下页 

 荣获电视广告组别的同学与颁奖嘉宾黄俊豪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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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教学与实践展现创意 
刘兼阀老师 

两年一度的商业广告

设计比赛完美落幕，从先

前的拟简章、分配工作、

宣传、指导、监督直到缴

交作品，商科老师与参赛

同学都未曾停歇过。8月9
日（星期二）的颁奖典礼

验收了同学们的成果，外

界的专业评审也给予了得奖同学正向的鼓励与

启发。其中来自双威大学的黄俊豪老师提到：

过程中老师给予学生的指导与意见，有助于让

学生发挥创意、开发潜能。现代学生的潜能是

不可低估的，他们具有无限的可能，甚至可以

超越老师，因此中学时期对学生商业学习的栽

培、鼓励与扶持十分重要。 
广告设计，要在发挥创意之余带出该产品

与服务之特色，满足大众的欲望与需求。广告

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最常接触并做出消费选择的最佳平台。充斥着

市场的各种广告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关键

 

就在于身为精明消费者的我们如何做出判断与取

舍。本次活动让学生结合课堂所学，展开实践与

创意，十分具有意义。 

 

创新的学习方式 
洪菡霙（高二文商和） 

我很荣幸有机会成为筹

办2016年商业广告设计比赛

的一份子。从一开始筹办比

赛的招收作品、布置场地、

宣传投票到最后的颁奖典

礼，过程中我从各方各面都

学到了很多的课外经验。从

中我体会最深的是团队协作

能力，良好的团队协作是决定活动成败与否的最

大因素。 
广告是一种能够有效宣传产品的途径，从同

学们的参赛作品中，我发现大家的思维与创新能

力很好的结合产品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我期

待下一届赛会有新的突破，感谢校方提供我们展

现学习成果的机会，下一届我们再创高峰！ 

 

 颁奖嘉宾、商科老师与参赛同学一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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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邱仲微、郑声蔚、陈卿昇凭着《Carmen Overture》获得中学组三重奏亚军。 

口琴社供稿 

6月11日（星期六）我校口琴社代表郑声蔚（高一

理忠）、邱仲微（高二理忠）及陈卿昇（高一理义）

参加 Fresco 口琴团主办的2016年Fresco 口琴大赛，

荣获中学组三重奏亚军。这是口琴社继去年第三届首

尔口琴节获得少年组三重奏冠军后，今年第一次到校

外参赛得到的荣誉。是项赛事在加影的Fresco 音乐教

室举行，共有来自雪隆、怡保、新山等地的300余位的

口琴爱好者前来参与其盛。我校共派出6组重奏参加比

赛，其中3组为三重奏组合，另三组为四重奏组合。 
本届赛会精英汇集，选手来自全马各地的口琴高

手，水准甚高。我校代表所组成的组合“Hin  Hua 
Harmonica Trio 1”在中学组三重奏比赛中凭着著名古

典歌曲《Carmen Overture》脱颖而出，以85.1分的佳

绩荣膺亚军！ 
值得一提的是，我校口琴社派出的六组重奏皆在

此番赛事中获得75分以上的评鉴成

绩，派出的17名会员中，有其中9位
会员只学习口琴1年有余，可见会员

们学习进度颇让人赞许。当天，除

了与来自全马各地的口琴爱好者互

相切磋，会员们也把握难得的机会

与年初在本校举办的“一把火炬，

燃梦于心 ”第四届音乐交流营所认

识的新朋友相聚，希望借此机会交

流口琴技术、自我提升，日后再创

高峰！ 

 增进对口琴的热爱 
邱仲微（中学组三重奏亚军，高二理忠） 

此次比赛，我们所选择吹奏的曲目

不是热门的歌曲，曲风跌宕、要顺气吹

好也较耗力；兼之对手极其强劲，因此

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赛前我们展开练

习与频繁的集训，过程是如此的快乐，

也让会员彼此增进了感情。从兴华中学

出发到加影Fresco音乐课室，短短一个

小时的车程，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开

不完的笑话；与外校友人相聚也无比快

乐，最后夺得亚军，我们与有荣焉。这

一路的经历，增进我对口琴的热爱，感

谢口琴社的存在，如同小小的家庭带给

我满满的温暖。 

 

 比赛结束后，我校口琴社会员与八打灵公教中学的口琴学会会员一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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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凯铷（高一理忠）报道 

7月31日（星期日），我校郭永康、张汉

华、刘凯铷、郑声蔚及王景涛参加由马来西

亚陈嘉庚基金和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办；马

来亚二战历史研究会与林连玉基金协办的第

三届中学生陈嘉庚常识比赛决赛荣获殿军。

是项赛事共吸引全国39队来自独中、国中及

国民型中学的队伍参与。 

较早前，十位学生代表在梁耀文老师带

领下前往吉隆坡坤城中学参加初赛。本校的

两支代表队伍在初赛成绩标青，成功闯进全

国十六强，其中郑声蔚（高一理忠）及郭永

康（高一理仁）更荣获初赛成绩优异奖。两

支代表队亦于7月30日至7月31日前往吉隆坡

晶冠酒店（Crystal Crown Hotel）参与晋级赛。 
是项比赛旨在纪念陈嘉庚先生与弘扬嘉

庚精神，同时提升中学生对陈嘉庚事迹与太

平洋战争的认知。70%的考题主要按其指定

的必读书籍弹性提问，三册指定读物为：

《陈嘉庚生平事迹手册》、《马来亚日剧时

期——三年零八个月》以及《太平洋史料手

册》。而其余的题目主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相关知识，以激励参赛者主动了解手册以

外的资料，多涉猎课外知识。 
我校成功晋级十六强的代表学生有： 

文转下页 

 荣获殿军殊荣的同学分别是（左一起）郭永康、张汉华、刘凯铷、郑声蔚、王景涛。  

兴华中学第一队：刘凯铷（高一理忠）、张汉华

（高一理仁）、王景涛（高一理信）、郭永康

（高一理仁）、郑声蔚（高一理忠） 
兴华中学第二队：苏俊涛（初三孝）、林彦恺

（初三孝）、颜学恩（初三孝）、林如心（初三

孝）、孙小卉（初三孝） 
此外，晶冠酒店也于当天在前厅举办“嘉庚

毅行·光前裕后：陈嘉庚与李光前生平事迹巡回

展”，学生们在领队老师带领下参观展览，增广

见闻。 
7月30日（星期六）半决赛当天，我校两支队

伍势如破竹，双双击败对手闯进8强。因缘巧妙，

两支队伍于四强晋级赛相会，于7月31（星期日）

日上演“双兴大战”，互相厮杀。经过一番龙争

虎斗，最后由兴华中学第一队胜出，顺利闯进决

 晋级全国十六强的我校两支队伍。后排左一为梁耀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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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成功闯进决赛的队伍

还有：吉隆坡中华独立中

学第一队、坤城中学第一

队以及巴生光华独立中

学。 
大决赛队伍实力旗鼓

相当，在经历一番激烈的

竞争后，由吉隆坡中华独

立中学夺下冠军；亚军及

季军分别为巴生光华独立

中学及吉隆坡坤成中学；

我校则荣获殿军。 
为配合此项赛事，主

办单位也举行了“碑情故

事”导览与分享活动，带

领来自全国各地的16强队

伍走出课室，参访被人们

逐渐淡忘的吉隆坡二战历

史遗迹，其中包括位于吉

隆坡广东义山的雪兰莪华

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

碑、吉隆坡福建义山的纪

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惨死

坟、吉隆坡日本人墓园、

基督教坟场的共和联邦战

争公墓与杜南先生之墓以

及国家英雄纪念公园。 
日本侵略马来亚的三

年零八个月，各族人民深

受苦难残害，战争所带来

的痛苦，是人类珍惜及维

护和平的反面教材。抗日

殉难纪念碑的设立，是为

了缅怀保家卫国的英烈及

无辜牺牲的百姓，更是为

了牵引人们的记忆与崇敬之情。参访这些重要

的历史遗迹，提供学生第一现场的户外学习机

会，让大家深深体会课本以外的历史故事。 
导览活动结束后，16支队伍必须各派出代

表选择其中一个参访地点作主题分享。我校第

一队代表郑声蔚选择分享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

难纪念碑的参访心得，分析机工在战后不被重

视及没有获得妥善安顿，并提出可行建议。声

蔚更在分享结束前以其拿手的口琴为被历史遗

忘的南桥机工吹奏一曲以示哀悼，引起共鸣。

 

 导览广东义山杜南先生之墓。 

我校第二队代表分享的主题则为国家英雄纪念

公园内的纪念碑，表扬殉难的爱国者为国牺牲

的伟大情操。分享活动结束后，郑声蔚同学动

人的演说及极具创意的呈现获得评审肯定，获

颁优秀奖作为奖励，为校争光。 
2016年陈嘉庚中学生常识比赛，我校共夺

得殿军及分享活动优秀奖，表现可嘉。期盼本

校代表再接再厉，努力在下一届比赛争取更高

的荣誉！ 

 参拜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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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拼搏的印记 
刘凯铷（高一理忠） 

继去年止步16强后，我们便立志今年必定要闯

进决赛。身为队长，我更感责任重大，必须督促队员

以达致所定下的目标。所幸队员们都很积极、认真备

赛，虽然他们偶尔会失去信心，怀疑目标是否定得太

高，但庆幸的是大家都未曾想过放弃，尽全力为团

队、为学校争取荣誉。 
通过比赛，我不仅学到了陈嘉庚的精神和冷门的

二战知识，还激发了谈古论今的能力，我与队员们时

常借鉴所读到的资料来进行反思及讨论实时动态，或

推敲历史脉络转变的后果。我认为，只有当我们活学

历史、运用历史，并获得思维与精神的升华时，学习

历史的意义才能体现出来。 
此外，我想感谢我的队员们，同时对于我的中途

离开向他们说声抱歉:没能陪他们走入决赛现场、为

他们加油打气，实在遗憾。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团

队合作的潜力，体会到了朋友并肩作战的意义。我们

之中，没有谁比较强、谁比较弱，而是缺一不可。这

个奖，是大家一起拼搏的印记！ 

 

激发思考能力 
郑声蔚（高一理忠） 

这是我第二年参赛，去年我队在初赛时得到亮眼

的成绩，原本信心满满，没想到却止步16强。今

年，我们发誓绝对要血洗耻辱，冲进决赛。 
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在课外活动处会议室中进行讨

论，陈嘉庚常识比赛的范围非常广泛，面对高一理科

繁忙的课业，要同时兼顾比赛，真的非常辛苦。如今

回想那段日子，心中却是甜滋滋的:大家为共同的目

标冲刺努力，十分美好！ 
过程中，我们为场上的队友加油打气、甚至比场

上的队员紧张，赛后共进晚餐时仍聊着许多话题。这

一幕幕，深深地烙印在脑海中。从16强进入8强，再

杀入决赛，看似简单，却是我们一步步拼博回来的。

终日用笔记型电脑做笔记，课外活动处会议室的白板

上写满一个又一个比赛的重点，每天放学后就窝在课

外活动处，直到催促锁门了才离开。 
读历史、阅览各个不同的历史事件，是为了学习

善人之善，取人不足之处警戒自己。这次的比赛中，

我再度看到每一个历史事件存在的意义与影响，进而

激发思考能力。除此，我们也参加历史导览活动，参

观了不少历史遗迹，其中让我感慨最深的是位于吉隆

文接上页 

坡广东义山的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

碑，整个南洋华侨抗战的事迹是多么的惊

心动魂，我阅览了这么多中国抗战史书，

却完全没有提到他们。参加导览后，我才

知道此事，而陈嘉庚先生正是此活动的主

导者，可见他爱国与坚毅勇敢的精神是值

得我们尊敬的。 
虽然我们只得到了殿军，但我感到服

气，因为对手的确很强。明年，我相信我

们一定会更好！ 
 

课外知识带来启发 
张汉华（高一理仁） 

透过比赛，我深刻地了解到陈嘉庚的

伟大事迹，这是我们平时无法在上课时吸

取的知识，课本内容对此只是简介而已。

在备赛的过程，我们接触到很多课外知

识，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例如：为什么

日本会发动太平洋战争？陈嘉庚的企业为

何会收盘等。 
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导览活

动，我们也去看不同民族的坟墓，这不是

常有的机会，日常生活中我们鲜有机会接

触这些课外知识。同时，比赛中与其他学

校的选手们同场竞技，实在是一种享受；

也很荣幸能跟兴华二队的学弟妹交手，这

是一场难忘的回忆。 

 参访国家英雄纪念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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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颂晴（高二理忠）报道 

8月13至14日，116位高二生在负责老师们和

已毕业学长姐的带领下展开了马六甲文化探索之

旅。此活动是华文科教研组在教务处鼎力支持下所

主办的，也是自2013年以来第4次的户外教学。领

队老师有翁柳洁老师、庄晓毓老师、林卿卿老师、

萧煜修老师、王骏佾老师、朱键鸿老师、刘久进老

师和邱谊东老师，指导老师则为对马六甲文化非常

熟悉的王书强老师和张茹娇老师。此次户外教学主

题为“玩转学习”，主要以导览马六甲的方式为高

二生叙述马六甲多元民族文化的色彩，其中有玩游

戏、拍照、创作等模式，让学生们可以在体验与探

 师生在马六甲华人抗日殉难义士纪念碑合影留念。  

文转下页 

 王书强老师介绍“玩转老街” 单元注意事项。   同学们发挥团队合作精神，完成学习单上的任务。  

索中汲取知识，从中思考并将所得内化于

心。 
当天早上5时30分，我们在学校集合随

后出发，大约上午8时30分，抵步后，待王

书强老师为此行做了简单的介绍与交待后，

同学们手握学习单，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始

“玩转老街”。大家要完成的任务是，游走

马六甲的文化古街，即鸡场街、和谐街和荷

兰街，从中探索以找到学习单上要的答案。

只见师生顶着大太阳走在老街上，认真地完

成被发派的任务。同学们发挥团队合作与不

屈不挠的精神，势必要完成学习单上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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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中发掘历史知识 

邱谊东老师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由学校老师主办的文化

之旅，我觉得很有趣。

马六甲，是我国历史的

源头，在那里除了可以

看到殖民国家的痕迹，

它也蕴含许多峇峇娘惹

的传统文化。在过程中最有趣的地方是学生

可以一边学习一边玩闯关游戏，我认为这种

方式可以让学生可以很快地吸收知识。除此

之外，我们还去三宝山。三宝山为华人义

山，那里有着华人最早的墓地，可以辨识的

最早墓碑为1622年建立的，明朝与清朝的

墓碑也在其中。马六甲政府过去曾经打算把

三宝山夷为平地，附近的居民都纷纷起来抗

议，他们认为那座义山是华人祖先从中国越

洋而来的痕迹，幸好最后还是保留了下来。

类似的户外教学活动可以认识到很多课本学

不到的历史知识，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参与。 

务：找出指定的建筑或图文、填写相

关答案或针对题目要求进行拍摄。游

戏的过程中，同学们也不忘或记录或

摄影，捕捉“漫游古城”的履痕。 
午饭后，一行人抵达饭店梳洗和

休息后，师生就进行第二场活动——

参观峇峇娘惹博物馆。古色古香的房

子里，摆设了许多峇峇娘惹家族遗留

下来的物品和家具，其中蕴含了马来

人、华人和荷兰人的风格，十分壮

观。透过讲解员悉心的讲解，同学们

也在峇峇娘惹的建筑、服饰和生活习

性上看出马来人和华人两种不同文化

的融合。透过实地考察，高二华文课

本上的知识仿佛活了过来、历历在目，若不是亲

眼看见，我们阅读课文的时候，还真的只能凭空

想象呢！最后是在鸡场街自由活动时间，大家欢

乐结束第一天的行程。 

第二天早晨7时，同学们依照原定计划前往

参观三宝山、三宝庙和三宝井。主讲的负责老师

绘声绘影地讲解了此地的历史背景，让我们对三

宝山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老师们从取名的原由、

发展背景到今日的演化，一一让“课本知识”呈

现在我们眼前。户外教学的最后一站设在英雄广

场，同学们坐在草地上享用美味的午餐，是一次

愉快的野餐经验！填饱肚子后，同学们就开始找

寻地点进行文章创作，大家分好组进行讨论，务

必要把这两天一夜的文化之旅化为文字。 
走出课本，来到户外是一次很棒的体验，同

学们得以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和亲眼见证的实物

相结合，通过游戏和学习的方式，将所学所得加

以提炼，转化为自身的知识与内涵。我相信，经

文接上页 

 

  在荷兰街最宏伟的徐氏宗祠前合影。  

 参观三宝山、三宝庙和三宝井。 

过这次的户外教学，同学们将会牢记，高二

这一年，我们“课本知识与户外学习”的玩

转学习体验！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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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载知识和回忆 
黄楷心（高二文商平） 

参加了这场户外教学

后，增进我对马六甲的了

解。第一天，老师开始委派

任务，学习单里的题目我都

看不懂，只能积极地边逛老

街寻找答案。由于任务设在

不同的地点，一整天下来，

我们跑遍了整个马六甲老

街。但不得不说，很好玩，而且让我们增长了不

少知识。我们也因为这个游戏去了不少景点，仔

细观察以前很少注意的小细节，其中包括观音

亭、三宝井、圣保罗教堂等等。  
马六甲是一个具有文化历史，有着浓浓的古

早味以及富有人情味的地方。这里除了华人的文

化，还融入了马来人、印度人、早前西方人留下

的各种文化。各种不同的文化相结合，不但没有

冲突，反而十分丰富。参观峇峇与娘惹博物馆给

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当我走进那所房子，我可

以感觉到他们当时的富有以及文化素养。行程结

束后，望着那两间房子，我深感庆幸它被保留下

来了，里面夹杂的许多珍贵回忆与遗物，是我们

后代人得以了解他们的最佳途径。 

 

 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 

我也没想过我会在马六甲骑自行车，那种

集合玩乐、学习、探索和享受的心情，是前所

未有的。夜晚来临，鸡场街的美食无所不在，

看得我们眼花缭乱。贪心的我们真想每一样食

物都点来吃，只可惜自己有个不争气的胃，无

法塞下没那么多的食物。 
透过这次的马六甲文化之旅，我和朋友之

间的感情越来越好了，也和老师们有更好的交

流。我也很感谢老师们和学长学姐的带领和指

导，使我们很快掌握马六甲的历史，认识了与

以往有别的马六甲。这趟行程满载了“知识”

和“回忆”，“趴趴走”的马六甲行经已结

束，但那些美好的收获会一辈子留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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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思达教学法，是一套针对学生学习所设计的教学法，训练学生自
学、阅读、思考、讨论、分析、归纳、表达等能力。透过制作全新以问题
为导向的讲义，让学生在“既合作又竞争”的新模式下学习。老师转换成
主持人、引导者，将学习权及讲台还给学生。  

 赠送纪念品予张辉诚老师（左五）并合影留念。左一起为邱咏芳老师、陈虹君老师、翁柳洁老师及许梅韵副校长。 

    右一为朱键鸿老师、林卿卿老师及刘兼阀老师。    

 学习金字塔是指不同的学习方式在学习结束两周以后学习 

    的内容的留存率。（图片摘自网上） 

文转下页 

林卿卿老师报道 

8月6日和7日（上午8时30分至下午4时
30分），副校长兼教务主任许梅韵老师带领

一行人：朱键鸿老师、刘兼阀老师、邱咏芳

老师、翁柳洁老师、陈虹君老师和林卿卿老

师到吉隆坡坤成小学二校参加由坤成中学主

办、为期两天的“学思达翻转教室工作

坊”，主讲人是来自台湾中山女高的张辉诚

老师。这两天的工作坊，给大家很大的正能

量，提醒我们在教学路上要不断地寻求突

破。 

首先，张辉诚老师以“学习金字塔”向

大家揭示：多元化的学习方式才能达至最佳

教育成效，若学生只是纯粹听老师讲课，学

习成效并不理想。在“学习金字塔”塔尖，

第一种学习方式——“听讲”，即老师在台

上说，学生在台下听，是我们最熟悉的学习

方式，其学习成效却是最低的，学习两周以

后能保留的内容仅剩5%。第二种，通过

“阅读”方式展开学习，可以保留10%的记

忆。第三种，用“声音、图片”的方式学习，其成

效可达20%。第四种，是“示范”，采用这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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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师准备讲义。把要问的问题都写在

讲义上，学生可以开始看问题，根据问题的

引导进入自学状态。基于阅读的速度快过讲

话和抄写的速度，如果我们理解一个学生的

最佳专注时限只有20分钟，那每一个自学的

材料都设定不超过20分钟。如果学生一开始

连自学的能力都没有，那就每给他看完一分

钟的材料，就设计一个问题，让他慢慢训练

自己的能力。 

2.让学生进入自学状态。老师设计一道

又一道的问答题，让学生开始思考问题，然

后找答案。老师在一般教学现场，其实主要

教的是表现中等的学生，很难同时兼顾程度

低下的学生，甚至可能责怪他们懒惰、被

动。其实这些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痛苦，

他们可能看不懂、听不明。学思达把程度

上、中、下（A、B、C）的学生绑在一起，当

你抽到C同学，他不会没关系，因为A同学和B

同学也会没分数，因此A同学和B同学会卯足

劲来教C同学。当A同学教B同学的时候，A同

学的学习状态会高达百分之九十。此时，学

生会进入合作式的学习模式。 

填鸭式教育则不然，太注重个人排名会

让聪明的小孩陷入极度自私状态：“我不能

帮助其他同学，以免地位被威胁。”当学生

无法组成一个学习团队，不互相帮忙，那越

聪明的同学就会越自私，不懂得分享知识给

别人。学生在自学的时候，全班都是安静

的。为什么？一是因为他们害怕待会老师提

问时没办法回答问题。二、学生在思考问题

的时候，需要看着问题找答案，他们会进入

不停翻书及深入思考的状态。 

3.思考完问题后，进入讨论。若学生没

有受过训练，他们连讨论都会遇到问题。讨

论的时候有一个特征：组和组之间有竞争的

关系，可以适当的刺激学生自学和思考的欲

望。当学生在聊知识的时候，虽然全班都在

讨论，但声音很小，因为四个人一组，讨论

时一个人在讲，其他三个人在听。听他们现

场的声音，就可以判断他们的学习状态，讨

论一段时间后，声量会越来越大，这时候，

讨论就结束了。当学生进入聊天状态，老师

文转下页 

方式，学生可以记住30%的内容。第五种，“小

组讨论”，学生可以记住50%的内容。第六种，

“做中学”或“实际演练”，学习成效仍保有

75%。最后一种在金字塔基座位置的学习方式，

是“教别人”或者“马上应用”，学生可以记住

90%的学习内容。爱德加·戴尔提出，学习效果

在30%以下的几种传统方式，都是个人学习或被

动学习；而学习效果达50%以上的，都是团队学

习、主动学习和参与式学习。 

为什么想要改变填鸭式教育？ 

张老师表示，其实一个人的阅读速度比讲话

快，若学生被迫跟着老师的速度来阅读，高速度

的学习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如果上课的方式是要

学生打开课本，老师讲到哪里他就看到哪里，势

必阻碍学生的阅读速度。当老师上课，学生只能

听，他们就会丧失高速度的学习能力；若老师开

始写板书，要学生抄笔记，更会导致最慢速的学

习模式，学习的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被浪费掉

了。张老师强调：“如果老师持续填鸭的教学模

式，就只会训练出学生的忍耐力、专注度、听力

和抄笔记的能力，其他的分析力、表达力、创造

力，都会被扼杀。” 

接着，张老师跟我们分享学思达老师的备课

方式： 

首先，制作讲义，把课程内容整合成文字，

学生看不懂的部分，老师要自行补充资料。把课

堂内容都变成文字，学生的阅读速度相对提高，

原需讲三个小时的内容，学生可能一个小时就自

行阅毕了。提供完整的讲义，学生就有重复学习

的机会。反观传统的上课方式，一旦学生没听到

或者没抄到笔记，就没有自学的机会。 

学思达教学法鼓励老师提供完整的讲义，学

生不需要抄笔记，学习的状态就会大翻转。学生

开始主动学习，老师准备提问，在找答案的过程

引导学生进入自学的模式。之后，老师可以抽签

让学生来回答问题。换个方式说，让学生先讲，

老师再作补充；通过问题的引导，让学生进入深

层的学习，变成主动阅读、从被迫的状态转成主

动学习的状态，在老师设计的一道又一道提问

中，开始寻求解答，开始动手。 

相较于填鸭式教育的“老师讲学生抄”，学

思达的引导过程鼓励学生自己找答案，学习的驱

动力都被带出来了。这是一个学习样貌的大改

变，从慢速的学习状态变成高速，加上老师设计

好的提问，让低阶的学习目标进入高阶目标，这

时候学生就会进入聊知识的迷人状态。 



2016年 8月号     HIN HUA MONTHLY  
          

35 

 

文接上页 

 我们教给学生的知识，学生真的懂了

吗？就算懂了，他真的能应用吗？

“懂”和“运用”的距离非常遥远，

可是我们不在乎，我们只在乎标准答案。  

文转下页 

就要切换学习模式，让学生进行表达。 

4.让学生上台表达，老师事后补充。当一

个人讲话，全班都要安静，班上有动— 静 — 

动 — 静的切换模式。幼儿期和青春期的小孩，

其特征是活泼好动，传统课堂上要求他们要安

静、不准乱动；可学思达的现场，学生进入自主

动眼阅读、动手找答案、转身讨论、动嘴巴上台

表达。最重要的是，终于有机会让学生动脑思

考。 

传统教学中，学生较少动脑思考，因为老师

一直对学生填塞知识，他们顶多只是听懂，却没

有思考。思考有两个前提：一、要有时间。二、

要有机会。老师要给学生时间和机会，引导他进

行思考。学思达可以让学生从最低阶到最高阶，

反复学习一个知识五遍：自学、思考找答案、讨

论、上台讲答案、老师补充。同一个知识点，学

生可以自学的速度很快。 

一开始实施学思达教学法，师生需要时间适

应，关键在于老师要自觉培养并发现，学生的自

学是高速的，阅读的速度比老师讲话的速度快。

老师一直讲话，就会耽误学生的学习，一个一直

讲话的“明星老师”，对学生的杀伤力更大，因

为他以后只会依赖老师。当老师不训练学生自

学，离开学校后，学习就不会发生。当老师不告

诉学生答案，他就会自主找答案。因此，学思达

课堂会不断训练学生各式各样的能力:自学、思

考，甚至是上台表达的能力。 

5.传统的老师只具备备课能力、口才和丰

富的学养。学思达的老师，除了口才和学养

外，还需具备设计讲义、问答和主持的能力。

老师要花大量的时间备课、准备讲义，要有强

大的引导能力，引领学生思考和分析。此外，

老师也需具备强大的班级经营能力。 

张老师说：“现今教育的评量太强调记

忆，考试完全不能看书。为什么？因为我们强

调公平，我们只帮助记忆力好的学生。当然，

这问题并非一蹴可就，有待时间来解决，但学

思达能解决短期的困难。第二，我们太注重选

择题，选择题虽方便，可对学生的杀伤力很

大——太注重单一的标准答案。当答案就在题

目底下，学生就不会深入思考，因为他不用自

己找答案。所有的选择题上面永远有答案，导

致学生只会勾答案，而不会讨论知识。选择题

里的选项，限制学生汲取知识。换句话说，我

们老师是一个“背对时代”的人，可是我们的

小孩要面向未知的未来。倘若我们不保有他们

的创造力、不保有他们面向未来的能力，而是

从既定的思维框定他们，学生将永远处在一个

已知的知识里，而无法创新与创造，因此经常

处在最低阶的学习模式。” 

 张辉诚老师现场示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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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转下页 

张老师接着论述:“学生很会做考试题目，

是记忆力很好；老师讲的他都懂，那是理解力很

好，可大学不是这么一回事，社会也不是这么一

回事。当家长搞不清楚状况，就会过分注重学生

的成绩——成绩不好不代表没有未来。我们一直

在强调成绩好，就同时给成绩差的学生一种错误

的观念：你很糟糕。其实他一点都不糟糕，只是

记忆力和理解力不那么好而已。对于这些孩子其

他方面的能力，我们基本上不在乎。我们为了分

数，牺牲掉下一代小孩其他的能力。我认为，学

生成绩好是副产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拿到好

成绩，但是我可以让学生带着其他的能力和自

信，骄傲地离开校园。分数只是一个相对的概

念，但我们都不在乎这些，我们只在乎升学率、

孩子会考上哪一所大学?我们没有告诉他:‘你有

无限的潜能，你要赶快训练好这些能力。’我们

不该只看到成绩好的学生。教育，应该是发现学

生有什么能力，若没有，我们来帮助他，他可以

带着满满的能力，骄傲地离开学校。” 

制作讲义，让学生进入应用、分析、评鉴，

甚至再创造的学习状态 

制作讲义的基础原理，在于提供补充资料以

促成自学，同时以问答题取代选择题。因为问答

题才能够诱发小孩天生的好奇心，刺激学生开始

思考。然而，封闭型的问答题其实就是选择题

的变型，难度比选择题高，因为没有选项可以

选，但对学生的思考要求不太明显。开放型、

没有标准答案的问答题，可以导出学生许多的

创造力和无穷的想象表现。如果根据“布鲁姆

认知目标”检视，我们教了学生记忆力和理解

力，那我们教会了他们应用吗？老师应该用自

己的专业，把知识跟生活结合起来，让学生进

入应用、分析、评鉴，甚至再创造的境界。 

进入学思达教学模式后，老师将启动自

学，准备好自身能力以便有力地引导学生自

学；要设计问答题让学生思考，老师自己也需

要思考；要让学生表达，老师自己也要表达。

老师上课要说的话，都要变成文字——老师用

文字表达，学生用言语表达。老师要把专业的

知识直接给学生，让学生进入分析、评鉴和再创

造。做的讲义要视乎学生的程度，要适性适才。 

文接上页 

 学思达的老师聚在一起都在聊教学，

一直不停地聊，聊到双眼发亮。传统

的教学实境中，老师之间较不聊教学

的深层问题，学生之间也不会自动聊知识。 

 老师们当起学生，实际感受学思达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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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转变之快远远超越我们，张老师直言不

讳：“我认为，教学生涯进入第十年是堕落期的

开始，一个不再努力持续提升自己的老师，一不

小心就会开始倦怠、堕落，因为他开始想着退

休。踏入学思达教学场域的老师感受就不一样，

转变教学的时候，老师会进入强大的自学状态，

因为他们会发现，学生阅读的速度比老师讲话快

三倍。以前的老师是理解型的状态，课本怎么写

就照本宣科。老师没有创造力，也不懂何谓高阶

的认知目标。开始学思达的模式，老师要以课本

为材料，补充资料、制作讲义，学生的阅读速度

越来越快，老师就要补充更多的资料。当设计问

答题来问学生，老师会从一个理解型的老师变成

一个创造型老师，而且不断地进步，教到退休的

那一天，学习都不会停止。如果只是纯粹的填鸭

教育，老师练的就只是口才。” 

张老师语重心长地强调:“学思达遇到的最

大困难，就是老师的观念，因此需要松动老师的

观念。观念改变后，会发现学思达比填鸭难太多

了。老师能力要非常强大，因此要赶快增能。而

且，不是你“翻”了之后学生就会热爱学习，没

有这么顺利。此外，家长也要理解，和校方一起

努力，支持老师们的改变。” 

因应学思达教学，讲义是最重要的教具，

无法生产讲义，教学模式就会打回原形。学生

一开始不会自学，老师要教；学生原来不会画

重点，老师要教；上台不会表达，讲义的设计

就要铺设能让学生上台后可以表达的条件。没

有训练，就不会发现问题。此外，张老师也提

出进度赶不完的议题。“但是，什么是进度？

是赶完设计好的教学进度？其实，学生学会才

是进度。”只能赶进度的老师，赔上的是自己

的专业。填鸭教育是短期效应，长期伤害；学

思达短期看不到效益，但它是一场马拉松，它

会让学生的学习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大。老师可

以尝试把最难的部分先教完，其他简单、可以

自学的就发讲义，强化学生不同的能力。这样

一来，既可以符合考试的要求，学生能力又得

以提升。 

最后，张老师说：“学思达最大的特征，

是开放教室。你会发现真正高品质的学习环境

是非常温暖的。现今部分学校不但背对时代，

还违背时代的潮流，而且是个封闭系统。我们

的教室是封闭的，最后只产生出成绩。今后，

尝试把学习主动权还给学生，把教室的门打

开，让世界走进来，我们开始面向未来。” 

文接上页 

 这两天的工作坊内容丰富，张老师的一言一语，让我们时刻低头思考，时而反省自

我，时而捧腹大笑。除了一开始两小时的讲解外，大会还安排了张老师现场教学示

范、马来西亚学思达种子老师的分享会、交流环节等精彩的内容。请恕我无法一一

为大家详述，此报道乃一小小的“抛砖引玉”，对学思达感兴趣的老师，可以到图书馆或教务

处借阅相关书籍，也可上网参考相关影片与资料。期许您我，可以在教学路上翻转思维、翻转

教学设计的原理，将课堂的温暖度、生命力经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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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卿卿老师报道 

商科教研组在教务主任兼商科

科组长许梅韵副校长的带领下，于

8月20日（星期六）上午8时至下

午1时30分在雪兰莪数位创意中心

（SDCC）举办了一场“雪隆森独

中商科教学交流会”。此场交流会

共有雪隆森7所独中的商科老师及

董总学科秘书，总共30几位老师与

会,交流会的司仪为黄德胜老师。

第一场的主讲嘉宾是SITEC电子商

务课程经理吴文彬先生，他也是

Mystartr执行长，讲题为:“从电子

商务至IoT”。   雪隆森独中商科教学交流会，主讲嘉宾与参与的老师们合影。 

    前排左一起为Mr. Loew Wee John、许梅韵副校长、吴文彬。 

SITEC：辅佐和推动马来西亚电子商务的发展 

吴先生表示，SITEC于2015年6月29日正式

启用，幕后推手是雪州议会议长邓章钦，他也是

雪州政府ESCo member商业负责人，欲积极推

广电子商务，因此成立了SITEC，以辅佐和推动

马来西亚电子商务的发展。现今网路商业发展有

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其一是电子商务，另一个

则是新创(startup)。新创针对一群想创业的年轻

人而成立:纵观全球创业的门槛虽低，失败率却

很高，四十及五十后的大人们决定要好好辅佐年

轻 人，因 此 网 路 商 业 系 统——育 成 中 心

（Incubation Center）的成立，就这样发展起

来。中心除了有具体场地以外，例如：为创客提

供创作空间，让他们尽情挥洒新奇好玩的创意，

还推广大量的课程与交流会。电子商务想要持续

发展，就得和传统产业做互动，SITEC成了互动

点。 

“在马来西亚，电子商务这一块并没有太多

的机会让业界的朋友做交流，于是我们推动了这

个模式。我们发现传统产业和电子商务业者之间

的交流非常少，传统产业恐惧进入电子商务，担

心技术层面很难，因此我们一个月至少会开办两

次课程以吸引传统产业的业界人士。每一年我们

辅导一百家传统产业，除了告诉他们如何架设

网页，也提供apps给他们。” 

电子商务概论 

2010年后，电脑的发展突飞猛进，谈电子

商务就不能不谈网络的历史和发展，吴先生与

我们详谈电脑的发展到网路的变化。网路和科

技的发展带动了电子商务领域的崛起，也发展

出各种电子商务模式，如： 1984年，网景

（Netscape）是全球第一家网路上市公司；

1995年，亚马逊（Amazon）开创了全球电子

商务历史性的一页。随着网路蓬勃发展，全球

上网人数骤增，大马也不例外，将近百分之七

十大马人有上网习惯。现今智能电话的盛行也

影响着大家的上网习惯，诞生于2007年的

iPhone，就改变了整个智能手机市场。  

马来西亚的电子商务简史 

吴先生跟我们介绍了马来西亚电子商务简

史，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 

1998 年： Lelong 成立； 2001 年，亚航

（Everyone can fly）推出网络购票服务，间接

带动了网上付费的习惯； 2011年，疯团购

（Groupon）进一步带动我国电子商务发展；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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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日本乐天（Rakuten）进军大马。紧

接着，Rocket  Internet  投资成立 Zalora 和 

Lazada，这两家电子商务投入大量资金，每年

注资1千万美金做网路行销广告。从2012年伊

始，电 子 商 务 蓬 勃 发 展，截 至 2015 年，

logon.my、11 street等已相续进军我国。 

吴先生也跟我们介绍目前市面上的电子商

务平台，如：Amazon、Zyllem、Carousell、
Moo  commerce、Shopee、Happy  fresh 等

等。根据资料显示，不难发现2001年至2011
年，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出现了十年的空窗

期。为什么会有这十年空窗期呢？他说：“我

和业界的朋友普遍认为那是一个‘舒适期’。

电子商务的发展本来就难以预测，它的成立旨

在解决买家的购物便利、改变人类的购物行

为。卖家必须先思考上网买东西的买家可能会

面对的所有问题，要清楚每一个买家的购物行

为，这类数据的搜索很困难，需要投入大量的

资金。再者，2001年是个‘.com泡沫化’的年

代，极度缺少资源，大家要靠有限的资源改变

人类的消费模式是不太可能的。回看那艰难的

十 年，大 家 选 择 都 呆 在 舒 适 圈（comfort 
zone）里。不过，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不太

一样，反观那时候台湾、美国都在蓬勃发展，

我国则正经历空窗期。” 

电子商务基本架构、电子商务模式 

吴先生紧接着为我们分析电子商务的基本

架构：一、平台、官网、其他；二、金流；

三、物流；四、客户管理（CRM）；五、资料

分析。他说，以整个电子商务的基本架构来

看，前三项是主轴。第一主轴为“资讯流”，

你在网上提供了什么影片、照片和文字来销售

文接上页 你的产品?如何宣传你的货物?靠的就是平台和官

网。买家选择了货品后，就需要付款，也就是金

流。付了钱之后送货的问题，就是物流。当这三

件事情都做到一定的水准后，就要开始做客户管

理和资料分析。此外，电子商务有目前最流行的

四种模式，一是 C2C（consumer  to  consum-
er），又简称ebay模式。二是B2B（ Business to 
business），最 有 名 的 代 表 是 Alibaba。三 为

B2B2C （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onsumer），

简称开店模式。最后则是O2O （online to  of-
fline），Groupon就是当中非常有潜质的平台。 

“碎片式”时代 

吴先生表示，我们都活在“碎片式的年

代”，垂直的网络年代开始改变你我的生活模

式，让我们的思维变得单一、没有水平线的发

展。我们习惯便捷的网路世界，“点”进去一个

页面读一则新闻，快速扫描后退出来，再“点”

进去读另一则讯息，阅读变得快速且表面，不像

过往可以沉淀下来认真翻阅一份报纸。这个现象

在青少年群中尤其普遍，因此我们要学会将零碎

的片段整合，把散乱的思维统合起来。 

最后，吴先生还跟现场的商科老师们分享了

网路行销的方法与网路金融的平台。他表示，现

今很多人的概念改变了，不想当传统的上班族，

因此年轻人开始创业。创业本应具有“nothing to 
lose”的勇气，要勇于改变和创新，很多的想法

和创意都是原来传统商家和金融业所不做的，所

以产生了电子商务和网路金融。此外，全球也提

倡共享经济概念，如优步（Uber），空中食宿

（Airbnb）的诞生，接下来的日子，资源共享的

行销模式会越来越多，经济共享的发展也将越发

蓬勃。 

 教务主任兼商科科组长许梅韵副校长（右）颁发纪念 

    品给主讲人吴文彬先生。 

 教务主任兼商科科组长许梅韵副校长颁发纪念品 

    给主讲人Mr. Leow Wee J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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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Mr Leow Wee Jonn（CEO of 
photobook  Worldwide）以 英 语 娓 娓 道 来

Photobook的创业历程。Wee Jonn表示，新时

代的人们善用手机的便利，生活里离不开拍照，

用照片记录生活的感动，如：结婚、生孩子、家

庭和度假时光。Photobook就在这样的时代现象

中，去定义：“在人们的生活记录过程，提供把

这些美好时光打印出来，制作成一本书的工具与

软件，就是Photobook的存在概念。”除此，

Photobook也提供将生活照打印在物品，如：杯

子、日历等的服务。 

Photobook Worldwide的足迹遍布很多国

家：东南亚、加拿大、美国、澳洲、纽西兰、欧

洲等，是其中一家最国际化和最多人知晓的相片

公司。   

Wee Jonn 认为，通过“口耳相传”( Word 
of  Mouth）是Photobook最有利的宣传管道：

“我们的产品不是用来收藏的，一般人制作和购

买以后会选择和亲朋好友分享，将个人化设计的

成就和喜悦分享给更多人知道，间接推荐给下一

个用户。” 

Wee Jonn也表示，该公司是一家高生产力

的公司，有东南亚最先进的设备。生产过程很严

谨，要做到完善的品管步骤。 

“我们生产私人产品，若当中程序出错，会

牵涉隐私权的问题。”他举例，“若你在网上买

了一双球鞋，寄错了给别的买家，可退货或重新

再寄；但若把个人的相簿印错或寄给别的客户，

那可能会牵涉隐私、版权的问题而惹上官司。” 

严谨的工作团队带领Photobook发展至今已

经生产了超过2千万种照片产品，相信产量会持

续增加。因为在亚洲文化中，不论老少，总有一

群人习惯了吃饭前先拍照、也爱“selfie”、
“groupfie”，并立即上传至社交媒体，也就累

积许多可以打印成下一本Photobook的照片。 

年纪轻轻就当上CEO，Wee Jonn进一步分

享他的信念： 

一、承受一些风险，但确定自己在对的风险

水平上。当风险过高，会承担犯太大错误的代

价；可太少的风险，就会一成不变。因此，要学

会评估自我承担风险的能力。 

二、连接起各个定点，我们很难去连接尚未

文接上页 

发生的事，但过往的可以，每件事的发生都有

它的理由。就算出席一个小的聚会，都会有它

的“蝴蝶效应”。不要轻易放弃学习或认识人

的机会，让自己随时处在学习的状态。 

三、表现友善、谦虚，这个世界很小，个

人并不是最强大的。 

Wee Jonn跟我们分享了创业思维和个人

经历后，把时间开放给现场的老师们发问和交

流，以下为老师们的问题和Wee Jonn的解答： 

1. 如何面对这个市场的多变挑战？如何增

大销售市场和顾客需求？ 

可以从多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比如产品

的价格、市场的要求或产品的制作。此外，要

多听从顾客的意见。网上的顾客都是比较严格

的，不像面对面的顾客，可能会碍于面对面的

问题，苛刻的话较说不出来。但网上的顾客不

同，他们的要求会非常严格，说话也比较犀

利。 

2.有什么建议给现今的年轻人？ 

我一向不赞成一路学习但没有实际的工作

经验。我总是相信边工作边学习，工作经验可

以让你知道自己的不足，学会解决问题的能

力。实际操作可以让人培养好习惯，工作可以

让你累积足够的经验。现在的年轻人都太急，

22岁就想着一步登天，应该有了足够的工作经

验才来想创业。工作楷模（role model）很重

要，找到自己的学习对象、模仿他，然后不断

学习，让他成为你前进的动力。 

3. 刚才您提到品质管理，你们会品管每一

件产品吗？如每一本打印出来的相簿？ 

对，我们会品管每一本相簿，每一件产

品。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不完美，都会有犯错的

时候，但我们会细心检查每个小细节，希望尽

量做到尽善尽美。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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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主任及商科科研组组长许梅韵副校长主持

“综合交流”时表示，这场迟来一年的雪隆森独中

商科教学交流会，较早前由于交流课题未成熟，不

想仓促行事，也一直希望能够突破原有的举办模式

而延办了。无巧不成书，今年3月筹备第十二马来西

亚华文独中科学营期间，她获悉SITEC设有创客工

作室而造访SITEC课程经理吴文彬先生。吴先生不

吝分享电子商务概念，并热情邀约商科教学交流会

转移到这个富有“Google风”的场地，因此促成出

走兴华、走到这个空间一窥电子商务最新动态的交

流会。 
除了此契机，商科老师意识到课本里的知识与

瞬间变化多端的商务界是脱节的。虽然各校商科老

师积极努力改变教学模式，包括采用探究式教学、

project based learning（PBL）、翻转教学—学思

达等，以便跟上教育趋势培养出具21世纪关键能力

的未来人才，而董总课程局近年新编商业课本时也

一直努力地朝教育新发展的关注点去设计章节内

容。唯这些努力，相较商务世界急速发展的步伐，

仍差之千里。再看看我们教导的这些年龄介于16至
18岁的孩子，大部分都是有能力、创意十足，却总

让老师苦恼：“为什么现在的小孩无法将我们传授

的知识融会贯通？” 
“当吴先生在早上的演讲中提到这是一个‘碎

片式的时代’，倒是轻敲了我一下：我自己也活在

‘碎片式资讯’的当下！每日阅读的是从一个新闻点

到另一个新闻点，收到什么就聚焦阅读，无法像以

前一样有耐心地完整翻阅

一份报纸。同理，现在的

小孩也是‘碎片式’的接

收信息、选择性地接收讯

息。中听的、有趣的，听

进去；不合意的，略过，

偏偏很多时候他们选择接

收的，和课堂老师期待同

学吸收到一个完整性的

‘知 识’结 果，相 去 甚

远。可他们就是要在21世
纪生存的孩子，我们要怎

么办？我们没办法把知识

一样样的塞给他们，而我

们塞的速度永远也快不过

点一下google search。” 
许副校长对吴先生创办Mystartr以提供群

众募资产业的平台、让年轻人实现梦想的模

式，也有一些想法。现今的年轻人有许多的梦

想，但在实现过程中往往较为迷茫。她曾出席

一场Mystartr举办的“圆梦工厂”，一位本地

女大学生向听众报告她计划到东马一个偏远村

庄当志工，为当地社会付出，但参与的志工必

须自己处理跋山涉水的海陆空交通经费及过程

中个人的生活费，让她碰上阻碍。“圆梦工

厂”给予年轻人机会的条件是：你必须要透过

自己亲手制作的物品，卖给愿意支持你梦想的

出席者。当时那个女孩制作了手工肥皂，透过

“群众募资”壮大自己的实力。在这个场景里

最有意义的是，年轻人有很多创意，但不知道

路该怎么走，在电子商务的激进发展中诞生的

群众募资模式却提供了一个圆梦的出口。 这

深深启发她：商科教学中的真实专题制作平

台，或许已经存在。  
这段长达一个小时的综合交流，来自董总

的学科秘书提出有关课本编写、教材使用的相

关课题，并呼吁老师们阅读《教育大未来——

我们需要的关键能力》。来自吉隆坡中华中

学、坤成中学、光华中学、芙蓉中华中学、波

德申中华中学、关丹中华中学的商科老师，也

积极发言，提出对商科教学的看法、经验或教

学上面对的困惑，让彼此在了解各自具备的资

源条件或有落差。但独中老师间能无私分享，

也因此更珍惜能在SITEC这个饶富色彩与创意

设计的空间里，和两位主讲嘉宾排排坐交流及

学习。 

 

 综合交流中，雪隆森老师围成一个大圆圈，共享及共研商科教育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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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敬宜，一个毕业自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研究所硕士的青年，曾任
职于电子公司机器人研发工程师。2010年曾在我校担任课辅志工，也
曾在印度、越南、澳洲及印尼担任志工。他的足迹踏遍印度、尼泊
尔、新加坡、中国、泰国、寮国、日本、韩国、美国、厄瓜多尔、
秘鲁、玻利维亚、西班牙、匈牙利、克罗埃西亚、波士尼亚、蒙特
内哥罗、阿尔巴尼亚、科索沃、马其顿、保加利亚及土耳其。 

2016年8月18日（星期四），敬宜再度莅临兴华，在辅导处与史地
学会联办下于科技大楼5楼为学生们展开一场精彩的讲座“Never try，
never know，only on the road！”。讲座结束，出版组与敬宜进行访谈，
听其分享生命旅程中的光景与体悟。 

敬宜，你好。聆听你丰富的阅历，想请问

为什么你会兴起这个念头，以志工的形式

到处旅游？ 

这是我酝酿许久的梦想，从中学到大
学，我的梦想就是想要环游世界一圈。大学
时我几乎每个寒假、暑假都展开旅程，到各
个国家志工旅行，旅费就靠平常的家教工作
来赚取。我那时的想法是希望在30岁以前绕
世界一圈，到今年我已经30岁了。刚好前一
年发生了一些较为冲击的事情，让我开始觉
得人生其实是很短暂的，想做什么就趁现
在。加上工作了一个阶段，我刚好想要转换
工作，不如利用这个空档、挪出2、3个月的
时间去旅行。 

其实三年前我从印尼回来，途经马来西
亚，那时就兴起想要出去走走的念头。但恰
好新工作要开始了，就决定先搁置一旁。可
是工作了之后，内心总是悬着：就觉得人生
好像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一直想做的，
可是一直没有去做。其实心愿是存在很久

采访/排版：黄乐仪老师   （部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的，只是一直在理想跟现实之间做拉锯。
到后来某个时刻，我忽然觉得，可以了，
现在就是最完美的时间，于是我就出发
了。 

  陈敬宜摄于玻利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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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选择以志工的方式展开旅行？ 

我这一次并没有担任志工，但之前的行程的确是以志工的方式展开的。志工是我觉得
最理想的形式，因为你只有透过跟当地人的互动、融入他们，才会真正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
当地文化、厘清背后的脉络是什么，不会局限于用自己的眼光去评价世界。此外，当你看到
这个地方真正的需求后，会发现：任何的问题，当你找到解决的方法，它都是一个机会。当
我们开始思考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地方跟这个国家的需求时，它可能会延伸出其他不同的、
可以做的事情。对我而言，旅程中不断把自己丢出去，然后不断地去接收不同的资讯、不同
的文化、不同的差异，再重新解构观点、重新整理思绪，开拓新的视野。 

  陈敬宜摄于秘鲁利马 

你担任过哪一类的志工？ 

形形色色，我都开放自己去尝试。我到印度旅行的时候曾经呆在加尔各答的垂死之家
（Mother house）担任志工。那是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所建立
的，收容那些在街头生病、需要帮助的患者，让他们在生命烛火将息之前能够有尊严、安详地
离开人世。垂死之家就位于加尔各答最脏乱、游民最多的卡莉女神庙附近；门外是脏乱、喧嚣
的贫民窟，门内则是整洁、有序的避风港。我们在那儿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协助那些被送往

垂死之家的朋友，帮他们洗衣、洗碗、发饭、
帮他们做一些简单的按摩等。那一趟旅程，让
我们看到生命的另一层面。 

    后来到澳洲，是做打工交换食宿，担任森
林保育的工作，我是到森林里去盖森林工作
站。我一直想以贴近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去理解
不同文化的人是怎么思考的，并认真思考不同
个体之间的差异美。我在台大的时候参加海外
服务团——越南服务团，当时我是团长，我们
到越南去带营队、到一些偏远的学校及社会福
利机构去服务。再后来到马来西亚，就是做课
辅志工，机缘巧合来到兴华中学。 

 

 陈敬宜摄于番红花城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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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做志工的过程，发生过什么特别触

动心灵的事吗？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有的！可以呀，我很愿意分享。我在澳
洲的时候，去的地方是一个荒野，那是一个
没有水电、没有任何通讯信号的地方，离市
区——北澳的达尔文（Darwin）也相当偏远。
达尔文是唯一经历过现代战争的澳大利亚城
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尔文遭受过63
次轰炸。达尔文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最集中
的城市，被称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首
府”，达尔文也是澳大利亚重要的军事基地
和北部海岸巡逻艇的基地。 

你怎么会去到那么偏远的地方？ 

我是透过WWOOF，一个打工换宿的国
际组织展开旅程的。WWOOF（World Wide 
Opportunities  on  Organic  Farms）提倡将
“劳动力”与“食宿”相互交换，协助人们
到世界各地的有机农场做义工，体验有机栽
培技巧、感受农场的生活。其运作方式是民
众提供短暂劳力，每天工作4至6个小时，并
由农场主人提供食宿，在互相信任、经验交
流的原则下，一起完成有机栽培，其中完全
没有金钱交易的行为，即农场主人不用付酬
劳给志工。 

我浏览WWOOF网站，发现北澳打工换
宿的选择相对比较少，我找到几家，透过联
系敲定时间就出发了。去到那里，我才发现
那个地方是个荒野，我们生活的环境没有水
电，是自己盖出来的公寮。住的地方还要走

入森林一小段路，那里一个大帐篷，周遭有大
蜘蛛、袋鼠在蹦蹦跳。唯一提供电源的是一颗
灯泡，灯泡的电来自于汽车的电瓶。每天早上
要有人拿到隔壁的隔壁的芒果园的老板家里去
充电。此外，那里仅有一个炉火供我们煮食。 

我们每日的任务是盖工作站、要做很多的
粗活。我的老板是一个美国退役大兵，他移民
到澳洲，买下一片森林进行保育工作。这趟旅
程带给我很大的冲激，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不
一样，我没有任何适应期，每一个环节、每一
个程序，我都必须一个人完成。 

我的老板脾气相当大，但是他对事不对

人，我们做的很多粗工，比如：锯铁条、绑铁
条之类，他会做到一半忽然叫你去拿工具或材
料，可是那些东西我根本没有听过、或者在台
湾根本不曾接触过这些材料，所以我必须去
想、然后自己去猜。但是每次我都猜错，老板
就会直接咆哮：“What are you doing?”但是
他下班后却是很和善的。 

我的压力很大，因为常常犯错、常常挨
骂，但是他教会了我新的观点，他提醒我去思
考：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你要从这里去判
断，接下来我的需要是什么？我非常认同他，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去深入思考，想想你的目
标，你必须往前推回来，才会发现自己现在应
该做什么。 

我第一天去，我们只有一个灯泡，那里有
一 个 烤 箱，老 板 说 你 隔 天 早 上 起 来 做

  陈敬宜摄 

做一个主动的学习者。学习
就在那个当下，时时刻刻你要
主动学习。——陈敬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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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cake，烤箱在这里。那时我想烤箱的开
关可能在下面，就低头探看，我头一下去他
就打过来了，他说：“你为什么要看？这么
暗，你看得到吗？你为什么要用眼睛看？”
他说，他的奶奶是一位瞎子，可是却可以把
事情做得很好。他的意思是，这时候其实你
用眼睛是看不到的，你也许应该用摸的，或
者用其他方式去感觉，而不是只相信你的眼
睛。你应该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去相信你不同
的感官。 

就像我们在做铁条结合的时候，一根铁
条要套进另一根铁条的时候，你会看里面有
没有粗糙，然后你要磨掉凹凸，才能把铁条
放进去——就算在台湾，我们做机械或铁
工，很多师傅也都会直接去看，然后再磨。
但当我看铁条内部是否粗糙时，他一样告诉
我：你为什么要用看？粗糙是触觉的感官，
不是视觉；你用摸的肯定比你用眼睛看更准
确。一 次，他 问 ：“机 器 什 么 时 候 会 坏
掉？”他说：“You have to listen!”如果平
常机器顺的时候它会保持正常声音，可是一
旦你听到夹杂杂音，就预示机器有点问题
了，你要有所警觉，否则机器忽然之间坏
掉，潜伏的危险性很大。 

有一次他绑了一个很特别的结，我们就
在旁边看，当下他没有特别说要教我们，我
们看了就过了。直到有一天，他想把一棵树
绑在一辆废弃的公车，他对我说，你去绑那
个结。我说，我没学过那个结怎么打啊！他
却说，我教过了啊！他说，就在那个当下、
你人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已经看到我怎么做
了，你就必须把它记起来。这件事让我学习
到，我们必须做一个主动的学习者。你不能
只是等待人家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做。很多时
候，同样一个时间，你可以把专注力投注在
吸收新知、不断思考、不断学习；而不再虚
度时光，终究什么也没学到。学习就在那个
当下，时时刻刻你要主动学习。 

当时我是大学生，他谈到很多时候学校
的教育是有问题的，学校教育一直对学生填
塞知识，并不是教学生去找答案。找答案是
很重要的，你一定要透过找的过程不断地犯
错，才会从错误中掌握你真正需要的学问。
他的这些观念，到目前为止，对我的影响仍
然非常深刻。我在那荒野呆了三个星期，每

天都很痛苦，每天都要去记很多东西，为了少被
挨骂，我养成每天思考的习惯。如今回首，我发
现他的教导蕴藏着深刻的道理。 

人唯有将自己投放到在不同的环境，我们
才会审视过往在固定文化底下养成的行为模式。
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做法，在另一个文化底下是
行不通的，必须因时制宜做出改变。人类会根据
不同气候、地理与文化背景、衍生出不同的习性
与生活模式。 

比如在南美洲，印加人妇女到中年都是臃
肿肥胖的，因为他们的环境没有叶菜类，市场上
看不到一叶一叶的蔬菜，只有根茎类。秘鲁跟玻
利维亚是马铃薯原产地，三餐都是马铃薯，那里
气候寒冷、地势高，海拔3、4千公尺以上的高
度，没有叶菜类，他们只能吃一些根茎类。当地
发展没那么高、卫生条件不是那么好，食物的保
存很多时候就用油炸来处理，他们维持此类饮食
习惯，到最后他们理所当然就变胖。融入不同文
化差异的过程，有助于我们建立同理心，以及以
更包容的心态拥抱多元文化。 

你还会继续旅程吗？ 

这一趟旅程结束，我会先回到正常的生活
轨道。我之前的梦想算阶段性完成了，我想接下
来我会回到常轨，寻找一份自己理想的工作；先
回到台湾，但不一定找台湾的工作，重要是新的
工作能让我投注更多的热忱。这趟出走以后，我
觉得没有哪里是一定要停留的，你的心会开始放
宽、抛开很多原本既定的框架。无论哪个阶段，
去实现你心中最想做的事情，人一定要对自己很
诚实，你才会真正活出你想要的样子。也许现下
工作上你有不错的待遇，但你并不是那么开心，
因为你做的并不是你真正最想做的事情。 

  陈敬宜摄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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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不容易的，到目前为止我也还在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不喜欢用履历上的标
签来定位自己，那不代表全部的我，我希望去理解不同的差异，对人生抱持很大的弹性跟包容、也
愿意去同理他人。世界很大，我们的接受度应该很广，成为你最想要做的自己，不要被那么多现实
与框架所局限，抛开性别、年龄、学历等标签，活出最真实的自己! 

1969年兴华全校师生的合照。这是兴华最艰苦的一年，却也是复兴大业开始的一
年。图中所见学生人数为六十六人。前排的教员仅有七位，几乎都是新血。从左
至右：陈志云老师（不确定）、杨景南老师、徐凤麟老师、陈赞软校长、李炉老
师、郑瑞玉老师、黄瑞利老师。这个团队成了日后兴华复兴的根基。  

文：徐威雄博士 

不晓得啊！我在2010年来兴
华做志工，那时还接受《兴华月
报》学生记者的采访，一晃过了
6年。上一趟来是3年前，每一次
到来，都受到黄校长、老师和学
生的热情接待，让我十分感动。
这一趟，我总结现阶段小旅程的
心得和大家分享，我很感谢校方
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进行交
流，希望将来我们有缘再
会。 

 

 陈敬宜（中）在访谈后与黄秀玉校长（右二） 

     和老师们合影。 
 

明年还会回到兴华做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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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d by ELC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worked to-
gether with the Sunway Group and the Oxford 
and Cambridge Society of Malaysia to bring the 
Sunway-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across Ma-
laysia in a unified goal to elevate the standard of 
English amongst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for 
three years. According to Tan Sri Razman M 
Hashim, Deputy Chairman of Sunway Group, the 
number  of  schools  participating  in  this  essay 
competition has been  increasing, which is really 
encouraging. Hin Hua High School, as one of 
those schools, has also actively involved students 
in  this competition since 2014.  

Again,  this year we had two winners,  they 
are Kee Jensen from J3 Washington  and Teh 
Song Chze, Debbie from J3 Chicago, who both 
walked away with a cash prize of RM500 and a 
Sunway Bursary of RM5,000 each.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them on their great achievement. We hope that 
more students will demonstrate proficiency in 
written communication by participating in any of 
the essay competitions in the near future. 

To be eligible for the essay competition, 
students had to submit their essays online be-
tween April 09 and May 08 The top 100 finalists 
were then required to take part in a sit-down es-
say writing competition held on June 11 at Sun-
way University.  

 Congratulations to the Winners of Sunway-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Teh Song Chze (J3 Chicago) and  Kee Jensen  
  (J3 Washington). 

Teh Song Chze, Debbie (J3 Chicago) 
During the prize-giving ceremony held at Sunway 

University, the Deputy Education Minister, YB Tuan P. 
Kamalanathan A/L P. Panchanathan  gave us a real in-
sight into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 young writer of 
great originality. He stressed that plagiarism is unques-
tionably detested. We are urged to be honest writers 
who embrace originality and eradicate plagiarism when 
producing a written work. Besides, I will also remind 
myself to further develop my writing skills by improv-
ing sentence structure and expanding vocabulary. With-
out any doubt, this competition has marked its spot in 
my heart, and receiving a mere consolation prize has 
boosted my confidence. 

  
Kee Jensen ( J3 Washington) 

 It was indisputably an honour to be able to take 
part in this competition and achieve something along 
the lines.Writing isn’t all just about facts and vocabu-
lary -- the way you express your thoughts and feelings 
on a blank piece of paper really plays a pioneering role 
in terms of captivating yourself to move forward as you 
write. What really galvanised me into putting more en-
deavour into my writing work was the large amount of 
encouragement given by my teacher. Nevertheless, win-
ning a prize in this competition is a groundbreaking 
goal achieved, but as the old saying goes, ‘Writing has 
no boundaries’, and this shall never be the end of mine. 
I’m proud to say that the most desirable thing I’ve ob-
tained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was not the prize itself, 
but the pride I’ve brought back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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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d by ELC 

The English Week was organised and car-
ried out by the English Society as part of their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It was held during the 
first recesses and after school throughout the 
whole week from 25th to 29th July, 2016. A 
food tasting event was held during the first re-
cesses where various English delicacies such as 
sandwiches, cookies, fruits, cakes, puffs, cream 
rolls and English tea were prepared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taste. Other activities such as 
Mural  Painting,  Movie  Watching,  General 
Knowledge Quiz, English Writers and Poets 
Exhibition and Board Games gained tremen-
dous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from all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 highlight of the English Week was an 
English Language Mini Carnival jointly orga-
nized by the English Language Club and Eng-
lish Language Society. It was held for two af-
ternoons on 25 and 26 July. The concept of this 
language-based game carnival was inspired by 
the one held in Help University for all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 students earlier this year.  

A total of 12 different game booths, fea-
turing games such as Word Search, Human 
Bingo,  Cut-up  Sentences,  3-line  Poem and 
Charade, were set up in RenAi Square. Most of 
the booths were operated by either society or 
club members. This carnival was open to stu-
dents from all levels. All in all, 22 teams, com-
prising three members each, participated in this 
event. They had a blast running from one booth 
to another to complete the activities listed in 
their score sheet within the stipulated time, and 
to collect points. Three winning teams were 
selected for each day and every winner  re-
ceived a goodie bag, sponsored by the school 
and the English Club. 

This carnival, despite being its first ever, 
was a success and could potentially be an annu-
al even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English Soci-
ety had taken up the challenge in organising the 
English Week for the whole school to partici-
pate.  All members of the English Society had 
put in their hard work and spent months to pre-
pare for this event which proved to be very 

 Searching for all twenty words horizontally, vertically and   
   diagonally. 

 Junior One participants enjoying a game of Charades.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General Knowledge Quiz.  

successful and motivating.  It is hoped that the English 
Society would keep up with their good work and organ-
ize similar activities  for all students in order to pro-
mote team-work, creativity and fun ways of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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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d by ELC 
With an attempt to nourish and explore the talents 

of the young writers,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or-
ganizes  the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annually. 
The purpose of the writing competition i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showcase their writing skills 
and give them the liberty to express their views on sub-
ject according to their perspective. Besides, it  is in-
tended to inculcate the love of writing among students 
as well as to foster and develop their inherent need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e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was open to all 
level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themes: 

Student’s submissions have amazingly increased 
this year. The topics were quite challenging but the 
standard was extremely high and vast majority of es-
says were impressive piece of work. According to the 
judges this made it a very pleasant task to read through 
the essays but a very difficult task to judge the competi-
tion.   

Entries came in from all levels of students ranging 
from EIM 1 to EAP. Once all the entries had been re-
ceived, the teachers-in-charge of the competition dis-
tributed them to the panel of judges (English teachers) 
for each category to shortlist and select the winning 
entries based on the specified judging criteria. The 
judges worked intensively to read, re-read and grade 

   The winners of the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 Senior Category. 

each entry during the term break to come up 
with the final selections. The judging criteria 
included originality in storyline, creativity in 
message, flow and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entry. The judges chose a 
variety of winners, ranging from comedic sto-
ries to touching memoirs and fantastic tales. The 
winning  pieces  from each  category  are  dis-
played around the reading corner at ELC. Be-
sides, it has been a practice that winning entries 
from the Senior Three classes are reproduced, 
printed and published in their annual yearbook. 
In order to encourage and motivate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such competition, their participa-
tions are given due recognition in their English 
Progress Report at the end of each semester. 

The  prize-giving  ceremony  was  held  at 
ELC  on  July  19,  2016.  The  winners  were 
awarded with certificates and books sponsored 
by  Scholastic  Grolier  (Malaysia)  Sdn.  Bhd 
which has been constantly inspiring our young 
writers through their generous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hrough these years. 

Thank you to all who had participated and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winners! 

Here is the list of winners of the two cate-
gories – Prose & Verse: 
 
EAP (PROSE) 
1st Chan Huey Yung (S3 Canberra) 
2nd  Tan Wei Yi (S2 Chicago) 
3rd Kong Yue Qin (S3 Canberra) 
Consolation Gan Ming Min (S2 Washing-
ton), Lim Li Zheng (S2 Washington), Ng Yuan 
Chen (S2 Washington) 

文转下页 

 Prose & Verse 
Level        Topic 
EIM 1     My childhood memories 
EIM 2   The most beautiful smile I have ever seen 
EIM 3     We got caught! 
EIM 4     This really bugs me ... 
EIM 5     Sometimes I wis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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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inners of the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 Junior Category. 

EAP (VERSE) 
1st  Victor Gan Ming Yang (S3 Manchester) 
2nd Phang De Yuan (S3 Manchester) 
3rd Low Keh Lee (S3 Canberra) 
Consolation Ng Ann Miao (S3 Darwin),  
Beh Kah Mun (S2 Melbourne), Travis Ching Jia 
Yea (S3 Manchester) 
 
EIM 5 (PROSE) 
1st Oh Yue Ning, Eileen (S1 Washington) 
2nd Chiah Yun Thon (S1 Adelaide) 
3rd Elfi Chan Jing Ee (S1 Melburne) 
Consolation   Wong Yin Hern (S1 Washington), 
Lau Hong Yin(S1 Washington), Quah Jinq Qi (S1 
Washington) 
 
EIM 5 (VERSE) 
1st  Lim Jia Yun, Ruth(S1 Adelaide) 
2nd Chua Ben Shern(S1 Washington) 
3rd Tan Huai Chyi (S1 Adelaide) 
Consolation Ng Bren Den (S1 Adelaide),  
Jonas Tee Ming Jie (S1 Washington), Wong Kuan 
Hua (S1 Adelaide) 
 
EIM 4 (PROSE) 
1st Wang Shu En (J3 Adelaide) 
2nd  Donnell Dass (J3 Washington) 
3rd Goh Wenn Yan, Breanda  (J3 Adelaide), 
Consolation Phang May Chih (J3 Melbourne), 
Chan Zi Qing  (J3 Chicago), Gan Xue En (J3 Can-
berra) 

EIM 4 (VERSE) 
1st Mabeth Tan Oon Ling (J3 Canberra) 
2nd  Wesley Lau Wei Zhong (J3 Ottawa) 
3rd Nicholas Chow Carson (J3 Ottawa) 
Consolation Teh  Song  Chze  (J3  Chicago), 
Derek Yuen Yee (J3 Washington), Lee Oswald (J3 
Washington) 
 
EIM 3 (PROSE) 
1st Lim Jia Sheng, Joshua (J2 Chicago) 
2nd  Bernard Siow Terng Fong  (J2 Chicago) 
3rd  Tan Jia An  (J2 Chicago) 
Consolation Chung  Wai  Yan  (J2  Mel-
bourne),Tan Yong Hong  (J2 Melbourne),  
Lim Ying Chuan  (J2 Chicago) 
 
EIM 3 (VERSE) 
1st Hoo Jia Xuan  (J2 Chicago) 
2nd  Chai Chu Xun (J2 Washington) 
3rd Chelsea Sung Jing Yi  (J2 Washington) 
Consolation Stacy Jean Toolseram  (J2 Wash-
ington),  Adele Wong Ray En  (J2 Washington) 
 
EIM 2 (PROSE) 
1st Kimberley Yee Xin Wei (J1 Melbourne) 
2nd  Yap Jia Wen (J2 Birmingham) 
3rd Chua Li Earn (J1 Adelaide) 
Consolation Chan Ning (J1 Canberra), Koon 
Xin Yin (J1 Chicago), Chan Jun Cong (J1 Chica-
go) 

文转下页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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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Prize Winner (VERSE - EIM 4 ):  
Wesley Lau Wei Zhong (J3 Ottawa) 

I felt honoured to have 
won this competition. I did-
n't think that I'd have won 
as I thought my work was 
not  as  good as  the  other 
participants from my class. 
I want to thank my English 
teacher, Ms. Chua and my 
friends for helping me and 

encouraging me to finish the poem, I am 100% 
sure that  if it hadn’t been their help, I wouldn't 
have won. Winning this competition is a huge 
honour. 

EIM 2 (VERSE) 
1st Ng Ming Vee (J1 Washington) 
2nd  Tan Jinn Shen (J1 Washington) 
3rd Tan Hui Yi (J1 Washington) 
Consolation Debbie Yuen Hui Yee (J1 Washing-
ton), Wan Jia Hao (J1 Melbourne), Lew Xin Yun 
(J1 Adelaide) 
 
EIM 1 (PROSE) 
1st Tan Jia Ern (J1 London) 
2nd  Chua Jing Wen (J1 Toronto) 
3rd Loong Chay Hui (J1 Vancouver) 
Consolation Cha Yu Tong (J1 Toronto), Tee Xiu 
Wen (J1 Darwin), Shun Chin Xiang (J1 Paris) 

文接上页 

 
First Prize Winner (PROSE – EAP):  
Chan Huey Yung  (S3 Canberra) 

I  started writing stories 
when I was seven, mere repli-
cas of my favourite scenes in 
my favourite books, all incor-
porated into my own personal 
world. They were imaginative 
and illogical -  exactly  what 
you would expect from a sev-
en-year-old , but it was then 
that I realised that the very 
best, never-ending book was all there, right in my 
head, just waiting for me to pour it all out on ink 
and paper. It was this knowledge that kept me 
searching for inspiration in my daily life, and to 
aspire a future in writing, even though I was too 
busy at times to get any writing done. To be honest, 
when I was first presented with the topic, I had no 
idea how to go about it. I started with random ide-
as, which eventually rearranged themselves into a 
vague story that was not as good as I wanted it to 
be - but the deadline was near I was desperate. I did 
whatever I could and just handed it in, fingers 
crossed for a consolation prize and no more. The 
first prize came as a pleasant surprise. A special 
thanks to the teachers for allowing me the oppor-
tunity to write and participate in the creative writ-
ing competition. Gratitude on paper is not much, 
but it is the best I can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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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秀慧（左）与邝美玉老师。  

文：甘秀慧（初一孝） 

兴华园是我每天都会经过的一个地方，可是

我从来没有认真观察细节。直到有一天，我放下

了忙碌的生活，细观兴华园，原来，它是多么地

生动，多么地漂亮! 

当我从国字型大楼一楼的初一孝班外面的栏

杆往下看，就是兴华园。我班的对面是一排笔挺

的竹林，竹林就像守卫一样保卫着整个兴华园。

我班的下面是仁爱广场。左边有花丛、石椅、一

块草坪及一排健康步道。石椅的后方是排列整齐

的花丛。石椅在兴华园的左边围了一个正方格，

中间是一小片被健康步道保卫的草地。右边的兴

华园同样有一块草坪，面积大些，这儿的五张石

椅都是由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惠赠的。

重点来了，在右上角有一块刻着“兴华园”的大

石头。“兴华园”这三个字被油上金黄色的漆。

夺目且芳香的鲜花围绕着“兴华园”，使兴华园

显得高贵无比。在五彩缤纷的花丛中摆放着用石

头雕刻出来的动物装饰品，如鹤、青蛙、乌龟、

鸳鸯等。提起兴华，我就会想到兴华园；一想到

“兴华园”，我就会想到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右

下角有一张刻着中国棋盘的石桌以及五张圆石

凳。附近有几株大树，为使用者遮阳。兴华园共

有十四根高大威猛的灯柱。兴华园的中间是一片

用砖块构成的空地，每一块都包含了喜、怒、

哀、乐的回忆。 

节庆或特别活动之前的兴华园可热闹了。高

三毕联会在兴华园举办“春满兴华”迎春活动；

童军团举办抛柑和拍照活动；排球比赛前就有老

师与同学在打排球；7月4日开斋节文化学习特

备活动就在这里进行；717义卖娱乐市当天，初

三义班在此举办名为“落汤鸡”的游戏档；同学

们绕着兴华园一圈又一圈地跑，因为9月3日 越

野赛跑步步逼近；初一生为了《兴华·中秋颂》

的活动而在此练习朗唱...... 

放假时，兴华园就没有那么热闹了。假期刚

刚开始，有一些班级举办茶会，之后，兴华园就

进入一片宁静。几阵清风，数番微雨，叶与叶发
文转下页 

出“簌簌”的声响，或许是在吐露心中枯燥乏味的心

情；或许是在催促时光；或许，他们也和我们一样，

兴高采烈地迎接假期的到来...... 

清晨的兴华园景色非常漂亮。天色渐渐亮了起

来，沉睡着的兴华园渐渐地苏醒。微凉的风轻吻了花

草树木的脸蛋，仿佛在叫它们起床。它们慢慢地伸懒

腰，把头抬得高高的，犹如战士们在向敌人宣战。这

时，整个兴华园散发着积极的气息与缕缕清香。天色

亮了，同学们有的结伴到兴华园嬉戏、有的打扫兴华

园、有的在圆石桌旁下棋、有的看书等等。 

早上的太阳特别暖和。朝阳把兴华园的各个角落

照亮，也把兴华园的灰尘都拍散了。从高处俯视，兴

华园就像披上了一件美丽的金色的衣裳。所谓“早起

的鸟儿有虫吃”。草地上满是鸟儿。这时，鸟儿的叽

叽声和同学们的朗读声混在一起，不仅让我回忆起唐

朝颜真卿的七绝——《劝学》：“三更灯火五更鸡，正

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午后的兴华园冷冷清清，唯独校工在为花儿们浇

水。这时的兴华园显得憔悴。这个情景教会了我一个

道理：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会像早上一样的享受，人

生道路坎坷不平，一定会有像下午一样的辛苦。但

是，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能欣赏到日落的美。 

傍晚的太阳又大又圆，但不至于炽热，它是温暖

的。阳光射向“兴华园”这块大石头上，“兴华园”

这三个字在发亮，特别耀眼。花儿们都在欣赏这难得

的景色，大家的心情都很平静，连一向心情浮躁的石

椅都显得特别轻松。日落后，兴华园里的景物都很满

意地入睡了。 

晚上，除了微风徐徐，叶子簌簌和一些虫叫声，

就没有其他声音了。从一楼俯视，隐约可见“兴华

园”这三个字和一些颜色较为鲜艳的花朵。虫叫声非

常地响亮，千千万万只藏在花丛中、草地中，有些恐

怖。时间静悄悄地与我们擦肩而过，又回到清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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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心得： 

文接上页 

文：邝美玉老师 

你可曾想过闲情与美景的关系有多深? 

本文透过对兴华园景物的描绘，抒发了秀

慧对兴华园的喜爱之情，表达出莘莘学子心中

对于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以及潘斯里

陈开蓉董事对华教无私与辛勤付出的感恩与景

仰之意。 

不放下忙碌生活，哪得美景现眼前？这是

本文第一自然段给读者的提点。 

秀慧在第二自然段中运用顶真、比喻和比

拟的手法来白描出兴华园的全貌，观察点是初

一孝班外面的栏杆。此段可以独立成为一篇优

美的写景短文。写景层次分明，顺序是：前面

→下面→左边→右边→中间。从“重点来了”

到“如鹤、青蛙、乌龟、鸳鸯等”，属于抓住

特征写景。大石头上的三个繁体字——“兴华

园”是兴华园景物中的眼睛，而潘斯里陈开蓉

董事则是兴华园的指挥。咱们所看到的兴华园

是第二版本，这第二版本的兴华园中一草一木

皆是校园美化小组的核心人物——潘斯里陈开

蓉董事的心血之作。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已故

郑瑞玉校长以及现任黄秀玉校长巡视兴华园的

那一幕，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此段正是第一自

然段中“漂亮”的注脚，属于静态描写。 

可是，这一天不一样，因为是雨天。 

雨天的兴华园对我而言是最美丽的。绵

绵细雨，像断了线的珠子，一粒一粒地落到

地上，进入土层深处，并消失。挨过了炎热

的天气，终于下雨了。石椅、草地、砖地、

石桌、各种鲜花都显得格外艳丽。雨水落在

地上又溅起小小的水滴，像各式各样的花

朵。雨水落到树上，顺着细长的叶面滑落。

每一滴水都在滋润着叶面，让一整天紧绷的

气氛得以纾解。微风吹来，雨水伴着她一起

舞蹈，左摇摇、右晃晃地，好比一只大手掌

在向我招手，这一幕实在令人羡慕。我情不

自禁地吟起唐朝杜甫的五律——《春夜喜

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

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贪玩的太阳在玩捉迷藏，躲到云层的后面，

天色暗黄、暗灰的，兴华园都暗下来了，气氛特

别凝重。兴华园好像盖满了一层灰尘似的，所有

东西的颜色都很沉，看起来很沮丧。这，就是阴

天的来袭。阴天常和风婆婆结伴而来，大风把花

草吹得不停地颤抖。这个景色特别像秋天，树上

的枯叶开始随风脱落，飘到远处。地上的落叶四

处飞扬，像从笼子里释放出来的小鸟一样潇洒自由。 

晴天时的兴华园是所有天气里最热闹的。同

学们在这里进行打球、谈天、下棋、看书、作画

等休闲活动；一些学会团体到来进行活动。笑声

再次展开，怒气、烦恼都随着时间离去。 

兴华园是个充满酸、甜、苦、辣的地方。每

一个景色都令人有不同的谛悟。风景从来不会躲

避我们，只有我们会错过风景。我希望在读这篇

文章的你，用心去体会、观察这看是平凡，但意

义非凡的兴华园。 

第三自然段衔接得很好，怎么说呢？因为此段

内容的地点就是第二自然段末尾所写的“兴华园的

中间……的回忆”，这块由灰砖与红砖铺成的空地

好比兴华园的心脏。此段犹如百看不厌的活动纪录

片，更是第一自然段所写的“生动”的注脚。秀慧

于第四自然段把兴华园拟人化。此段属静，上一段

属动，动静结合，是对比方法的运用。 

第五自然段到第九自然段乃是按时间顺序写

景。秀慧从视觉、听觉、嗅觉与触觉的角度描绘了

兴华园在风和日丽时的万千风情，园眼——“兴华

园”两次亮相，莫非秀慧对“兴华园”情有独钟？

这么一写，呼应了第二自然段，并突出了中心写

景。没有园丁，哪有美景？校工于第七自然段中出

现了，也表达了秀慧对人生的体悟。 

第十自然段到第十二自然段乃顺着天气转变的

顺序写景。第九自然段末尾“雨天”与第十自然段

开端“雨天”是顶真修辞手法的运用，衔接得很

好。前两段采用工笔描写法。 

值得一提的是第六自然段与第十自然段皆引用

诗歌作结；前者劝勉青少年趁年少充实自己；后者

则歌颂了兴华园默默地育人的精神。 

“每一个景色都令人有不同的谛悟。风景从来

不会躲避我们，只有我们会错过风景。”秀慧在第十

三自然段中以比拟修辞手法向读者提出深情的邀约。 

呈长方形的兴华园恰似小观园。棋桌、灯柱、

砖地；竹林、草坪、花丛；文艺、武术、生命；阳

光当空，兴华园，在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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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难免会天真地幻想，若我生活的面貌，就只有这两种状态：

“嘿，我不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那该有多好？  

想起咖啡，谈到咖啡馆，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在我的想象里，咖啡

馆最好像一家独立书店，推开门是扑鼻的咖啡香，抬头眼见的都是书，阳

光透过落地玻璃窗洒进来，耳边飘荡着清幽且悦耳的音乐……我就这样毫

无拘束地找个位子坐下来，点上一杯拿铁，打开电脑写稿或者翻开一本

书。 

总结来说，我印象中的咖啡馆，是充满文艺气息的；我喝的咖啡，是

与文学相结合的。  

文：林卿卿老师 

排版：叶婷婷 

我是在中国念书时爱上泡咖啡馆的。走

在复旦校园附近的大学路，那里有一家家的

独立咖啡馆，有的吵杂，有的幽静。你总可

以找到一家适合你心境的，坐下来，好好完

成你想完成的工作。喝咖啡、阅读、工作或

者发呆，在一家咖啡馆里呆上4、5个小时是

家常便饭的事。回马后最不习惯的是，这里

少有的“咖啡馆文艺气息氛围”。感觉上，

咖啡馆总是很吵杂，里头播着与咖啡馆完全

不着边际的音乐，也鲜有人会静心阅读，让

人心情烦躁。 

他们总爱笑我小资情调，他们总说我太

文人思维，或者，因为爱到咖啡馆看书，我

变成了一个做作的人。其实千万别小看咖啡

馆文化，我觉得马来西亚就是少了文艺咖啡

馆、独立书店、艺术中心这样的地方陶冶国

人的性情。我国人民的阅读率不高，那是因

为我们少了“人文空间”，阅读率和安静的

空间有关。若可以有个咖啡空间，让您独自

享受一杯咖啡的阅读时光，人是不是也会变

得较为知性起来？ 

在欧洲，咖啡馆的起源，本来就和政

治、文学、哲学思辨脱离不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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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咖啡馆去写字、画画是最惬意的事。 

2. 咖啡馆，是个卖书和宣传文艺活动的好地

方。 

3. 复旦校园附近大学路上的某家咖啡馆。 

4. 在Seraph Awaken喝咖啡时拍下的画面。 

16世纪的末几年，威尼

斯商人将名为咖啡(cavee)的
果实运到了欧洲。17世纪中

期，法国第一家咖啡屋开

张；几十年后，理性启蒙的

咖啡香，掺杂着政治气息，

漫衍在巴黎4000家的咖啡馆

中：伏尔泰和狄德罗在“普

赫寇普”咖啡馆撰写百科全

书；卢梭在“摄政”咖啡馆

高谈阔论；1789 年，法国革

命分子更是站在“佛依”的

咖啡桌上宣示起义，点燃了

法国大革命。就在这些至今

仍然存在的咖啡馆中，咖啡

客改写了世界史。18世纪的

法国，咖啡跟文学的关系很

特别，对于当时的作家来

说，咖啡馆就是第二个家，

尤其是在伦敦和巴黎。咖啡

馆对文学的贡献是：创造出

“对话文化”，对话式的散

文作品是仿效咖啡馆里的讨

论，是一种现实和文学的相

互渗透过程。咖啡馆不独成

了有品味人士的流连场所，

更是新派思想和文化界人物

抒发见解的沙龙圣地。卡夫

卡、弗洛伊德、维根斯坦等

人陆续在咖啡馆登场，成为

座上客，广交自身领域好友

之余，也作出跨科际的交流

与讨论。十九世纪，咖啡馆

曾是整个中欧文学和哲学世

界的心脏，这里搏动和孕育

的新思想和哲学意识，影响

了以后整个世纪现代文明的

进程。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

威格，这样来形容当年的维

也纳咖啡文化:“咖啡馆始终

是一个接触和接受新闻的最

好场所。要了解这一点，人

们必须首先明白维也纳的咖

啡馆是什么。事实上，维也

纳的咖啡馆是一个在世界上

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文

化机构，是一个民主俱乐

部，而入场券不过是一杯咖

啡的价钱。”  

从以上种种的事项看

来，欧洲人以其知性的进

路，配以他们艺术和文化的

取向，把咖啡馆提升为咖啡

馆文化，使咖啡馆文化大放

异彩。如果你看过 Woody 
Allen的电影Midnight in Par-
is，也许你会对这个现象有

更进一步的了解。（诚意推

荐这套电影！） 

同样的文化，也在台湾

漫开来。陈嬿文在《咖啡馆

与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

以台北明星咖啡馆为例》一

文中提到：“文学杂志如

《笔汇》《现代文学》《文

学季刊》和《创世纪》《蓝

星》等曾是引领着台湾文学

向前迈进的重要指标，而这

些杂志从酝酿到成形，甚至

编辑到发行的流水线，大多

都是在咖啡馆里完成的。所

以，当时的文人泡咖啡馆通

常不是为了咖啡，而是为了

这一可供思想交流与资讯传

播的空间。”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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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给我一杯咖啡的时间” 

主讲者：陈俊鸿和黄巧诗（Seraph Awaken创办人／咖啡与烘豆师） 

简介：只因当初想冲咖啡给更多人喝、喜欢与人交流，我们把家里现有的器具都带去街边，开始了

“路边咖啡摊”。过程的意义无限大，发生了很多事，启发了很多人，收益最大的还是，当时在大家

眼中很辛苦的我们。过去水彩画老师说过：“当你什么都要的时候，就什么都得不到。”我这句话我

时时牢记。方法简单就好，概念和方向清楚，就勇往直前，无需顾虑。剩下的就是坚持。于是，我们

有了这家Seraph Awaken。 

给我一杯咖啡的时间……这时间对您来说有多长？它可以是15分钟，可以是两个小时，可以是一

整天。关键在于，你品尝咖啡和生活的态度。9月6日，给我们一个小时半的咖啡时间，（2：30pm-
4：00pm）让我们带你进入咖啡世界！  

 也许我们在意的不是咖啡、茶或者

是牛奶，我们需要的或许就是一个知性的

空间，让你我可以静下心来阅读、思考，

进而办读书会、分享会，进行思想交流。

而咖啡馆的存在，以其独特的魅力与文学

相结合，塑造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空间，

让同样爱好人文的群体相聚在一起。 

 写完这个主题的我在想，我们的校

咖啡与生活的关系 

“一杯‘对的’”咖啡，就好比你经历精采的人生过程，生豆的质量就像我们的原生家庭，对

应的烘焙就像是家庭教育对你生活的影响，萃取，就像是社会阅历的累积，让你有能力反观过

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林秋宜《不只是咖啡：我的人生与咖啡的亲密关系》 

园是否会变成一座图书馆？那美好的阅读角

落会否就是一家家的文化咖啡馆？不管走在

何处，都会看到学生们聚首，各据角落，阅

读也好，思考也罢，或与同伴好友切磋交

流。反正，愿大家在校园里，不管交流知识

抑或争论真理，都可以兴奋地吸收新知识新

概念，接受人文思潮的洗礼。 

圖書館小宣傳： 

2016年《小王子》閱讀報告與分享會特輯 

若您对连续两场的《小王子》阅读分享会内容有
进一步的兴趣，若您懊恼自己错过了如此精彩的画
面，若您想看其他学长姐们的《小王子》阅读笔记，
欢迎你到图书馆翻阅图书管理员叶婷婷小姐为您整理
并装订成册的《小王子阅读分享会特辑》。精彩的文
字、活动内容、照片，等着您一起来展开“B612星球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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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左五）带领中小学五机构同仁向老师们祝贺教师节快乐。左起为校友会主席余安、苏顺昌董

事、拿督林钦耀董事、黄秀玉校长。右起为黄淑缘、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家协理事郭耀星、小学部陈家福校长、副

董事长卢金峰、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 

黄乐仪老师报道 

7月29日（星期五），兴华中小学举行

2016年度教师节晚宴，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

礼董事长表示，教育大计以教师为本，教师

是崇高神圣的工作，教师淡泊名利、严谨治

学，为教育事业贡献聪明才智，获得人们和

社会的尊敬是当之无愧的。 

“教师作为知识传播着，应当不断充实

自己、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素质。 树立终身

学习观念，与时俱进、锐意创新！” 

他说，为人师表是学生的典范，“学高

为师，身正为范”，教师的道德、品质、人

格对学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老师不仅要注重

教书，更要注重育人；不仅要注重言传，更

要注重身教。 

“希望全体老师以爱护华教的精神来提

高教学素质，为兴华中小学再创佳绩！” 

黄秀玉校长：不忘初心，贯彻教育使命 

黄秀玉校长代表中小学教职员致词时表

示，兴华中小学拥有优秀的教师团队，积极

正向与和谐的校园文化，培养出无数的优秀

人才。这些成就，除了教育团队的努力，五

机构是强而有力的支持力量。 

她说，教师节是肯定与歌颂教师的奉献

的日子，也提醒教育工作者不忘初心。教育

的发展是永不停止的，与时并进、改革创

新，是教育工作者的使命。 

期许老师们都能在工作与生活取得平

衡，在育人教书的生活中胜任愉快，在关爱下一

代的生命的同时也照亮自己的生命。  

卢金峰副董事长:警惕不利母语的施政和制度 

兴华小学董事长卢金峰致词时指出，前辈先

贤传承中华文化，发展母语教育，在这片土地上

根深蒂固。可是由于当政者的短视和偏见，无视

国际大环境的发展和需求，一味推行单元同化教

育政策，使华文教育发展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各种不利母语的施政和制度令人胆战心惊。 

“最近，当局又要推出双语计划，令华社寝

食难安，咸认是英文教数理的借尸还魂！” 

最后，他呼吁所有董家教同仁，对当局各种

不利中华文化及母语教育的施政提高警惕。他强

调，各民族文化习俗和优良传统是国家最宝贵的

财富，不仅使大马文化更加多姿多彩，也促进各

 杨忠礼董事长带领中小学五机构同仁向老师们祝贺 

    教师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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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华中小学校友会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族群和谐与社会繁荣。 

董事、家协理事与教师展现才艺 

本届教师节晚宴主题是“教诲如

春风，师恩似海深”，参加晚宴的董

事、家协理事与老师也盛装赴宴，并

上台呈现才艺表演。我校谢锡福副校

长 与 李 增 注 老 师 合 唱《闪 亮 的 日

子》、兴华中小学校友会合唱《月亮

代表我的心》、兴华中学家协合唱

《朋友》、兴华小学家协合唱《真心

英雄》、陈冬兴董事呈献《神话》和

《天才白痴梦》、校友会理事王振杨

呈献《彩虹》、我校董事会执行秘书

洪建枝演唱《掌声响起》、陈伟轩老

师唱《夜班车》、王骏佾老师联合萧

煜修老师以及上官敬安老师演唱《恋爱

ing》，师长精湛的演出博得满堂喝彩。 

出席者包括兴华中学拿督李平福

署理董事长、潘斯里陈开蓉董事、筹

委会主席刘金城、陈家福校长、校友

会主席余安、中学家协主席陈伟后、小

学家协主席郭耀星、中小学五机构理事

及教职员。 

 谢锡福副校长与 

    李增注老师合唱 

   《闪亮的日子》。  

 退休老师与现今在职老师相见欢，我们相遇在兴华大家庭，彼此 

    相知相惜。 

 家教协会理事团上台献唱《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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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日期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注 

14 
19/09 

/ 
24/09 

家长评量学生在家长表现 19/09~24/09 班导师/学生家长 训导处   
2017年度助学金申请 19/09~24/09 校长室/训导处 相关学生   
行政会议 19/09    (一 ) 校长室 行政各处   
高、初中毕业考 20/09~23/09 教务处 高三、初三科任老师   
班会(初一、初二、高一、高二) 20/09    (二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校务会议/2017年新生入学考试工作会议 20/09    (二 ) 校长室 行政各处/全体老师 2.45pm~4.45pm 
ISO外审 22/09~23/09 QSC 行政各处/全体教职员生   
学生仪容检查 23/09    (五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中国清华大学升学说明会 23/09    (五 ) 辅导处 初三至高三学生 
(自由报名) 

3.15pm~4.15pm 
科大楼协作学习2 
Convergence Access 

CiSELT 16 24/09    (六 ) ELC/BC 全体英文老师 9.00am~12.00pm 

15 
26/09 

/ 
01/10 

继续高、初中毕业考 26/09~29/09 教务处 高三、初三科任老师 初中毕业考于28/9结束 

开始转换学会、退出学会申请 26/09~07/10 课外活动处 学会负责老师   
班会(初一、初二、高一、高二) 27/09    (二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二级两性教育讲座(2)【主讲：吴启铭硕士】 27/09    (二 ) 辅导处/高二级班导师 高二文商班学生 1.50pm~3.05pm/讲堂 

高二升高三选科辅导 28/09    (三 ) 辅导处/教务处 任课老师/高二级学生 
第9、10节 
理班：讲堂 

文商班：忠礼堂 
高三级学生停课备考统考 30/09~07/10 全体高三级学生     
2017年 度醒狮采青贺岁队员集合 30/09    (五 ) 醒狮策划小组 相关学生 3.10pm/讲堂 

回历新年公共假期 02/10    (日 )       

16 
03/10 

/ 
08/10 

回历新年补假 03/10    (一 )       
初中周会 04/10    (二 )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高中班会 04/10    (二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一级两性教育讲座(2)【主讲：吴启铭硕士】 04/10    (二 ) 辅导处/高一级班导师 高一文商班学生 1.50pm~3.05pm/讲堂 
Cambridge English Workshop Group 1 04/10~06/10 ELC 报考学生 放学后 
学会全年总检讨会议 06/10    (四 ) 学会负责老师 课外活动处   
初三升高一选科辅导 06/10    (四 ) 辅导处/教务处 全体初三学生/任课老师 第1、2节 
初三升高一选修课辅导 06/10    (四 ) 辅导处/教务处 全体初三学生/任课老师 第3、4、5、6、7节 
行政会议 07/10    (五 ) 校长室 行政各处   
2017年度新生入学考试 09/10    (日 ) 教务处/行政各处 全体老师/学生志工   

17 
10/10 

/ 
15/10 

高三学生返校解题 10/10~11/10 班导师/科任老师 行政各处   
PT3：笔试 11/10~13/10 教务处 总务处   
IELTS备考课程注册截止 11/10    (二 ) ELC 会计处   
高中周会 11/10    (二 )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初中班会 11/10    (二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第二学期语文科作文考试 12/10~14/10 语文科老师/教务处 全体老师   
行政会议 14/10    (五 ) 校长室 行政各处   
学生仪容检查 14/10    (五 ) 班导师 各班学生   
联课活动开始暂停   课外活动处 学会负责老师   
高初中统考~美术考试 16/10    (日 ) 教务处/美术科教研组 总务处   

18 
17/10 

/ 
22/10 

初三级学生停课备考统考 19/10~20/10 全体初三级学生     
第二学期期末考 19/10~21/10 教务处 全体老师   
高中统考 20/10~22/10 教务处 总务处   
初中统考 21/10~22/10 教务处 总务处   
各班交财政收支表 22/10(六)之前 班导师/各班财政 训导处   

19 
24/10 

/ 
29/10 

继续第二学期期末考 24/10~26/10 教务处 全体老师   
继续高中统考 24/10~26/10 教务处 总务处   
继续初中统考 24/10~25/10 教务处 总务处   
行政会议 25/10    (二 ) 校长室 行政各处   
班际篮球赛 27/10(四)开始 体育处 全体师生   
屠妖节特假 28/10    (五 )       
屠妖节公共假期 29/10    (六 )       

20 
31/10 

/ 
05/11 

高三生涯辅导系列活动 31/10~02/11 辅导处 高三学生自由报名   
Cambridge English Workshop Group 2 31/10~02/11 ELC 报考学生 放学后 
高二SPM考生返校领取第二学期期末考考卷 01/11    (二 ) 教务处 高二科任老师 按星期二课表进行 
全校独唱比赛(初赛) 02/11    (三 ) 课外活动处/合唱团 各班学生 朝阳堂 
IELTS 备考课程 02/11~05/11 ELC 报考学生 9.00am~1.30pm/ELC 
全校独唱比赛(决赛) 04/11    (五 ) 课外活动处/合唱团 各班学生 朝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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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日：50天   短假：37天 

周次 日期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注 

21 
07/11 

/ 
12/11 

IELTS 备考课程 07/11~09/11 ELC 报考学生 9.00am~1.30pm/ELC 
SPM考试 07/11~29/11 教务处 总务处   
校务汇报会 08/11    (二 ) 校长室 行政各处/全体老师   
Cambridge English Exam口试(KET\PET) 08/11    (二 ) ELC J1Y/F/K/L/T/J及其他报考学生 8.00am~4.00pm 

KET忠礼堂/PET科5楼 

Cambridge English Exam口试(KET\PET) 09/11    (三 ) ELC J1H/P/M及其他报考学生 8.00am~4.00pm 
KET忠礼堂/PET科5楼 

公布学会评鉴成绩 09/11    (三 ) 课外活动处 学会负责老师   
初一天文学识学习营 
(班级：忠、孝、仁、爱、信、义) 09/11    (三 ) 科学/地理科教研组 教务处 7.30am~3.00pm 

忠礼堂 

初一天文学识学习营 
(班级：和、平、礼、廉、智、勇) 10/11    (四 ) 科学/地理科教研组 教务处 7.30am~2.00pm 

朝阳堂 

学会执委改选（2017年度） 10/11    (四 ) 学会负责老师 课外活动处   
宿舍温馨之夜 11/11    (五 ) 舍务处/宿舍生自治会 全体住校生及家长 7.00pm~9.30pm 
教育研讨会(一)~“教享悦”教育研究成果发表会 12/11    (六 ) 教育研究与发展组 全体老师 大讲堂 

Cambridge English Exam(KET\PET) 12/11    (六 ) ELC 报考学生 9.00am~1.30pm 
ELC课室 

22 
14/11 

/ 
19/11 

归还2016年借贷课本 
2017年借贷课本开始申请 

14/11    (一 ) 课外活动处 全体师生 
  

初三、高三练唱毕业歌 15/11    (二 ) 毕联会/课外活动处 初三、高三班导师 7.30am~8.30am 
朝阳堂 

全校大扫除 15/11    (二 ) 总务处/训导处 全体师生   
高初中毕业典礼 16/11    (三 ) 训导处/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高三毕业生叙别茶会 16/11    (三 ) 毕联会/高三班导师 课外活动处   
休业式 17/11    (四 ) 训导处/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Cambridge English Exam口试(KET) 17/11    (四 ) ELC J1C/I/W及其他报考学生 1.00pm~6.00pm/ELC 
Cambridge English Exam口试(FCE\CAE) 18/11    (五 ) ELC 报考学生 12:30pm~6.00pm/ELC 
家长到校领取成绩报告表 18/11~19/11 班导师 行政各处 各班课室 
各班学生办理新学年学籍注册 18/11~19/11 会计处/教务处 总务处/电脑化小组 朝阳堂 
师生校友美展 18/11~19/11 相关单位 课外活动处 朝阳堂 
Cambridge English Exam (KET\FCE) 19/11    (六 ) ELC 报考学生 9.00am~1.30pm/ELC 

23 
21/11 

/ 
25/11 

继续各班学生办理新学年学籍注册 21/11    (一 ) 会计处/教务处 电脑化小组 会计处 
教育研讨会(二)：·教育专业成长分享会 21/11    (一 ) 行政各处 全体老师 8.30am~12.30pm 
·教育专业成长讲座~如何通过资讯化提升   
  独中教育素质【尤芳达教授主讲】 

21/11    (一 ) 行政各处 全体老师 1.30pm~3.45pm 

·学科教学检讨与开发 22/11    (二 ) 教务处/各学科教研组 各科科任老师 8.00am~12.00pm 
教育研讨会(三) ~教育措施研讨 23/11    (三 ) 行政各处 全体老师 8.00am~4.00pm 
IELTS考试(口试) 25/11    (五 ) ELC 报考学生   
IELTS考试(笔试) 26/11    (六 ) ELC 报考学生 忠礼堂 
Cambridge English Exam (CAE) 26/11    (六 ) ELC 报考学生 ELC 
Google at School Conference 26/11    (六 ) 资讯科技管理委员会 总务处 科技大楼 

年 
终 
假 
期 

26/11/
2016 

/ 
01/01/
2017 

醒狮干部训练营 01/12~02/12 醒狮策划小组   住校 
醒狮密集训练营 03/12~07/12 醒狮策划小组 全体醒狮队员 住校 

雪州苏丹诞辰公共假期 11/12    (日 )       
穆罕默德诞辰 12/12    (一 )       
新任老师培训 14/12    (三 ) 教务处/训导处/辅导处 行政各处/全体新任老师   

新任班导师培训 15/12    (四 ) 教务处/训导处/辅导处 行政各处/全体新任班导
师 

  

PT3成绩放榜 19/12    (一 )       
醒狮集训 19/12~21/12 醒狮策划小组 全体醒狮队员 9.00am~4.00pm 
高初中统考成绩放榜 21/12    (三 )       
2017学年新老师工作坊 23/12    (五 ) 校长室 行政各处/全体新任老师   
新任英文老师培训 23/12    (五 ) 英语教学中心 全体新任英文老师   
圣诞节公共假期 25/12    (日 )       
圣诞节补假 26/12    (一 )       
2017学年校务会议 27/12    (二 ) 校长室 行政各处/全体老师   
初一班导师会议 27/12    (二 ) 辅导处 初一班导师   
高一班导师会议 27/12    (二 ) 训导处/辅导处 高一班导师   
高三班导师会议 27/12    (二 ) 课外活动处 高三班导师   
2017学年班导师工作坊 28/12    (三 ) 校长室 行政各处/全体班导师   
2017年初一住校生生活营 28/12~31/12 舍务处 宿舍生自治会   
2017年初一新生始业辅导 29/12~31/12 辅导处 初一班导师/行政各处   
2017年高一学生始业辅导 29/12~31/12 训导处/辅导处 高一班导师/行政各处   
元旦公共假期 01/01/17(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