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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华中学北京教育考察团于行前会议后合影，前排左二起：许梅韵副校长、莫壮燕副校长、苏进存副校长、署理董事长 

    拿督李平福、潘斯里陈开蓉董事、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黄秀玉校长、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校友会副主席叶进来董事、 

    校友会署理主席陈静翔董事、谢锡福副校长。 

谢锡福副校长报道 

9月10日至17日，我校北京教育考察团一行

27人于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带领下赴北京进行

教育考察，行程包括参访北大、清大、北大附

中、北京四中、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国

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外司等。 
配合此次考察行程，杨董事长亦受邀与北大

学生交流，也将与我校留学及就职于北京校友聚

餐，并成立“兴华北京校友会”，以逐步串联并

组织分布世界各地的兴华校友。 
丹斯里杨忠礼博士表示，教育需要与时并

进，教育工作者也要在教育的行知中，不断探

索、实践与学习中自我提升，以追求更优质、卓

越、精致及创新的教育。他说，我校组织教师和

学校三机构代表赴北京进行教育考察，参访中国

最好的大学和中学，就是为了了解中国高等教育

及中等教育的发展，学习先进的办学理念与教育

措施。 
他续称，中国的崛起也反映在教育的成功

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我们谦虚启航，学

习他人先进和成功的办学经验，结合我们独中的

优势与特长；兴华中学是一所强调人文科技相

结合的独中，我们深刻体会，只有具备前瞻性

的教育理念和规划，才能在日新月异的新世纪

中继续前进。 
此趟北京教育考察团成员如下：顾问丹斯

里杨忠礼博士、领队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

团长黄秀玉校长、副团长为校友会主席余安董

事、苏进存副校长、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校

友会署理主席陈静翔董事、校友会副主席叶进

来董事、课外活动处主任谢锡福副校长、英语

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副校长、教务处主任许梅

韵副校长、训导处主任李荣兴老师、辅导处主

任覃秀娴老师、辅导处副主任李辉祥老师、总

务处主任黄志光老师、体育处主任苏爱云老

师、电脑教学中心主任李庆福老师、资讯出版

组组长黄乐仪老师、资讯出版组及网上教学推

展小组刘美娥老师、数学科教研组组长林雁冰

老师、国文科教研组组长李锦华老师、网上教

学及协同学习推展组黄燕娣老师、华文科教研

组组长李贤丽老师、地理科教研组组长翁明娇

老师、历史科教研组组长符彩英老师、教务处

助理朱健鸿老师、教务处助理许长青老师。 



 

HIN HUA MONTHLY        2016年 9月号     
 

2 

摄影：资讯出版组、摄影学会、黄学儿（高二理仁）、林祖恩（高二文商礼）、 

             蔡潍泽（高一理忠）、蔡伟国（高一理仁）、黄彦莛（初一仁） 

报道：叶颂晴（高二理忠）、陈奕骏（高二理仁）、颜子芳（高二理爱）、 

            吕佳恩（高二理爱）、余梨娜（高二理信）、洪欣玲（高二理信）、 

            连婉仪（高二文商和）、尤可盈（高二文商平）王立恩（高二文商智）、 

            刘凯铷（高一理忠）、蔡潍泽（高一理忠）、颜孟欣（高一理忠）、 

            赖俞欣（高一理仁）、叶筱薇（高一理爱）、丁慧湘（初二爱）、 

            林筠晶（初二平）、林楷泽（初二平）、王馨贤（初二礼）  

兴华月报   2016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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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教育考察团一行人出席晚宴，见证兴华北京校友会的成立。  

谢锡福副校长报道 

9月15（星期四），兴华北京校友会正式

成立！ 
我校董事长丹斯里杨忠礼于9月11日（星

期日）率领教育考察团到访北京，并于15日中

秋佳节晚上在北京万豪酒店举行“兴华人北京

晚宴”，见证兴华北京校友会的成立。杨董事

长致词时首先祝贺兴华中学教育考察团参访大

学、考察中学、拜会市国侨办行程取得圆满成

功，也给在场所有师长和校友致以亲切的问候

和祝福。由于当天也是杨董事长夫人潘斯里陈

开蓉董事的生日，杨董事长也

有感而发，以“月亮代表我的

心”表达内心的思念与牵挂，

在场师长与校友也通过手机视

讯齐唱《生日快乐》歌谣祝陈

开蓉董事永远幸福、快乐。杨

董事长对所有协助此次教育考

察参访大学、考察中学行程的

人表达由衷感谢。“老师们、

同学们，中秋最美，美不过真

心的祝福。” 

兴华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

在晚宴上致词时表示，在丹斯

里杨忠礼董事长领军下，兴华屡创高峰，此行更

带领大家参访北京优秀学府，学习中国前瞻性的

教育改革。他说，兴华校友会的茁壮成长奠基各

主、客观因素上，他感谢一路走来领导校友会的

同仁。兴华北京校友会的成立是联谊各地兴华人

的第一步，下一站即将成立兴华台北校友会。  
兴华北京校友会会长邓世轩在晚宴上致词时

说，校友会的成立，旨在凝聚在京兴华人，并促

进与母校的联系，支援发展及回馈母校。他指

出，近几年，赴京留学的兴华毕业生，随着中国

经济崛起及高校素质的提升而增

 

 黄秀玉校长（左二）移交纪念品给兴华北京校友会会长邓世轩（右二）， 

    左起为兴华北京校友会顾问赖贞瑝、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兴华校友会 

    主席余安董事及兴华家协主席陈伟后。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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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乐仪老师报道 

我校董事长丹斯里杨忠礼博士颁总数20万
令吉助学金给10位优秀毕业生，其中5位为教

职员子女，另五位为校友，每人每年获5千令

吉奖学金。 

杨忠礼陈开蓉大专助学金的成立旨在赞助

序 姓名 就读大学/系 

1 庄渊钧 Monash University  ( B.of Business & Commerce ) 

2 蔡宁馨 Sunway University ( Bsc.of Psychology ) 

3 孙煯奕 台南应用科技大学 ( 纯美系 ) 

4 符爱婷 Sunway University ( Bsc.of Accounting & Finance ) 

5 林晋琛 国立成功大学土木工程学系一年级 

6 纪荣轩 金宝拉曼大学 ( 公关系 ) 

7 卢汶凯 SEGI COLLEGE ( Business & Marketing Management ) 

8 洪义茗 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   ( 运动保健 ) 

9 郑尊仁 国立台湾大学 ( 工程及海洋工程学系 ) 

10 简妏珊 Sunway University ( Accounting & Finance ) 

我校毕业生及教职员子女升读国内外大专本科

学位教育费。基金来源于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

礼博士及夫人陈开蓉董事200万元献金，以此

为本金，每年利息作为奖助学金之用。凡在我

校服务满三年的全职教职员子女或品学兼优、

家境清寒，热心学校活动的高三毕业生可提出

申请。 

 领取奖学金的优秀毕业生与师长合影。前排左一为苏进存副校长、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 

    潘斯里陈开蓉董事、黄秀玉校长、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 

文接上页 

加，母校也准备与北京著名高中深入的合作，

因此有感需要建立一个正式的校友会组织，把

兴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是兴华第一次在国外设立校友会分

会，也是我们北京兴华人的荣幸。” 

联谊在京兴华人 

会长邓世轩说，校友会目前以联谊在京兴华

人为主，也计划回母校宣讲留学计划，目前规模

虽小，但会力求进步，希望大家给予支持及鼓

励。另外，兴华北京校友会成立后，获得董事长

杨忠礼捐赠人民币5万、兴华校友会人民币5千，

及长江文化基金人民币5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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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启昌教授。  

颜子芳、吕佳恩（高二理爱）报道 

我校于8月30日（星期二）下午2时至4
时邀请到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

学系陈启昌教授（法国法兰西康德大学工程

科学博士）于科技大楼物理实验室进行“与

奈米光电相识”讲座及奈米实验示范。讲座

开始前，副校长兼教务主任许梅韵老师特颁

发纪念品给陈启昌教授，以表示谢意。 
陈启昌教授首先为我们介绍了台湾国立

中央大学的整体发展、地理位置与校园环

境。他表示，中央大学是台湾联合大学系统

的一员，其他成员包括：台湾国立清华大

学、台湾国立交通大学和台湾国立阳明大

学。此系统旨在促进四校之间的联系，让四

校的学生能共用学校设备及资源等，实现

“一校注册，四校悠游”的体制。 
接着，陈教授正式进入讲座主题。奈

米，是长度的单位，即1米的十亿分之一

（10¯9m）。奈米科技近来获得高度的重视

与发展，其原因在于当物体结构处于奈米尺

度时，将会产生一系列特殊的物理现象，因

此成为热门的研究对象，以期利用相关的技

术改善人类生活。 
蝴蝶翅膀、海老鼠的毛发、五颜六色的

蛋白石和贝壳内部表面都会出现奇特的反光

现象。陈教授表示，这些反光现象，都是由于其构

造上具有的细微洞状结构反射光线后的结果。从不

同的角度观察，则会观察到不同的颜色。这些洞状

结构之所以能导致五彩的反光现象，与发射光波长

和周期性结构的大小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光的波长

与周期性结构的大小之比约为2比1时，才会发射出

该种颜色的光。 
陈教授接着提出了光子晶体的概念。光子晶体

是指不同折射系数的材料周期性、重复地分布在结

构中。与普通的材料不同，光子晶体有异常的折射

特性、且只有特定波长的光可以在其中传播。种类

上可分为1D，2D和3D的光子晶体。而以上所述的

洞状结构，就是类似于光子晶体的结构。光子晶体

是由美国物理学家Eli Yablonovitch和加拿大多伦多

大学物理学博士Sajeev John 两人共同提出。Eli 
Yablonovitch 认为运用一种周期性的结构，可让辐

射作用提升；而Sajeev John认为人类若要“抓

住”光，则须运用一种周期性的结构。两人对于周

期性结构的概念不谋而合，因此一同制定下了“光

子晶体”的概念，其中“晶体”指的就是周期性的

结构。 
奈米大小的结构的制作需要运用到类似电子显

微镜的仪器，其原理是利用电子束曝光，制造出相

关的图样。电子束曝光的精度可以达到奈米量级，

从而为制作积体电路提供了很有用的工具。 
此外，陈教授也介绍了一些奈米科技的应用，

其中光纤的运用是较为普遍的一项。目前光纤已经

取代部分铜线的运用，作为传输的媒介之一，其优

势在于质量上比铜线轻，成本也较为便宜，因此以

光纤完全取代铜线则成为发展的最终目标。再者，

奈米结构的运用也可使光做出大幅度的曲折，有利

于缩小光纤转向所需的半径，从而缩小产品的体

积。光子晶体也用于LED灯的制作中以提高其亮

度。若在LED灯表面覆上一层光子晶体作为抗反射

层，则可增大光线的临界角，减少全反射的发生，

使更多的可见光穿透出灯管，进而使其发出更亮的

光。 
陈教授还分享了自身的研究——甜甜圈波导。

甜甜圈波导是一种光子晶体波导，此一新型的光子

晶体波导能够有效地将光的能量局限在其中空结构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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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科技的脚步 
戴美君老师 

参与这次讲座前，

我对于奈米科技有一定

的认识，然而没想到奈

米与光电竟有这么多的

关系。教授所讲解的内

容都相当专业，让我长

了不少知识。我个人对

于这次的实验有浓厚的兴趣，很好奇整个实

验的制作与进行过程，而实际动手制作后也

明白了整个实验的操作原理。这次的讲座让

我惊觉到科技快速的发展，我们努力学习之

余也要与时并进，才能跟上科技的脚步。 

 

 

了解奈米技术在

光电领域的发展 
刘庭敏（高三理孝） 

之前就听说过奈米技术可

以用于各种不同领域，此次看

到讲座主题与奈米在光电方面

的应用有关，就参加了这场讲座。这场讲座带给我

不少收获，例如：某些物体或石头上孔洞的大小会

决定反射光波长、人类在光电领域发现了光子晶体

的特性，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奈米科技与技术的着重

与发展等。讲座中进行的实验也让我得知，通过实

验的方式，我们可以组成与蝴蝶翅膀具有相似结构

的人造奈米结构。当光线照射此结构时，便会产生

蝴蝶翅膀般的色泽。通过这场讲座，我发觉到奈米

技术在光电领域中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也希望这些

奈米技术可以用于更多的领域上，使人类更加进步。 

 

当中，而且波导的中心为空气，降

低了因介质因素所造成的能量损

失。此结构利用在镭射上，能够提

升光集中的效率。 
最后，陈教授带领学生及老师

们进行制作人造蝴蝶翅膀的实验。

实验方法为以滴管取一滴悬浮于纯

水中的玻璃奈米小球，滴在盖玻片

上，用吹风筒以热风吹干水分。水

分蒸发后，盖玻片上就只剩下众多

而细小的玻璃小球。这些小球组成

了周期性的结构，仅会反射特定波

长的光，因此反射光并呈现出蝴蝶

翅膀般的亮绿色。 
这次的讲座和实验让同学与老

师们学习了不少奈米科技与光子晶

 同学们用吹风筒以热风吹干滴在盖片上的纯水玻璃奈米小球。 

体的知识，让大家对奈米光电有更多的了解，期待奈米光

电迅速的发展为人类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这次的讲座和实验让同学与老师们学习了不少奈米科技与光子晶体的知识，让大家对奈米光电有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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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其实不荒，它蕴藏着无限生机，还有生命奥秘。 
荒野，是我们留给下一代最珍贵的遗产。 

 苏添益先生。  

林卿卿老师报道 

9月23日晚上8时，一场由兴华中学家

教协会主办的讲座在科技楼大讲堂展开了，

主讲人是苏添益先生（2012年创立马来西

亚荒野保护协会，现任会长），讲题为《把

荒野留给孩子》。当晚，凭着苏先生幽默风

趣的口才和一张张荒野里的生物照片，让我

们虽身处冷气讲堂，但心却已到了荒野中，

寻物探幽去了。 
讲座伊始，苏先生就笑称自己“从小就

不爱读书，虽很调皮但本性不坏，只是爱

玩。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孩子和以前的不

一样，随着资讯时代的来临，没有多少人可

以真的不读书而成功创业。因此，如今的孩

子面临沉重的升学压力，不像以前的孩子可

以‘通山跑，尽情玩乐’，更多时候得面对

作业、考试，不然就是对着电子产品，离大

自然很远。” 

童年教育是人一生中的基石。童年播下的种子， 

他日终将开花结果。 
因此，苏先生表示，“如何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显得重要。”只追求好成绩，对外面的世界不闻不

问是家长想要的结果吗？以前的人们很穷，物资贫

乏，但过得较快乐；现在的我们过得很富裕，但真

的快乐吗？苏先生通过两张对比的图让我们看到，

“一百年前的人们躺着吸鸦片，一百年后的人们则

是躺着按手机。这个画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类看似进步了，但科技的进步

不等于心灵的富足。现在的小孩只要一闹，父母就

会塞Ipad给他，因为这样可以快速解决问题。现在

的孩子只会对着电子产品，跟我们以前的童年不一

样，只要一支粉笔就可以玩跳飞机。我们还玩玻璃

弹珠、跳绳、陀螺......” 
苏先生还提到，只要仔细观察我们的社会，就

会发现马来同胞还保留淳朴的生活方式，他们常在

草地、海边、瀑布边就地野餐，充分享受生活。身

为马来西亚人，我们有着丰富的大自然资源，像我

国的国家森林公园，就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雨林。但

是，有多少人真的认识我国的热带雨林？ 
为孩子的基因注入“爱”的种子 

现在很多的父母不敢让孩子接触自然界，因为

害怕危险，担心小孩会被昆虫咬。其实害怕是因为

不认识，对其一无所知。苏先生呼吁道，“空闲时

间，带小孩到荒野去玩吧！小孩就是要玩，从玩中

学习，通过玩乐去接触这个世界。父母爱对孩子

说：‘不！这不许碰！那里不准去！’，完全抹杀

了孩子的潜能。父母担心、害怕孩子受到伤害，对

他们过度保护，于是小孩变得非常胆小，不敢尝

试，长大后也没有勇气挑战新事物。”其实，透过

大自然为孩子注入“爱”的种子非常重要，因为外

围的环境对他们影响深远。小孩是天生自然的观察

家，善于发现新鲜事物，有着最敏锐的观察力。此

外，通过接触大自然，也可以教育小孩敬天畏地，

明白宇宙万物的循环是一体的，自然就会更懂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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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早前到台中旅行，取得了一份当地的刊物《温度》，读到一篇文章《再见 山川 海

洋》，非常认同其中的观点。文章里提到，“对于某一代人来说，海边是个危险的

地方，民众从此便断了和海的缘分......禁止入山，让许多潜藏在山里的溪流，也从

人们的生活视野里消失，生活中只剩下沟渠和池塘。”我们一听到山、水、森林，都觉得其充

满“危险”，但所谓的“危险”，常常是因为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 

旅行回来以后，我把文章打印出来，分发给出版组的同学，希望他们思考自身和大自然的

关系。然后，我遇到了这场讲座。我深深认同苏先生的观点，在人类生活领域和需求不断扩张

的时候，大自然变得极为卑微，最后只能通过更极端的方式回应人们。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和

大自然的关系，重新认识他们，建立彼此间更好的互动关系，我们的生活才会因此变得更加丰

富、美好。 

不管是山川、海洋抑或动植物，让他们重回到大人和小孩的生活中吧！ 

恩。“爱”的种子让他们学会珍惜、善良，让

一切生态顺应自然法则，与人类共存共处。 
如何为孩子的基因注入“爱”的种子？ 
苏先生表示，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带孩子进

入大自然，让他们接触“上帝的恩赐”，了解

生态的奥秘。通过仔细的观察，可以培养小孩

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的小孩或

许成绩好，但他们看不到问题、看不到事情原

貌，丧失了观察能力。此外，接触大自然也可

以提升孩子的创造力。“想象源于自然界的万

事万物”，苏先生通过各种有趣的对比照片，

告知我们很多电影作品、艺术创作都是从大自

然取材。苏先生还跟我们分享了他在大自然取

得的各种声音，让我们大开眼界，得知原来犀

鸟的叫声非常特别！苏先生分享的摄影作品，

也让现场的我们啧啧称奇，原来，大自然中还

蕴藏了许多我们没见过的生物，而且长得非常

漂亮！ 
值得深思忏悔的人类 

讲座临近尾声，苏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诉我

们：马来西亚的国家森林、大自然界慢慢地遭

受破坏，很多美好的地方正逐渐消失。他一针

见血地指出，“天地生养万物，人依万物而

生，但无一物回以报恩。”人类为了获取利

益，不惜破坏大自然，滥杀各种动物。苏先生

播放的照片，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凝固起来，人

们为了皮貂大衣、鱼翅、象牙等各种欲望，残

忍地伤害各种无辜的动物，造成生态的不平

衡。有鉴于大自然惨遭破坏，苏先生致力成立

了“马来西亚荒野保护协会”，旨在保护逐渐

消失的“地球珍宝”。此外，苏先生也积极筹

办各种走近荒野的活动，身体力行，用直接体验

的方式来达到教育的目的。 
最后，苏先生以一句话作为结束语，也让在

座的我们引以为鉴——以爱来呵护我们的地球母

亲，让孩子从大自然里得到滋养。 

 主讲人提到透过大自然为孩子注入“爱”的种子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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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动：讲座会 

王立恩（高二文商智）报道  

9月6日（星期二），我校图书

馆举办了一场《给我一杯咖啡的时

间》分 享 会，主 讲 人 为 Seraph 
Awaken的两位老板——陈俊鸿和黄

巧诗。分享会尚未开始前，只见两

位主讲人穿着一身简单的店服，笑

眯眯且亲切地望着步入图书馆的师

生们。听众席前的桌上摆着精致的

咖啡器具，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咖

啡味，让人对分享的内容有无比的

期待...... 
分享会伊始，主讲人首先为我

们介绍了三种不同的咖啡豆——

Liberica（利比里亚） 、Arabica（阿拉比卡）

和 Robusta（罗布斯塔），并亲自萃取咖啡让

听众品尝。黄巧诗小姐说道，“不同的咖啡豆

会呈现不同的风味，层次多变，需要你细心地

品尝，慢慢地体会从嗅觉到味觉上的味道转

变。再者，咖啡的滋味会随着品尝者的心境变

化而有所改变，若在轻松的情况下品尝咖啡，

咖啡的味道会更棒；当然，咖啡师煮咖啡时的

 图书馆主任黄英莲老师（左）颁赠纪念品予主讲人黄巧诗（中）和 

   陈俊鸿。 

 

心情也直接影响咖啡的滋味。” 
黄小姐在讲解咖啡豆的由来、产地、品种的

同时，另一位主讲人陈俊鸿先生专注地在磨咖啡

豆、烧水，再慢慢地冲煮咖啡。此时，图书馆充

斥着咖啡香，主讲人的讲解、眼前的咖啡豆和咖

啡机融合在一起，整个主题书展仿佛立体化了，

体现了“生活、实体与书本内容相结合”的阅读

意义。陈先生让在座的我们品尝咖啡，希望我们

 主讲人黄巧诗在分享咖啡的知识的同时，另一位主讲人陈俊鸿则专注地在冲煮咖啡，现场弥漫着淡淡的咖啡味。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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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问您是如何认识这次分享会的主

讲人？ 
认识巧诗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有趣的是，认识她并不是因为咖啡的

关系，而是喝（中国）茶。那时候，在吉隆坡开茶

坊的友人想在金马伦办一场“茶聚生活营”，就召

了我们几个茶友一起参与筹办活动。在那次活动

里，全营中年纪最小的参与者就是巧诗和他哥哥。

他们对茶艺很热忱，特地从巴生到吉隆坡报名参

加，她还是个初中二的学生吧！所以我们这些大哥

哥大姐姐对这对兄妹印象特别深刻。后来和巧诗聊

起，现在她虽然经营咖啡馆，但是依然对茶艺念念

不忘。不过我相信，无论茶艺或冲泡咖啡，那颗细

腻用心和注水动作，冲泡出来的咖啡，是让旁人最

大的着迷。 
后来因各自就业和升学，大家都断了联系。晃

眼间十多年过去，直到前2年听说有一对年轻夫

妻，开着一辆旧Kancil老爷车在巴生Bukit Tinggi的

文接上页 

在不加糖不加奶的情况下喝出咖啡的原味。 
主讲人也分享了自己的咖啡馆“Seraph 

Awaken”的“历 史”，从 一 开 始 驾 着 一 辆

Kancil在路边摆摊，到开设自己的店面的经过。

“Seraph Awaken”这间咖啡馆位于巴生后街

区，这里是巴生最古老的地区，巴生第一间肉骨

茶店、第一间有冷气的酒楼都位于这里，这也是

主讲人选择在这里开设店面的原因。她提到“这

里是富有故事性的地方，而且保留的历史遗迹也

不少，建筑上有现代社会商业化住宅区所没有的

建筑智慧，且设计很简单。前来的顾客应该都是

喜爱这些特征的人。” 
许多人建议他们售卖咖啡以外的食品，以提

高营业利润，但最后他们仍然坚持只卖咖啡。

“如果我们店内有销售其他食品，顾客的味蕾会

因为品尝过其他食品而感受不到咖啡真正的味

道。”主讲人说，“喝咖啡其实不是一种奢侈的

享受，学会细细品尝咖啡，会让人心静，相信这

样一来，在观察事物上会更加细腻。” 
分享会期间，有同学问起如何坚持自己的梦

想？“一开始，我并不觉得成为咖啡师是我的梦

想，”主讲人说，“但如果有一件事情能让你

无暇顾及遇到的种种不顺或烦恼，能让你不得

不全神贯注去做，那么代表它适合你，你会自

然地做下去，而且你会从中获得很多道理，渐

渐地，这件事情与你的生活形成了一种连结，

最后成为了你生活中的‘需要’。”主讲人也

提到，“坚持从事咖啡行业，就像慢跑一样，

当你跑了10、20分钟时，会觉得自己快要不行

了，但只要突破了这10、20分钟的极限，那里

就会是一片海阔天空。” 
谈到成为咖啡师的条件，原来并非那么简

单。主讲人认为身为咖啡师，对味道的敏锐度

一定要高，不仅如此，咖啡也是食品的一种，

要成为咖啡师，对物理、化学等也必须有相当

的了解，这对于烹煮高品质的咖啡起着非常大

的作用。 
最后，针对“咖啡喝多了会上瘾”这一

点，主讲人嫣然一笑，“我觉得能够不让自己

上瘾是一种智慧。因为人类已经习惯了‘习

惯’。你可以选择不让自己上瘾，就像你也可

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 

街边卖风味咖啡（手冲咖啡）。所以便和太

太在放工后，特地去探寻。去了几次都摸

空，后来拜脸书的神通广大，才知道他们已

经在巴生火车站后街落户。我太太肠胃不太

好，不适合多喝茶或咖啡，但是却会为我一

起去探幽茶馆和咖啡馆而特别积极。所以就

在咖啡馆开始营业后不久，我们来到这间名

字很特别的咖啡馆，味觉苏醒——Seraph 
Awaken。 

再次见到巧诗，当年的小妹妹已经是位

咖啡师了，而她身旁也多了一位志同道合的

伴侣，她的先生陈俊鸿。这对夫妻档真是巧

妙的匹配：巧诗长发斯文白皙，戴着一副黑

框眼镜，活脱脱似偶像剧中的咖啡馆老板

娘；俊鸿扎着一条马尾，手臂有个艺术刺

青，看似相当粗犷，但是当你看他在研磨咖

啡豆，冲泡咖啡的细致眼神和动作时，你就

知道什么叫专业烘焙师和咖啡师了。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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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得知图书馆9月份

有“阅读与咖啡”的主题，

就特别推荐他们过来办分享

会，促成了这次的“咖啡文

化交流”。 

 
2  请问在这次

分享会之前，

您对咖啡有什

么了解？ 
对咖啡的认识，从小都

来自于对传统咖啡店的kopi 
O、kopi kaw，外加半熟蛋一粒烤面包两片。在

家里或办公室则是味道香浓甜腻的三合一咖啡。

后来一次看病时，和医生的谈话中开始了解这些

化学加工的便利咖啡，对人体的伤害而有了相当

的 戒 心。在 医 生 强调 生 鲜 食物（Raw  and 
Whole）的原则下，开始接触完整的磨豆咖啡。 

经过这次分享会，更加深对咖啡种类和它具

有抗氧化营养价值的认识。咖啡豆子主要分成阿

拉比卡（Arabica）和罗布斯塔（Robusta）。

前者带味酸，后者带味苦。前者质量较好，适用

来泡手冲咖啡，后者一般是即溶咖啡的材料。咖

啡豆应以新鲜烘培，研磨成粉后尽快冲泡为原

则，保存期以一个月内享用最佳。 

 
3 您觉得咖啡存在的意义是？ 

两个层次，可以把它当通俗饮

料，亦可以视它为高级享受。 
作为通俗饮料，只是为了生理需求，比如说

口渴、提神，而一口咕噜地把喝下就好了。  
但是一旦你为它着迷，不妨把对咖啡的理解

层次提高。如喝茶一样，咖啡也是一种文化流动

的产物。就像以前在给高三学生讲世界史，说地

理大发现时，我都会特别谈到哥伦布大交换。因

为任何物种的交流背后，牵动的是一系列的文化

流动。 
从古早非洲埃塞尔比亚的牧羊童，发现吃了

咖啡豆的羊群，变得异常活泼的有趣故事，到法

国左岸咖啡馆，孕育了近代启蒙思想家们思辨的

源泉，点燃法国大革命的火苗。我们华人先辈，

在英殖民地时代，用最便宜的咖啡豆子加上奶油

 

蔗糖，炒出本地浓香的传统咖啡，喝着带苦味

浓又提神的咖啡乌，为这片土地耕耘开荒。 
今天，当我们看着手上的那杯咖啡，是否

思考过那豆子由何而来？可能来自非洲、中美

洲、东南亚，或本土？经过哪些人手去采撷？

是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贫农，或是大资本企

业的垄断产物？烘培师如何烘培，如何研磨？

怎样的水温适合哪一种的冲泡方法？要加入多

少的奶泡，才可以泡制出一杯好的Cappucino 
或Latte？咖啡师的拉花，能否让一个心情抑郁

的人豁然开朗？这点点滴滴，皆是一种流动中

细看的文化交流。 

 
4 请问听了分享后，您对咖啡的看

法有改变吗？ 
我 爱 喝 咖 啡，却 不 至 于 上

瘾。倒希望那些惯喝即溶咖啡的

人士，不妨改变饮用方法，尝试一下主讲人介

绍的手冲风味咖啡。简单的咖啡冲泡用具，搭

配磨好豆子，萃取一杯色香味而健康的咖啡，

其实也不过三分钟。 
另外，建议爱喝咖啡的朋友，除了一般的

连锁性咖啡馆外，不妨也找一找坊间的特色咖

啡馆。他们或许没有大资本经营，没有统一的

设计格调和高贵装潢。但是这些躲在巷弄间，

或二楼阁的不起眼角落的特色咖啡馆，正因为

不是大企业营运模式，而是经营者本身的性格

和特质，将更多个性化的想法融入咖啡馆的设

计内，往往会给咖啡爱好者更多的惊喜，就像

巧诗、俊鸿的“Seraph  Awaken”咖啡馆一

样。 

 咖啡同好相见欢。左一起为陈俊鸿、黄巧诗、严伟扬老师、吴佩芬老师和 

    蔡美玲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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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要做好保护措施 

叶宇腾 （高一理爱） 

听了这次运动伤害与

保护的讲座后，我对运动

伤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且对讲座的看法有了180°
的改变。往常我对讲座的

刻板印象就是沉闷，非常

感谢这次主讲人灵活的讲

解方式，制造了一个活泼且不失专业性的讲座

氛围。途中主讲人多次与我们互动，让同学们

有发问、发言的机会，同时也加深我们对其讲

解内容的记忆。也许主讲人属兴华校友，年龄

与我们相差不大，因此与我们互动良好，能够

清晰地解答我们的疑问。 
运动是把双刃剑，无论是观赏抑或参与其

中，它都充满魅力，然而，它对我们的身体同

样充满“杀伤力”。因此，我们在享受运动的

过程中，也要学会保护自己。最后，让我我套

用主讲人说过的话——“无论保护措施做得再

好，若过度的运动，还是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做好保护措施且适而可止，才是运动健身的上

上策。” 

 

避免急性运动伤害 

刘小甜（初三智）  

听了这场讲座，我才

恍然大悟，原来运动除了

要有技能，还要有自我保

护和处理伤口的能力。起

初我以为这个讲座会很无

趣，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

基本知识很重要，每一个

处理的细节都会是影响最后的关键，比如：延

误治疗或治疗不当，极可能引起严重倂发症或

后遗症。各种各样的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在运动

场上，所以我们应事前做好一切防护措施。 
当然也有防不胜防的时候，这时，我们应尽

可能地冷静下来，做好一切处理程序，但前提是

我们能自行处理伤口；反之，若伤口超出了我们

能处理的范围，应尽速求救，控制好场面，及时

安抚伤者，并确保伤者保持清醒的状态。 
运动固然有许多好处，但若感觉身体不适

就应立刻停止。经医生详细评估、诊断，确认

治疗方式和休息时间，方可继续运动，以免一

时急性的运动伤害，变成一辈子的慢性伤害。 

 

品尝咖啡，体会人生 
陈佩香（高二文商智)  

我觉得他们无论在精神或生活上都令我敬佩。主讲人

也许对未来茫然过，但因为怀抱着对咖啡的热忱，从一个

文接下页 

 一边听讲座，一边品尝香浓的咖啡。 

毫不起眼的路边

摊开始创业到后

来有一家属于自

己的咖啡厅。这

个 过 程 经 历 风

雨、坎 坷，却 也

让 他 们 学 会 坚

持，因为已选择

开始，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主

讲人巧诗享受当下，选择过自己喜欢

的宁静、专心且舒适的生活。当天，

咖啡的香味弥漫着整个图书馆，尝在

嘴里的咖啡似苦似酸带回甘，似人生

滋味。这场分享会。让我学到了：凡

是自己选择的东西，唯有为之努力，

才能得到成果。没有谁的人生会是一

帆风顺的，只有历经风雨，才会出现

彩虹。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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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会 

 藉由讲座会让同学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运动过程中会带来的伤害，并讲解相应的急救措施。  

赖俞欣（高一理仁）报道 

排球学会、排

球校队与圣约翰救

伤队于8月25日（星

期四）下午2时至3
时在黄景裕冷气讲

堂举办“运动伤害

与 防 护”讲 座。这

场讲座邀请了物理

治疗师——陈必豪

校 友（2008 年 毕

业）为我们主讲，

让同学们能够更深

入地了解运动过程

中会带来的伤害，并讲解相应的急救措施，以便

能更安全的享受运动的好处与快乐。 
大部分人都知道运动的各种好处，但却不了

解其中会造成的伤害及其防护的措施。运动伤害

包括身体感觉不适，如：疼痛、酸麻、紧绷等，

而防护就是要避免伤害的发生或者受伤后的恶化

现象。陈必豪学长表示，“运动伤害的类型分急

性伤害和慢性伤害两种。急性伤害有，一、开放

性伤害，一般会见血，如：擦伤、骨折、割伤

等。二、闭锁性伤害，如：拉伤、扭伤、抽筋、

撕裂伤、脱臼、骨折等等。而慢性伤害则有奥斯

古斯症、肌腱炎、习惯性脱臼、胫骨疼痛等习惯

型或累积型伤害。” 

受伤或意外发生后，我们需马上做伤害的

评估与处理。意外的现场评估项目包括：视当

场的环境及其受伤程度，再判断运动员是否可

以再回到场上。陈必豪校友说：“这些伤害中,
有的能作出防范措施而避免，有的却往往不在

掌控之中而导致意外的发生。每当意外发生，

就必须实施相应的急救措施，例如固定、止血

等。”此外，陈学长还教我们可处理范围的

“急救5个步骤”——PRICE。P指的是protect
（保护），R指的是rest （休息），I指的是Ice 
（冰敷），C指的是compress （加压），E指
的是elevation（抬高）。相信有了这个急救口

诀，不少人能更加冷静地面对运动意外的发

生。反之，当运动伤害超出了可处理范围时，

我们也应该保持镇定。首先，先将伤者固定，

移到安全的地方，确保空气流通、患者意识清

醒，然后，尽速寻求救护。 
最后，陈校友也告诉我们，康复后回到场

上，需要注意的事项。一、要接受良好的复健

程序；二、注意恢复功能与角度；三、强化肌

力与耐力；四、适当的技术调整；五、重拾上

场的信心。 
听了这场讲座后,相信在座的同学都对运动

与伤害这门课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并清楚知

道该如何适当地保护自己，以减低造成损伤的

机率。 

 陈必豪校友。  

文转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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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圣约翰救伤队少青团与兴华中学圣约翰救队交流后合影，左二起为：窦一龙、许兆康、黄佳雯老师、张棋媚老师、 

    邢薇甄、洪羽奇、谢锡福副校长、梁廷楷等。 

课外活动处供稿 

香港圣约翰救伤队少青团“一带一路香

港——马来西亚青年文化历史交流团”于8月
25日（星期四）莅临我校与我校圣约翰救伤队

进行交流，获得热烈回响。 
两团当天进行了两国文化介绍、破冰团康

活动、急救交流及花式步操表演等。活动期间

两团队员相见欢、积极互动、交流、学习与切

磋。课外活动处主任处谢锡福副校长代表学校

欢迎来自香港圣约翰救伤队少青团的莅访交

流，希望大家互相认识、互相学习，并建立友

谊。他也与我校圣约翰救伤队负责老师黄佳雯老

师、张棋媚老师带领香港圣约翰救伤队长官们参

访各项设施及学生团体活动，使访问团成员对我

校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办学，及具有中华文化特色

又朝气蓬勃的校园活动啧啧称奇并赞赏有加，为

该团一带一路文化历史交流行程更添声色，陪同

参访交流的尚有雪州巴生滨海区圣约翰救伤队负

责人邢薇甄。 
双方团员也在仁爱广场交换礼物、纪念品并

留影纪念，双方为探讨进一步合作、交流的可能

均表现极大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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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nners (from left), Cheryl Chan Yan Ni (Speaker 2), Lim Jia Yun, Ruth (Chairperson), Ng Bren Den (Speaker 1), 
      Teh Kai Hung (Speaker 3) and Ada Lee Yuan Ying (Reserve), with Ms Regina, Mdm Boo and Ms Mano.  

Reported by ELC 

The  4th 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Eight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Com-
bined English Forum 2016 was held successfully 
at Pin Hwa High School on 13th August 2016 
from 9.00am to 2.30pm. This competition was 
organized by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
mittees Association of Selangor and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and co-organised by 
Pin Hwa High School, Klang. Hin Hua High 
School team formed by Lim Jia Yun, Ruth, Ng 
Bren Den, Cheryl Chan Yan Ni, Teh Kai Hung 
and Ada Lee Yuan Ying, all from S1 Adelaide, 
won the Second Runner-up, whilst Lim Jia Yun, 
Ruth, won the Best Chairperson Award. They 
beamed with great delight as they came up on-
stage to receive their prizes.  

The objectives of this forum competition 
ar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roficiency in Eng-
lish, particularly in their speaking skills amongst 
students in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showcase their public speaking talents, to pro-
vide a platform for interactions between students 
and to raise their awareness on current and social 
issues.   

The topic presented by our school team was 
on 'Refugees in Malaysia.' The panelists played 

their roles as a refugee teacher, an UNHCR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representative and an 
ordinary Malaysian citizen who lives close to a few 
refugee families in Malaysia. Some of the issues they 
touched on were the problems faced by refugees, the 
effort taken by the UNHCR in providing a comfortable 
life for them, and the concerns of the Malaysian citi-
zens on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refugees in Malaysia. 

During the closing ceremony, Dr. Yap Sin Tian, 
the chairman of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
tees Association of Selangor and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was called upon to deliver a speech. Dr 
Yap  stressed  that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do  not  only  emphasise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Chinese but also actively promote the learning 
of Bahasa Malaysia as well as English. Students who 
are willing to make a concerted effort and adopt the 
right learning approaches will be able to overcome 
barriers and have an excellent grasp of these three lan-
guages. 

The esteemed panel of adjudicators were also in-
vited to give feedback on the teams’ performances. 
They  unanimously  agreed  that  they  had  been  im-
pressed and amazed by the students’ presentations, and 
congratulated all the participants on their competence 
and a flair for English language. They also reminded 
the participants that they had to be careful with the 
selection of the topics. They were advised to ch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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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topics which were catchy and relevant, so 
that they would not confine themselves and were 
able to express their ideas from different per-
spectives. In addition, they had to read widely in 
order to tackle the current issues thrown at them 
during the Q & A session.The adjudicators even 
suggested that the first session of presentations 
could be cut short as students are well-trained by 

their teachers and they can rehearse their speeches. 
Therefore, more weightage should be given to the Q 
& A session, where they could be truly judged ac-
cording to their content knowledge, quick thinking, 
spontaneous response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Again, we congratulate our school representatives 
on their great achievement and look forward to their 
constant effort in self-improvement. 

Lim Jia Yun, Ruth (S1 Adelaide) 
A race , a thrill, a challenge is how I would 

view this Forum Competition. Being the young-
est team, winning the Second Runner-up is in-
deed a great honour. Besides, our script was also 
written by our teammates through collaboration. 
No doubt, we had higher expectations and we 
certainly threw all the energy we had got into the 
preparation. Going for the competition not only 
helped us grow in the thrill and love for public 
speaking, most of all we bonded together as a 
team. My teammates are my pride, minds agile 
tongues  tactful,  you  can  never  underestimate 
their ability. I would not say the Best Chairper-
son Award only belonged to me. Instead, it be-
longed to my teammates who wrote my script, 
made our front look impressive, provided all the 
background support and definitely, rocked the 
stage. 

 
Teh Kai Hung (S1 Adelaide) 

Well, to be honest, there were no words that 
could express my feelings on this year’s forum 
performance. We were a great team, and I could-
n’t have wished for another crew as good as this 
one. I felt happy, but strangely in a way, also 
disappointed and sad. Because we did all we 
could and that it should’ve been enough but sur-
prisingly it was not. We had seen through all the 
past year’s forum team presentations. We had 
studied them and learned from them. We were 
expecting an easy  ‘win’,  since we had been 
through all their strong and weak points. But in 
the end, on that day at the forum, it seemed that 

all  the  teams from all  eight  independent  schools 
thought otherwise. I had underestimated them, and I 
could say that led to my biggest downfall. We thought 
we were going to see the same faces, but new repre-
sentatives were chosen, and they were strong, in both 
manner and use of language. Till the last we showed 
our best, and that got us the Second Runner-up, which 
basically means 3rd place. Well, all in all, if there is 
any advice to be given to the future representatives of 
Hin Hua High School, this is it: never underestimate 
your opponent, if you do, then you’ve already lost. 
Also, put in more effort in preparation for Q & A ses-
sion. We hope, I hope, that one day Hin Hua High 
School can proudly display the Champion trophy at 
ELC, and all that we’ve done, will not be in vain. 

 
Cheryl Chan Yan Ni (S1 Adelaide) 

This is my first time participating in an inter-
school competition and I've learned a lot since the 
start of it. The most challenging thing for me is the 
impromptu speaking during Q&A session.This first 
trophy means a lot to me and I'm really honoured to 
represent Hin Hua High School and achieve a new 
milestone in my life. 

 
Ng Bren Den (S1 Adelaide) 

First and foremost, it is a very great honour for 
me to represent Hin Hua High School in an external 
competition. I'm ecstatic because this is my first ever 
trophy in my four years of secondary school. Granted. 
I'm gutted of being unable to get first place but rest be 
assured, I will spare no effort to win first place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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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ers of My Sekolah Short Film Competition posing with Mdm Boo and their English teacher, Ms Evon.  
       (From Left: Tan Xun, Alvin Liew, Richard Antonio, Lim Shuang, Mdm Boo, Ms Evon, Fong Xin Qian, Heng Khai Je,  
        Tan Vyi Han)  

Reported by ELC 

A  team  of  enthusiastic 
students  from  Senior  Three 
Adelaide  and  Manchester 
clinched the Best Storytelling 
Award  under  the  “My 
Sekolah” Short Film Competi-
tion  organized by IACT Col-
lege. They bagged RM1,000 
cash for  their  effort,  out  of 
which RM300 will go to the 
school. Together with this, the 
team was also presented with 
a trophy. The team was led by 
Fong Xin Qian from S3 Adelaide, along with his 
team members Tan Xun, Heng Khai Je, Richard 
Carlos, Alvin Liew Chye Wei, Lim Shuang and 
Ivan Tan Vyi Han.  The short  film is  entitled 
“1969.” It is about the protagonist along with two 
of her classmates trying to save their school from 
being closed down due to the low enrolment of 
students in the late 60s. Many independent schools 
were on the verge of closing down due to the lack 
of students. The short film reflects the hardship the 
members of the school had to go through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 

The finalists we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eir work to the panel of judges which 
consisted  of  IACT  College  broadcasting  pro-
gramme leader and lecturer, Mr. Cyrus Tan Kok 
Sung, McCann Malaysia executive creative direc-
tor, Mr. Gavin E. Hoh and stand-up comedian, Dr 
Jason Leong. The short films were uploaded onto 
mysekolah.my for public voting and judging by 
the college’s industry experts. Held in partnership 
with Study Hub Asia and sponsors Milo and Dom-

 

文转下页 

ino’s Pizza, the competition aimed at providing a 
platform to discover young creative talent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competition received a total of 302 
video submissions from more than 170 schools na-
tionwide. The competition was catered to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ged 16 to 18, aiming to give them 
opportunity to share about their school and expose 
them to pursue a career in the communication indus-
try. 

The team, “Seven Musketeers” came together 
in early August this year to prepare for the competi-
tion. Fong Xin Qian, who is also the director of the 
film, led his team in discussions and preparations 
before the day of the shoot. The main storyline and 
script was produced with the help of Co-director 
Tan Xun, and actors Richard Carlos and Alvin Liew 
from  S3  Manchester  and  Adelaide  respectively. 
Since this was a small scale production, actors were 
secured before writing the script, unlike convention-
al productions where actors were cast after the script 
was written. This allowed the team to tail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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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g Xin Qian（Director、S3 Adelaide) 
I enjoy every chance I get to make a short film with my 

friends. It’s not only for the excitement, but also the experience 
we gain every time we put in our effort to create a creative work 
of art together. This time it was no different. The filming and 
preparation of “1969” was truly a blast and surely an unforget-
table memory for us. Each member of the team is talented in 
their own different ways. Although we didn’t achieve what we 
aimed for, we came close to it and that’s a great motivation for 
all of us.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chance to thank my co-
director Tan Xun and Heng Khai Je, my assistant Ivan Tan Vyi 
Han and our actors Lim Shuang, Alvin Liew Chye Wei and 
Richard Carlos, from S3 Adelaide and S3 Manchester, for an 
amazing experience and journey!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the teachers and fellow students who 
voted for us. 

storyline around the actors’ personali-
ties, creating a more natural and true to 
heart friendship that is portrayed with-
in the film. The team also spent time 
trying  to  implement  certain  humour 
aspects  into  the  film to  lighten  the 
storyline. 

During the day of the filming, the 
team met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ensure the light was soft enough for 
shooting. The filming of the first scene 
started at 8.00 a.m. The second scene 
was shot at  SJK(C) Taman Rashna, 
with the permission of its kind princi-
pal. All in all, the entire shoot took up 
ten hours of filming around Shah Alam 
and Klang areas.  

During the award ceremony, one 
of the judges, Mr. Cyrus Tan, com-
mented on how the film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to  little  details  from  the 
scripting to the filming and editing. 
Mr.  Gavin  Ho,  on  the  other  hand 
prais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ctors. 
Although the team fell  short  of the 
Best Short Film award, it was still well 
received among the judges and audi-
ence. To view the short films, visit 
www.mysekolah.org/top-22-finalists. 

 A scene from the film.  

  Hin Hua High School won RM1,000 for the Best Storytelling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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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ers of Storyboard Competition 2016.  

Reported by ELC 

The Storyboard Competition was held the 
second time by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this 
year. Students of all levels were provided a plat-
form to show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 literature 
text in sequential drawings creatively.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a storyboard, students learnt to 
analyse the traits of the main characters, summa-
rise the story that they had read, and visually 
present it in an art block.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competition is to 
promote students’ literary taste and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 lifelong love of reading. In do-
ing so, it helps students to interact with the texts 
they read and bring their understanding to life in 
an engaging and fun way. The challenging part 
of this competition is where students have to il-
lustrate exposition,  rising action and conflict, 
falling action and resolution in an in-depth six 
frame storyboard.  

The competition was divided into two cate-
gories – Junior and Senior. Each team comprised 
not more than 5 members. The story had to be 
based on either a story/novel read or a theme 
taken from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This  competition  had  provided  students  with 
space and time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on creat-
ing  their  storyboards  and  gain  collective 
knowledge from their peers and also teachers in 
the process. 

The judges found it difficult to select the 
winners, especially among the Junior classes, as 
the shortlisted entries were overwhelming. These 
entries had to go through 2 selection rounds be-
fore the final results were confirmed.  However, 
the judges also commented that students need to 
polish up their summary skills so that the gist of 
the text can be fully grasped and well-illustrated 

in their storyboards.  The award giving ceremony was 
held on the 16th August 2016 at the English Lan-
guage Centre. All the winners were awarded certifi-
cates and books sponsored by Scholastic Malaysia 
Sdn Bhd. We als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our 
sponsor for their continuous support. 

Once again, congratulations to all winners and 
participants  of  the  Storyboard  Competition,  2016. 
Below is the list of winners for Junior and Senior cat-
egories.  

 
Junior Category  

Best 3 Storyboards 
Title：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 
Yong Huey Yee, Phang May Chih, Hew Shyn Yi, 
Tan Moh Hao（J3 Melbourne） 

 

Title：How I Met Myself 
Yap Wan Lynn, Cheah Min Wei, Tee ChinHan, 
Chiew Yi Kang, Lam Jun Yuan (J3 Toronto) 
 
Title：How I Met Myself 
Colene Chong, Tan Pau Hung, Alysa Chiang Siu 
Wen, Yong Sin Yin, Chia Shu Ni (J3 Toronto) 

 Winning pieces of Storyboard Competiti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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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ior Category  
Best 3 Storyboards 
Title：My Sister's Keeper 
Lau Kai Ru,Tan Yong Sheng, Wong Yun Ying, 
Tan  Xue  Ji,  Chiam  Chen  Chang  (S1  Berlin) 
 
Title：Tanjong Rhu 
Yap Peng Siang, Wu Pei Lin, Yau Hui Xuan, Lee 
Yi Qian, Chiam Hong Ping (S1 Dublin) 
 
Title：The Woodcutter 
Khoo Shar Maine, Lee Sze Yi, Amanda Leong (S1 
Washington) 
 
Consolation Prizes  
Title：Tanjung Rhu 
Tan  Ying  Jing,  Ching  Xiao  Hui,  Tan  Yee 
Xuan,Joey Ong Rou Yeun,Jenny Yeoh Ying Tin
(S1 London) 
 
Title：Tanjung Rhu 
Ng Ying Fang, Loh Jing Hoong, Pua Tze Lyn, 
Tang Chee Kei, Sammie Ng (S1 Los Angeles) 
 
Title：Attitude vs Ability 
Gan Ling Hui,Hoh Zhi Xian,Tan Si Xing,Goh Jin 
Er, Choy Ying Ying (S1 Washington) 

Consolation Prizes  
Title：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 
Tan Jia Xin, Chuah Lin Enn (J2 Vancouver) 
 
Title：The Super Chef Contest 
Teng Hui Xiang, Pua Xin Yi. Goh Yi Ru (J2 Van-
couver) 
 
Title：Hamlet 
Lewis Chong Li Wei, Soon Chyi Phing, Benedict 
Chin Phak Lam,Gan Jack-E, Brandon Ng Xi Kun 
(J2 Chicago) 

Yap Peng Siang (S1 Dublin) 
When  we 

started  doing  this 
storyboard, we did 
not  think of win-
ning  any  prizes. 
We just wanted to 
try  our  best  to 
complete  it.  We 
did  face  some 
problems when we 

were doing this storyboard, but with the 
help of our group leader, we managed to 
solve them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We 
got excited when our teacher said that 
she was going to send our storyboard for 
the Storyboard Competition. Later, when 
we came to know that we had won a 
prize, we were in seventh heaven. We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teacher for giv-
ing us guid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our storyboard, and to ELC for giving us 
a chance to take part in this competition. 
We hope that we will have more oppor-
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other similar 
competitions in future. 

 

Ng Ying Fang (S1 Los Angeles) 
We felt excited about this project as 

our group members were all responsible 
and creative. We went to great lengths to 
complete the storyboard on time without 
much complaints. We were on top of the 
world when we were informed of our 
winning a consolation prize in this com-
petition. Through this storyboard com-
petition, we have understood  the story 
of Tanjung Rhu better. Apart from that, 
we have also realised the importance of cooperation and col-
laboration in order to get things done. 

 

 Two best storyboards 
       in Junior and Senior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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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馨贤（初二礼）林筠晶（初二平）报道 

我校四大服务团体——圣约翰救

伤队、少年服务团、学长团和童军团

于9月10 日（星期六）下午2时至5
时，在朝阳堂举办了第22届四大团体

步操比赛。今年的主办团体为童军

团，比赛宗旨是：培养服从精神、团

员的默契、增进四团之间的感情以及

互相切磋步操技术。 
圣约翰救伤队成立于1980年，至

今已有36年，乃巴生滨海区圣约翰救

伤队的第八分队，主要学习急救和护

理，以步操维持体能并加强团内纪

律。在黄佳雯老师及张棋媚老师的积极带领

下，全团32名团员秉持着“救伤扶危”和“服

务人群”的宗旨携手引领着团体迈向进步。 
少年服务团成立于1995年，以增强办事能

力及体现爱校服务的精神为宗旨，从中锻炼健

身，全心培养互助友爱、具有纪律感、责任感

的青少年。在曾秀香老师和郭清建老师的带领

下，该团也通过轻松有趣的分组方式进行活

动，提高团员的领导及学习能力，每个人都有

领导和被领导的机会，给予团员更多的学习空

间。除此之外，少年服务团也学习贯彻服务精

神，并发挥行动及工作效率。  
学长团迄今已有42年历史，顾问老师为苏

进存副校长，负责老师为吕良駩老师和杨四娇

老师。学长团现有111名团员，团长为杨凯雯

学长。学长团隶属训导处，不同于一般学会，

注重纪律及团体默契，并为训导处与学生沟通

的桥梁。 
巴生港口区第十九团，兴华中学童军团创

 

 荣获冠军的童军团与颁奖嘉宾合影。 

立于我校创校后第二年，即1948年，是我校历

史最悠久的学会团体。童军团的负责老师是程政

翔老师、谢小芊老师和林蓁巸老师。童军名言

是：一、随时准备；二、日行一善；三、一生以

服务为目的。  
步操赛当天的裁判有Encik Mohamad Fai-

zal、Encik  Mohamad  Fauzi和杨光忠教练。

Encik Mohamad Faizal和Encik Mohamad Fauzi
都是消防员，他们分别在这个行业服务了14年
和12年，对团体纪律和步操有丰富经验。杨光

忠教练则曾担任过2年八打灵再也的童军团副总

监，目前是SMK Seri Kembangan的童军团教练。 
是项比赛在欢乐愉悦的气氛下掀开序幕。比

赛开始前，童军团以破冰游戏让大家热身，场内

“气温”迅速上升。在评审仔细地检查参赛者的

仪容后，比赛正式开始。依序出场的是圣约翰救

伤队、少年服务团、学长团及童军团。各队使出

浑身解数施展整齐划一的步操表演，观众都报以

热烈的掌声，频频叫好。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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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裁判讨论比赛成绩的当儿，童军团带

领其他三大团体进行康乐活动。他们玩游

戏、唱歌、跳舞，气氛十分愉悦。 
比赛成绩揭晓，荣获冠军的是表现精准

到位的童军团，可喜可贺！亚军是默契十足

的学长团，实至名归。此外，大会也颁发了

最佳口令员，由来自学长团的颜友怡摘下殊

荣。 

在讲评环节中，3位裁判都表示队伍的

人数太少，真正的步操比赛人数应该是28人
或以上，希望来年可以改善。 

齐心努力换来奖项 
颜友怡 （学长团口令员/最佳口令员，高一理义） 

我们很早就开始准备这次的步操比赛。过程中

发生过些许争执，也有闹不和的时候，这些“小插

曲”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很烦躁。但随着练习的次数

越来越少，比赛的脚步越来越近，心情就越发不

舍，开始珍惜每个练习的当下。这次的比赛，我觉

得我们已经做到最好了！队伍里的每个人都齐心协

力，团结合作。这次的得奖，是我们共同努力换来

的。此外，我们也在这次的比赛中收获最珍贵且无

价的回忆。 
我对于这次获得最佳口令员奖项，感到十分意

外，也很开心、感动。感谢大家对我的肯定！ 

 

开心夺得冠军 
郭志忠（童军团口令员，高一文商廉） 

这一次童军团夺得冠军，我感到非常开心，我

们每一天所付出的汗水和时间

总算没有白费。虽然这次步操

比赛，队伍中的参赛者大部分

都是初中生，但是表现都有达

到一定的水准，可喜可贺。我

们十个人一条心，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 

 

 颜友怡（左）荣获最佳口令员的殊荣。 

 左图：在裁判讨论比赛成 

    绩的当儿，团员们进行团 

    康活动。  

 右图：四大团体在校内外 

    多项活动中扮演着举足轻 

    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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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奕骏（高二理仁）报道 

醒狮策划小组于9月10日至9月12日展开为

期三天的训练营，为明年2017年的醒狮采青贺

岁队伍做准备。小组于7月份开始招募“新

血”，为了巩固狮队队员们的基本功，这次的

训练营分成男、女生两大组展开练习。今年狮

队队员多达198人，人强马壮，对明年的醒狮

采青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次的训练营请来校外的醒狮教练教导同

学们巩固基本功，也让新生学习新知；旧生熟

悉技能。为明年醒狮贺岁队伍的组织扎下稳健

的根基。女生组由旧生带领新生进行打钹训

练，用拍手代替打钹，调节队员的节奏感。此

外，女生组还练了大部分展术。男生组的新生

则练功架，力求把基本功练好，尤其是腰力。

由于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到腰力，所以这点对

新生来说比较吃力。基本功对醒狮队员来说非

常重要，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练习基本功，此

外，也让他们学习一些“菊花头”，“密点”

和“三点头”这些较基本的动作。而男旧生则

练技术，教练每一年的教法都有所不同，是为

了让每年的队员有不一样的特色。    
醒狮策划小组负责老师李荣兴表示，“这

三天所教授的皆是基本功，主要是让新队员熟

悉舞狮的基本架构和提升旧队员的狮艺。若新

队员吃不了苦，没有耐力和毅力，很难承受得

了”。他还表示，醒狮队是一个讲求纪律、服

从的团体；非常重视道德教育的推展，并鼓励

全体狮队队员在生活中加以实践。他鼓励大家

享受团体生话，并要求

大家在团体生活中建立

尊重和信任，这是八德

教育中“和”的具体展

现。 

    此 外，李 老 师 也

说：“学习舞狮的技

能，一定要有耐心和毅

力，假以时日，才能有

成绩。舞狮和任何运动

员一样，要达到一定水

平才能出队。因此，坚

持练习是唯一的法则，

而且大家都必须精益求

精。” 

 198位同学进行醒狮训练为明年的醒狮采青贺岁队伍做准备。 

 

文转下页 

 李荣兴老师给予队员们叮咛和鼓励。 



2016年 9月号     HIN HUA MONTHLY  
          

23 

 

培养毅力 
颜昭荣（高二理仁） 

当 初 的 我“肥 胖 白

嫩”，进醒狮队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锻炼身体，然而

经历了一番严格的训练，

让 我 学 会 了 什 么 是“毅

力”。即使在训练期间流了不少眼泪，还是艰

苦地撑下去，咬紧牙根熬过去 。“努力熬出

来的汤最甜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醒

狮队里学到的东西甚多，忠正义勇智诚和礼，

这八德铭记在心。李荣兴老师辛勤劳力地监督

与关心，让我们学会自律、自学、自爱，所有

醒狮采青贺岁队员遵守纪律，服从领导，互助

友爱，完成所有光荣任务，为校争光。能成为

醒狮采青贺岁队的其中一员，甚感荣幸，因

此，我很珍惜我的最后一年，也很开心在醒狮

队的日子里，创造了许多美好回忆。每一年，

每一队，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气氛，经历了风

风雨雨，一片乌云飘过，终究还是会晴朗。希

望我的最后一年，与副队长和队员们同心协力

走下去，继续传承，把最好的留下，不好的改

善。希望未来的醒狮采青贺岁队可以更好！ 

 

继续传承醒狮文化 
李嘉敏（高二理仁） 

当初是被朋友诱骗加

入醒狮采青贺岁队伍的，

可不知不觉就呆了快四个

年头。在醒狮采青贺岁队

伍里学到很多，除了技术

层面，学习更多的是待人

处事的道理和面对问题时

的解决方案。忠正义勇志

诚和礼，狮艺八德都铭记于每个成员的心。 

醒狮采青贺岁队伍是一个速成班，短短的三个

月里就必须掌握所有出队的技能，带队的压力

和练习的辛苦是难免的。虽然我们新年不能跟

家人庆祝，但是跟队员出队也是个很棒的体

验；从早到晚忙下来很累，可大家的心灵很满

足。能加入这个队伍是很幸运的，希望未来进

入醒狮采青贺岁队伍的同学能继续传承这个文

化，让它永远成为兴华的标志。 

文接上页  

 

 由旧生带领新生用拍手替代打钹训练，以练好节奏。  

 队员们在训练营进行一连串的训练活动。 

 男生组分别在朝阳堂和仁爱广场展开跑步、下蹲、扎马 

    步基本功、乐器训练等，逐步掌握高难度的技巧。  

 教练指导队员舞狮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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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跟我们分享您曾当上老师的经过

与在兴华任教的经验？ 

我本科念的是台大物理系，大学四年级基础

科学毕业，当时考量若直接念研究所，从事的工

作相当有限，所以选择先回国。1987年回到马

来西亚，那时我国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也

不多，在考量要从事什么行业的时候，就有考虑

回到母校教书。无巧不成书，当时的郑校长希望

我加入兴华教师团队，碰巧当时也欠缺物理老

师，我就这样当上了老师。 

采访：林卿卿老师       排版/摄影：蔡美玲老师 （部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2. 可以与我们分享您后来离开兴华去纽

西兰念硕士的过程？听说您当时只带着很

少的钱就飞过去念书？ 

当时决定到纽西兰念研究所，升学资料也

显示不用太担心费用的问题，因为工读的机会

很多，还可以申请助学金。当时候我除了当助

教，还帮忙带大一、大二生做研究。我还到外

文转下页 

当年可以顺利考上台大，成绩一定相当优

秀吧？ 

（谦虚貌）成绩不错，若没记错，我是那

时候那么多大马留学生中第4个顺利4年毕业的

物理系学生。 

那请问你喜欢教书吗？我在兴华教了一年

又三个月，当时学校有千多个学生，规模不算

小，学生的表现相当不错。我很享受教书的过

程，喜欢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的思维方式

跟我们不一样，教书的同时也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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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安在纽西兰求学时期的照片。 

3. 可以与我们谈谈您的工作经历？请

问您从理转商的机遇是什么？ 

我从纽西兰回来先到一家台湾的跨国公司

“中华映像馆”当技术干部，最后当上主任工

程师（Chief Engineer）。我在这家公司服务

了九年，离开的主要原因是我看到了这行业的

局限，觉得再不改进的话，技术就会被取代。

几番思量，并没有看到更大的前景，最后选择

离开。我也曾在一家留台的塑胶公司当副总经

理。此外，也曾经在“卫生部洗衣厂”私营化公

司当厂长，帮忙监控和提升厂的技术、生产和效

率。洗衣厂当时主要帮中央医院洗床单，需要特

定的技术。最后一份工作是在Diamond钻石能量

水公司当总经理，主要负责管理公司的技术、生

产和品管。 

真正转商的机遇是我放弃打工族身份，选择

自己创业，四年前，我接管了家族生意祥和记食

面餐馆打工，一个小时可以赚10块纽币。先进

的国家有不少兼职机会，就看你怎么制定计划、

安排时间。只要人不要太害怕未知的事，就会找

到安身立命的方法。 

就像当时我只有飞机票和基本费用，都可以

想办法让自己安定下来。除了当助教和在餐馆打

工，我也积极学习和做自己的研究，打工赚来的

钱，还可以存下来毕业后带回国当生活费。 

我还有个疑问，或许可以给兴华的学生一些

借鉴。那时候的你英文好吗？去到纽西兰有面对

语言上的问题？ 

其实现在的兴华学生的英文比我们那时候强

多了，ELC的发展和教学让他们可以掌握更好的

英语水平。我觉得学习一门语言，语境和坚持很

重要。为了读懂教科书，你必须每天看，久了也

就通了；每天写报告，时间长了，语法也会越来

越好；每天要说英语，习惯了也就越说越流利。

虽然要花很大的心力和精神，但经过好几个月的

训练，英文也会变得比较正规。我还是那句：不

要害怕未知，船到桥头自然直，有了健康的心理

建设，就可以一步步解决问题。 

我看余安先生您是个适合做研究的人吧？怎

么当时不选择继续修博士学位呢？ 

其实念完硕士，教授也劝我留下来念博士。

不继续有两个原因，一是那时候我的母亲突然过

世，需要回来处理家里的事项。二是我也计划了

要回国，没有打算继续留在纽西兰发展。那段日

子，我在纽西兰看到很多海外华人，当中包括很

多大马华人，就算当上专业人士，生活也不如想

象中好，他们在国外扮演着非主流的角色，不像

在大马活得那么顺心。此外，身在纽西兰，总感

觉那里不是自己文化的地方，要找间庙宇去拜拜

也不是件简单的事。当时也在纽西兰认识了一

些中国同学，通过观察他们有了些想法。因为

六四事件，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彻底的绝望、愤

怒，他们比较务实，选择不回国，不像我们大

马华人子弟，有想要为国奉献的热忱，可能他

们国家人口很多，不像我们总是想看如何为自

己的族群付出。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感触，同为

华人，我们跟中国人还是不一样，当时的我有

明确可努力的方向。因此，我最后选择回来马

来西亚，好好扮演自己的“螺丝钉”角色，期

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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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毕业、工作后心系母校的原因？ 

一年多的执教让我对兴华更有感情，当时

就有很多的想法，发现学校需要热心人士回来

帮忙，以提升各方面欠缺的资源。硬体设备的

管理，如：空调、供水系统、电等等，都需要

专业人士、校友提供协助。由于与学校的感情

深厚，秉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想法，

加上当上主管后时间比较弹性，可以跟学校保

持密切的联系。此外，老一辈的董事们看着我

们长大，有经验的理事也常提起我们，我就这

样顺理成章的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在工作上稍

5. 加入兴华这个大家庭后，曾经推广

的活动？ 

“家和万事兴”，三机构一向和谐，没有

不必要的人事纠纷，我们在兴华的各种成果都

是大家一起努力得来。在硬体设备方面，过去

兴华在器材设备、维修或供水系统上都有欠

缺，很久以前还曾出现宿舍生洗澡水不够的问

题。可这些都在董事部属下维修小组的努力下

一一解决了。还有像备用发电机、消防设备

等，都靠着有效率的维修小组建立起来。之前

也办了旋转餐厅慈善晚宴，成功集资三十多万整

修图书馆，也花了20万搭建校门口的遮雨棚。

庆幸的是，这些资金都得到各方的善意捐款，尤

其是校友的家长，都一呼百应，慷慨解囊，短短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顺利筹得所需基金。这些成绩

都是大家乐见的，也是各方面努力的成果。 

为了兴华的发展，各个单位需要良好的沟

通，除了提升学校的精神内涵外，硬体设备和维

修都需要关注。 

 余安（后排右三）担任家协主席时与家协理事通过旋转餐厅募款活动，成

功集资三十多万令吉整修图书馆。 

文转下页 

 2015年兴华中小学五机构保龄球比赛。 

品公司。接管家族生意主要有几点考量，一、

公司需要有接班人，二、帮人家打工有其局限

性，要准时上下班，时间无法弹性利用，三、

努力的成果是别人的，不像自己的生意，自己

的努力由自己来收获。 

微有经验后，我就开始想办法回来学校帮忙。

独中，是民族教育的摇篮。不管社会怎么改

变，基本原则还是要坚持，独中教育需持续发

展，我们要共同努力学校所提倡的“人文科

技，面向未来”。 



2016年 9月号     HIN HUA MONTHLY  
          

27 

 

6. 请您分享一段话给在籍的兴华学

生。 

现在的学生环境较好了，发展和学习

是全方位的，不像我们过去学习那么刻

难。资讯的发达导致现在的学生更容易获

取知识，学习的脚步无形中要加快很多。

可有一点需要注意，学习需要读、思考、

沉淀再吸收，不要因为资讯的发达就变成

“蜻蜓点水”的快速学习。做学问需要一

步一脚印，做人要脚踏实地，这样知识和

涵养才有办法扎根，化成个人灵魂的养

分。  

“踏实、坚持”是最重要的个人素

质。做好心理建设，坚持、踏实地去学习

和生活，不害怕未知，就可以获得成功。

此外，做人也要饮水思源，希望将来从兴

华毕业的学生，努力回馈社会之余，也会

心系母校，回来服务或帮忙。 

文接上页 

文转下页 

 余安和乐的一家五口。 

 余安提到做人要饮水思源，回馈社会之余，也要心系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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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安是我的学长，也曾经是我高一的物理老

师。他数理知识渊博，在课堂上教学认真、态度

严谨，予人不苟言笑的肃穆；然却是为人亲和、

有问必答的好老师。 
80年代时，他已采取很灵活的教学法，印象

深刻的是在黑板上解题兼讲解时，其板书甚为清

晰、有条有理。对于好学勤提问的同学，他可以

在轻松的气氛下为同学解惑。下课前，他常会做

总结，并问大家学习上有困难吗？若果我们面有

难色，他也会安定我们的心说：“再看一看，别

担心，若有疑问，下节课我们再做讨论。” 
他的循循善诱总让我们能够安心学习。我从

学生时代到如今执起教鞭，在校友会理事中与余

安学长多重缘份的相处中，彼此亦师亦友。 
回想当年物理课的余安老师到今日身任校友

会主席的余安学长，他给我的印象是对生活态度

认真、严谨、具亲和力，最让我钦佩的是其处事

有条不絮，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精神，堪称兴华

的楷模。 

 

正式采访余安先生之前，听过他不少的“传奇”，后见本人，果真如我所想象，气

度不凡。访谈中，我很快地发现了余安先生的“理科生”特质，他说话不疾不徐，

逻辑思维很强，好像不管念书、工作或生活中，都有一套清楚的“条理”。听余安

先生分享他升学、工作到家族生意的经历，会发现，他总是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也非常有

远见。他说起那句“不要害怕未知，总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方法”，深深触动了我。 

我做人物采访的经验很浅，也总认为自己不善与人交流，但我确实因为一次次的采访，而

学习到许多，也发现大部分人的成功都不是必然的。他们在我们面前侃侃而谈自己的经历时，

也许因为谦虚而省略了许多背后的辛酸与泪水。我们总是看到人家风光的一面，可我坚持相信

一个道理——“你必须足够努力，才能让你看起来毫不费力”。 

坦白说，直到今天，比起与人交流，其实我还是更喜欢读书，也深爱埋头书海的孤独时

光，但每每这种时候，我还是不得不承认，“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一真理。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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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凯铷（高一理忠）报道 

我校4名学生刘凯铷、陈慧琪、黄靖翔、吴

嘉胜，于7月31日至8月5日前往澳门大学参加由

澳门大学英语中心举办的“中学生英语夏令

营”。澳门大学位于氹仔（Taipa），环境优

美，面积广大，设备齐全，内设有餐厅、银行、

邮局、图书馆等，更设有巴士干线通往澳门各

地，十分便利。 

该 夏 令 营 的 主 题 为“浸 入 式 英 语”

（Immersion English），即让中学生将课堂所

学的英文语法、词汇运用在生活中，通过艺术创

作、团康活动及表演呈现等方法提升中学生的英

文应用能力及顺畅度。此英语夏令营集合了来自

香港、澳门、中国大陆、台湾

及马来西亚的中学生，亦邀

请了3位国际著名英文讲师，

即来自日本的Lucas Dicker-
son、美 国 的 Crystal  Bock 
Thiessen 以及乌克兰的Eve 
Smith担任夏令营的导师。 

入营后，所有参与夏令

营的学生被分成3组，每一组

跟随一位导师进行每日2小时

30 分钟的核心课程（Core 
Class）。每一位导师的教课

模式不尽相同，例如：Lucas
导师的课程以绘画艺术为

主，利用不同形式的作画材

料来启发学生的艺术感，并

从中学习英文单词；Crystal
导师则是利用摄影艺术及电

 “中学生英语夏令营”全体营员大合照。  

文转下页 

脑应用程式，结合科技与学习，将英文融入生

活中，从做中学，学中做，并同时教导学生摄

影及自拍的技巧，使课程丰富有趣；而Eve导
师的教学则以音乐为主，要求学生自编音乐

剧、自创歌词及戏剧表演，并利用谱曲填词游

戏来训练学生的英语聆听能力，让学生在享受

音乐之美的同时学习英文。 
此外，在分组活动中，每一组同学必须呈

现2部Lipsync（唇形同步）表演，即在歌曲播

放时无声地跟着歌曲的节奏与歌词含义进行一

系列的舞蹈或戏剧表演。每一组的表演都相当

出色，逗得现场的观众都捧腹大笑，煞是有

趣。 
在第三天的活动中，主办当局邀请了澳门

 

与导师Lucas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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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外面的世界，反观自

己的不足 
刘凯铷（高一理忠） 

英语夏令营期间，我最大的突破就是英语的

应用能力。刚开始时我十分担忧，因为我的英语

能力并没有其他3位同学优秀，后来在组员及导

师的循循善诱下，总算将英语说得朗朗上口，对

此我感到十分感激。此外，夏令营的上课方式并

不采用常规的填鸭式教育，即老师在前方说，学

生在下方听，而是采取流动式教学，利用各种活

动、艺术、科技、歌曲以及自由的形式让学生自

主学习。导师几乎不教学，而是让学生自由发

挥，必要时才伸出援手。这让我十分惊叹与赞

赏。我认为，在现今的e时代，传统的教学模式

会逐渐被这样的形式取代。 
除了学习以外，澳门交通的便利与通达也让

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在游玩澳门期间，都是以步

行及搭乘巴士为主。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没有

巴士到不了的地方。住在澳门，几乎可以不用买

车、买摩托，因为所有的公共交通都是免费的！

再者，澳门人对于自己生长的地方的熟悉度也令

我为之赞叹，我们参观博物馆时，几乎没有导览

员，因为澳门朋友会为我们解释里面的每一件文

物、事件，且说得头头是道，让我深切感叹自己

的不足。 
很感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通过接触

外面的世界，反观自己的不足，同时丰富自己的

知识，提升自己的涵养。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机

会与他校再进行交流。 

 

当地著名舞台剧艺术家Ines Kuan为学员进行

演艺及戏剧的指导。Ines Kuan老师的课别出

心裁，他利用不同的节奏及各种模仿动作让学

员解放自己，摆脱既有形象去表演，跳出原有

的思维框架。另一项活动是利用8名学生以双

手搭起“信任之桥”，并承接一名跳入的学

员。这项活动主要培养学生信任别人的勇气，

只有当你足够相信身边的人，才会平安落入

“信任之桥”之中。其中，我校吴嘉胜、刘凯

铷、黄靖翔也参与是项活动，加入互信的行列

中。 
营会期间，我校4位同学亦受邀会见澳门

大学全球事务总监冯达旋教授，进行两校交

流。我们与澳门大学代表谈到未来规划与理

想、我国教育体系、独中的发展以及独中生的

升学道路，并得到冯达旋教授热烈邀请至澳门

大学就读。 
闭幕礼当天有一成果发表会（Finale），

提供平台让学员将5天所学呈现出来。学员们

积极把握空闲的时间排练，尤其是组别活动以

及宵禁前的活动时间，同时把握机会进行各校

间的交流。当天，不同导师的学员以英语为媒

介各自呈现所学到的专长。第一组是由Eve导
师 指 导 的 组 别，带 来 搞 笑 版 舞 台 剧——

《Phantom of The Opera》以及Firework舞蹈

表演，幽默的喜剧以及欢快的节奏成功带动全

场气氛。第二组则是由Crystal导师带领，带来

3首学生自创诗歌（Poem），极富感情的朗诵

将全场观众带入诗歌的意境里。第三组由

Lucas导师指导，以戏剧的方式呈现，幽默风

趣的剧情逗笑全场，使观众们留下欢乐回忆。

而之前在Lipsync胜出的3支队伍亦在三组表演

中穿插呈现，让观众们得以再次感受整体的氛

围。最后，整个夏令营在全体一起高唱营歌下

圆满落幕。值得一提的是，该夏令营的营歌为

我校陈慧琪所创作。 
英语夏令营在8月5日结束，但为了深刻了

解澳门及体会澳门文化，我们亦在当地朋友的

带领下于8月6日游玩澳门。其中包括大三巴、

澳门历史博物馆、葡萄牙殖民时期的警局与邮

局等，令参与同学深入了解澳门的历史与地理

知识。澳门大学英语中心的负责人亦热情宴请

当地著名的葡萄牙餐点，使我们深刻体会浓浓

的葡萄牙风情。最后，希望这次的交流能巩固

澳门大学与我校之间的合作，让跨国的友情与

文化交流擦出更多火花。 

文接上页 

与导师Crystal合照。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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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全新的人事物 
吴嘉胜（高一理爱） 

澳门大学英文夏令营，一个永

不能忘记的人生经历。第一次没有

任何长辈陪同出国，绝对是人生中

非常难能可贵的经验！仅有16岁的

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幸好

澳门大学的代表接待，让我们四个

安全抵达。夏令营的前一天，我们

便已入宿。宿舍设备齐全，甚至设

有舞蹈室，健身房等地区让同学们

使用。 
虽然我们四个是马来西亚生，

但澳门同学没有排斥我们，反而对我们的国家非常

有兴趣。整个过程中，我非常欣赏澳门同学潇洒、

自主、自信的态度。从上台表演到决定要表演一些

较为特别的动作时，他们毫不扭捏，还主动提供更

多的意见，让呈现更加完美。我认为这种大方、自

信的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总而言之，这次的澳门之行，让我感受到许多

在马来西亚无法体验的事情。希望下次能够还有类

似的机会，也期待学校能够提供更多让同学出国交

流的机会。最后，非常感谢澳门大学的主办单位举

办了如此精彩的夏令营，也非常感谢澳门的同学让

我们对澳门有更深的了解。 

 

从文化差异中学习待人处事 
陈慧琪（高一理孝） 

为期一个星期的夏令营是一次新颖的体会，更

是一生抹不去的美好回忆。澳门同学参加夏令营是

暑假的课外活动，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缺了一个星

期的课，不想错失难得的机会，最终还是去了。另

外，毕竟大家都是有思想的不同个体，澳门同学与

我们的处事态度难免有差异，文化差异更是比想象

中显著，中间也有过摩擦，但最后都迎刃而解，而

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课本以外的待人处事的态度。 
七天里由冷冰冰到热络，需要两方的积极主

动，更需要双方的体谅了解。我想，最后一天的紧

密演练让我们都深刻地体会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不管结果如何，它确实在我们心里烙下了不可磨灭

的印记，丰富了我们16岁的夏天。不仅如此，认识

了现在仍在联系中的澳门朋友和导师，也是这一趟

旅程丰硕的收获。 

文接上页 
 

 左一起为黄靖翔、吴嘉胜、刘凯铷和陈慧琪。   

文转下页 

    此趟，我们一起在澳大校园里迷路；一

起在阳光炙烤下吃冰淇淋；一起在台风天里

被雨淋湿；一起吃泡面、零食；一起凑零钱

搭巴士；一起感叹澳门高得不得了的物价；

一起介绍彼此国家的文化......这一些再普通

不过的时刻，串连成一片片回忆，让未来的

我们可以细细品尝。 

 

有所成长，变得更独立 
黄靖翔（高一理仁） 

这次有幸能参与澳门大学的夏令营，让

我获益不浅。原本我以为到澳门去会因为习

俗、文化背景的差异而无法与当地的人沟

通，但是到了那里后，才发现原来当地人非

常友善，我们很快就打成一片。虽然偶尔听

他们说的广东话有点吃力，但是这并不影响

我们成为朋友。在入营的第一天，每个人都

还很腼腆，不敢与他人有眼神的接触，但才

只过了两天，每个人都开始投入这个营，放

开胸怀地玩了起来。对于我们而言，虽然有

时候我们无法融入当地人的习性，例如他们

觉得好笑的东西我们不一定会笑，但是在大

部分的时间里，我们还是很享受与他们一起

的时光。     
除此之外，经历了这次自己搭飞机的体

验，我觉得自己有所成长，我变得更加独

立，能够独自解决生活中的大小事务。撇开

个人感受不说，这次的夏令营也让我们体验

了另外一种的学习方式，挣开课本的束缚，逃

离封闭的课室学习，是我们这次最大的收获。 



 

HIN HUA MONTHLY        2016年 9月号     
 

32 

文转下页 

蔡潍泽（高一理忠）报道 

8月12日（星期五），我校学生蔡潍泽、施

麒鸿、蔡伟国、陆佩沁和黄瑄岚，在陈伟伦老师

和张捷敏老师的带领下到彭亨劳勿双溪吉留 
（Sungai Klau）观赏和拍摄英仙座流星雨。 

双溪吉留的夜晚，颇有“鸟宿池边树，僧敲

月下门”的苍凉，感谢老天爷护佑，子夜无风少

云，是个非常适合观星的天气。我们带着对天文

的热爱与激情，初次与美丽的英仙座流星雨约会。 
流星雨的发生是在夜空中许多流星从天空中

一个所谓的辐射点发射出来的天文现象。这些流

星是宇宙中被称为流星体的碎片，在轨道上运行

时以极高速度投射进入地球大气层的流束，大部

分的流星体都比沙砾还要小，因此几乎所有的流

星体都会在大气层内被烧毁。 
英仙座流星雨（Perseids）是

英仙座附近为辐射点出现的流星

雨。每年在7月20日至8月20日期间

出现，于8月13日达到高峰期，平均

每小时可达到150颗。与象限仪座流

星雨、双子座流星雨并称为年度三

大流星雨，母天体是斯威夫特·塔特

尔彗星 （comet Swift–Tuttle）。 
这是我们第一次观看流星雨，

大家都兴奋不已。大约晚间11时30
分，我们抵达双溪吉留幽静的小湖

旁，抬头仰望星空，可清楚看见每

 英仙座流星雨的辐射点。  

一颗星都非常清晰，犹如晶莹剔透的钻石，璀

璨闪耀在深暗的夜晚。相较常年光害的城市，

这里可谓观星的世外桃源。月亮姐姐似乎也想

沾些星光，迟至凌晨2时才愿意西下，稍微推

迟了我们观流星雨的时间。 
我们在半夜12时45分开始架设拍摄仪器，

期待流星雨准时赴约。大约凌晨1时20分，第

一颗流星悄悄划过天际，较为机灵的伙伴兴奋

地振臂呐喊，大伙雀跃万分！流星雨从初现至

凌晨5时38分，频复出现75次（包括10颗不是

来自英仙座的流星雨）。其美丽景观深深震撼

我们，非言语所能形容，就像陈老师曾说过：

“只要给我一个无光害的星空度过我的人生，

我别无所求，只希望能留住星的那一刻。” 

 

 蔡伟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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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拥有的 

小幸运 
蔡伟国（高一理仁） 

流星雨，原来不像雨，

是一颗一颗掉下来的。当晚

观测流星雨，我们看到不同

大小、不同颜色的流星。由

于它不像大雨一阵落下，所

以得专注地仰望天空，等待流

星划过天际。有几次出现了火

流星，我们一座皆惊，大家都特别兴奋！当晚

大约有70颗流星飞过，当然还有往别的方向飞

出的流星，但是我们只计算英仙座的流星。 
一整晚能看到那么多流星

实在很难得，这是我第一

次观流星雨，我第一次拥

有那么多小幸运！这类活

动很值得去体验，机会难

逢，感谢老师陪我们观流

星，解放平日里繁忙的压

力，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亲身体验学习更佳 
陆佩沁（高一理仁） 

以前都以为流星雨是像下雨那样不停地落

下来，但后来才知道流星雨其实只是看到流星

的机率比较高

而已。一次的

活动，让我学

到很多东西，

亲身去感受、

 

体验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吸收的知识会更多；我也因

此次活动，对天文产生更大

的兴趣。 
我们去观流星雨的地

方，没有厕所、也没有灯

光，只是一片荒芜的空地，

高挂天上的皎洁明月就是我

们的灯光。同行的数位天文摄影发烧友架设相

机，努力捕捉流星莅临的一瞬间。 
亲眼看到人生的第一颗流星时，感觉很奇

妙、也很感动，当时两位好朋友就在身边陪伴着

我，我感到很满足。感谢麒鸿帮我们拍了很多照

片，也感谢他和瑄岚陪伴着我，也教会了我很多

新知。下次再有机会，我们3个人还要一起学

习、一起去完成梦想！ 

 

 

 不能错过的英仙座流星雨。 蔡潍泽摄 

 左一起为陈伟伦老师、施麒鸿、陆佩沁、黄瑄岚、蔡潍泽、蔡伟国以及 

     张捷敏老师一起到彭亨劳勿双溪吉留观看流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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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孟欣（高一理忠）报道  

8月18日（星期四），我校课外活动时间，

商学会17位学员和大众传播出版社30位学员在

刘兼阀老师与林卿卿老师的带领下乘坐巴士前往

参访位于吉隆坡的月树咖啡馆。是项活动的宗旨

是让学员们参访一间国内极富文艺气息的咖啡

馆；了解这间与众不同的咖啡馆的创立人在创业

与经营的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给学员们一个平

台与年轻创业家交流。此外，该活动也正好配合

图书馆9月份的主题书展——阅读与咖啡，达到

请主讲人入校分享，学生走出校园参访，让阅读

“活起来”的意义。 
月树咖啡馆的老板刘艺婉小姐，诗人，中国

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曾出版诗集《不是写给你

的（然而你不认为）》、《我用生命成就一首政

治诗》。她曾任职报社和出版社，现独立经营一

家咖啡馆。下午3点左右抵达目的地，我们先享

用刘小姐准备的咖啡与蛋糕，接着便是访问时

间。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与我们分享她的创业

心得。月树咖啡馆是在2010年的4月成立，这一

切的起源都是因为她有一个开书店的理想，但考
文转下页 

 商学会与大众传播出版组师生前往吉隆坡月树咖啡馆参访学习。第二排右四为月树咖啡馆老板刘艺婉小姐。  

量书店在马来西亚难以经营，再加上有一段时

期手工杂货在市场上很热销，于是便有了把卖

书、手工杂货和咖啡馆连成一体的多元经营手

法。 
刘小姐是一位支持性别平权的文人，店里

贩卖的书籍都是从台湾和中国进口，大部分跟

性别主题有关，此外还有马新文学，其中以女

性作家的作品居多。另外，店里也摆卖手工艺

品，每一件手工杂货都是老板精心从艺术家们

的手中挑选摆卖的。馆内也会不定时举办讲座

会、读书会以及电影分享会。经营一家集合主

题书籍、手工艺品、咖啡轻食到举办各类文艺

活动的一家店，刘小姐可说是其中一位大马文

化创意产业的推动者。 
除了人文情怀，创业少不了资金问题。刘

小姐说，“除了拿出自己的储蓄外，也向朋友

们和银行贷款，至今尚有贷款未还清......”这

家店只有刘小姐一个人在“包头包尾”，咖啡

馆中的所有工作都是她独自完成。或许对很多

人来说，开家咖啡馆是件“浪漫的事”，但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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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足够资源实现人生目标 
刘兼阀老师 

繁忙的闹市中，竟然卧虎

藏龙着一间具特色又有文艺气

息的咖啡馆。想在忙碌的都市

生活寻找一个宁静的地方放松

身心，月树咖啡馆是不错的选

择。不奢华的装饰，简单又温

馨的空间散发着书香气息，点

上一杯美式咖啡就这么静静坐着，真让人陶醉其

中。 
这天我带着商学会与出版社的学生走出教室，

到吉隆坡参访月树咖啡馆。当天的外出，学生们都

给予正向的回馈。此趟行程主要想让学生接触外面

的商业社会，了解不同层面的经营模式，也借此与

年轻的创业者进行交流。商业与人文情怀的相结

合，在月树咖啡馆得以体现。老板怀着自身的理

想，开设了这间独立咖啡馆，虽然难免遇到资金、

客源等现实的问题，但她还是坚持下来了。“人因

梦想而伟大”，虽然常言道创业容易守业难，但人

生短短几十年如不轰轰烈烈的突破，人生将充满遗

憾。无论如何，我认为创业原则还是要秉持“量力

而为，量入为出”这八字真言。追求梦想的同时，

若要感到真正的自由，定必懂得量入为出，从财务

上获得自由，这才

不用受到现实生活

所 束 缚。长 远 来

说，这种“财务自

由”其实是帮了自

己，让自己能有足

够的资源来实现人

生目标。 

小姐提到，“从一早准备到开店，每天工

作超过13个小时，回到家还需联络出版社

和制作手工杂货的艺术家。上班时间很

长，少一点毅力是不行的。”因此，现在

市面上有很多咖啡馆开了又倒闭，主要原

因都是太辛苦、撑不下去。早前月树也面

临存亡问题，刘小姐在网上发起了“买百

元好书，撑独立月树”活动，得到各方的

鼎力支持，月树才得以保留下来。因此，

刘小姐给予创业者的忠告是，“做自己喜

欢的事还是要付出代价的，你必须要有足

够的热情，才能撑得住你的梦想。勇敢创

业的同时也要清楚考虑接下来会面对的问

题，毕竟‘创业难，守业更难’。像我目

前，收入不像上班族稳定，但却比上班族

的时间自由；工作很辛苦，还欠下不少

债，但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感觉特别

开心。”  
经营初期，月树咖啡馆主要是卖咖啡

与主食，但后来刘小姐发现馆中的书籍比

食物卖得更畅销，便提高了书籍量的比

例。月树咖啡馆的客源大多是二十多岁的

大学生与年轻上班族，也有不少慕名而来

的外国游客。交流环节中，有同学问老

板：“是否有意到大型商场内开分店？这

样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户。”老板回答道，

购物商场开店的租金高，环境也不比现处

安静，整体气氛、风格会大改变，所以不

会考虑。咖啡馆之美就是在于拥有自己的

风格与特色，月树主要是提供一个安静、

舒适的文艺空间让客人静静地读书、享受

咖啡。最后，我们不忘感谢老板热情的招

待，并和老板拍摄大合照留念。 

文接上页 

 月树咖啡馆主要是卖咖啡与主食，还有特选书籍。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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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福建文化 
陈嘉敏（初三义） 

此趟户外参访活动，让

我对福建人和福建会馆的历史

更深的了解。由于我本身不是

福建人，所以听不懂讲解员在

过程中穿插的一些福建话，不

过之后讲解员都会翻译成华

语，让我认识更多福建文化。

这条历史走廊刚开幕一个月，我们是第一批参访

的学生。让我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福建人在没

有电话的时代，竟然有那么多的休闲娱乐活动，

比如免费的露天电影、巴生歌乐节等。我很高兴

参与本次活动，不虚此行。 

 

学习先辈的奉献精神 
陈诗慧（高二理信） 

感谢老师的带领及讲

解员的细心讲解，让我更

了解华人南來的足迹及福

建会馆的历史。历史走廊

的每一块展示板都图文并

茂，内容非常丰富。这趟

外出让我更了解福建人的

生活习性、节庆习俗、传统美食等。我觉得

我们应该多了解当年远渡重洋、冒着生命危

险来到南洋的先辈们留下的足迹，学习感恩

珍惜。这条历史走廊很美观，非常值得我们

去参观。 

 

 

坚持与勇敢是

实现理想的垫

脚石 
罗栐曜（高一文商平）  

一走进月树咖啡馆就能

闻到扑鼻而来的咖啡香。这家咖啡馆有售卖书籍

和手工制品，其安静的气氛非常适合阅读爱好者

前来。老板是一个非常认真且含蓄典雅的人，身

上散发着文

人的独有气

质。老板在

经营咖啡馆

期间面对重

重困难与危

机，不过她

却能毅然地

面 对 和 解

决。她从创

业到现在，

经营了月树

六年，虽然

债务还没完

全还清，但

她 仍 不 放

文接上页 
弃，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老板非常努力，凡

事亲力亲为，营业、烘培、打扫都一人包

办。此外，老板也是个非常注重男女平等的

人，她希望能通过更多的书籍和活动让大家

更关注有关性别平权的课题。只要在咖啡馆

呆上一段时间或和老板聊上一阵子，你就会

发现，她的人格、气质是与咖啡馆的风格相

辅相成的。我觉得月树是老板的精神寄托，

她的坚持，她的理想与勇敢值得大家学习。

我希望她在事业路上更顺利，同时也能完成

自己的理想。 

 

走出校园，增广见闻 
卢韦宏（初一义） 

能够参观月树咖啡

馆，我感到很开心，因为

我很喜欢那里的设计。那

里除了喝咖啡外，还能购

买一些书籍、手工作品，

让人舒缓压力，真棒！此

外，老板也致力推广大马

的文艺活动，经常邀请海内外作家举办讲座

会、读书会或电影分享会。我们除了参观咖

啡馆外，还采访了老板，她不吝与我们分享

她开咖啡馆的过程和她背后付出的努力。

“有梦就一定要去实现它”，我很认同这句

话。如果还有机会，我希望以后还能多一点

走出校园，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以增广见闻。 

 

 
 

文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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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筱薇（高一理爱）报道 

每个华人都有各自的籍贯，而巴生华人的籍

贯大多数是福建，但你对自己的籍贯是否了解

呢？为了让会员们对自己的籍贯有更深刻地了

解，并学习祖先们奉献的精神，史地学会于7月
28日（星期四），在严伟扬老师和马佩君老师

的带领下参观位于巴生福建会馆新设立的历史走

廊。此次活动，也获得该馆文化主任兼我校家协

副主席陈祈福董事慷慨赞助交通费，造福师生。 

当天师生一行37人抵步，受到福建会馆主

席拿督郑今智、陈祈福董事和陈劲仁先生的热情

欢迎。陈祈福董事为我们讲解了巴生福建会馆的

 史地学会师生参观巴生福建会馆历史走廊，进一步了解巴生和闽南先贤的历史。右一起为福建会馆主席拿督郑今智、 

    陈劲仁、陈祈福董事。 

由来及历史走廊设立的目的。巴生福建会馆历

史走廊的设立，是为了让民众认识福建人的祖

籍根源、先辈奋斗史和认识会馆先贤们的伟大

贡献，作为历史见证及福建乡亲传世后代的楷

模，起着饮水思源的教育功能。此外，巴生福

建会馆也是巴生华团重要领导机构之一，在民

间和官方事务中，均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 

接着，历史走廊负责人谢佩珊小姐便带领

大家进行导览。过程中，导览员仔细地为大家

讲解，也不时抛出一些问题让大家思考；会员

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并认真地做笔记。在历史

走廊的每一面墙上，展示了会馆的创馆由来与

发展史、巴生各福建乡亲祖先的身影、早期巴

生福建人的生活环境和人文习俗，以及各项活

动珍贵的历史资料与文物。  

这次的参访使我们获益不浅，除了重新认

识福建的文化习俗，也让我们学习到先贤们为

其籍贯而奉献及坚持的精神。他们捍卫籍贯的

理念，使福建文化得以延续下去!正所谓“前

人种树，后人乘凉”，由于先贤们的坚持及努

力，才会有现在的我们。我们应该向先贤们学

习，并让我们的文化永续传承下去。 

 巴生福建会馆外观。 

文转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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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卿卿老师报道 

玉兔东升照人间，嫦娥歌吟入校园。月圆人

圆中秋节，又是一年月圆日。我校校友会于9月
17日晚上7时在校举办了“中秋佳节人月两圆”

中秋晚会，“兴华秋意浓，师友情谊融”，兴华

人欢聚一堂，庆中秋！担任当晚主持人的是梁宝

仪校友，她生动活泼的开场白，让大家很快兴高

采烈地热起来，聊天、拍照、猜灯谜，欢呼和掌

声席卷了整个晚会现场。 
晚会开始后，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致词时表

示，“今晚中秋晚会反应热烈，希望以后每一年

都会办中秋晚会，让更多校友们可以多回来走走

看看，关心母校的发展。此外，校友会将继续积

极办各类活动，恳请所有毕业生或校友们回来母

校参与活动，借此促进校友与母校之间的交

流。”同时，余安主席也宣布，北京兴华校友会

顺利于9月15日成立，下一站将是台湾。校友会

将走向国际化，以逐步串联并组织分布世界各地

的兴华校友。为此，校友会的会务将多元化推

展，比如：与巴生其他独中联办学术讲座或其他

教育性讲座，期许活动内容变得更扎实更多元，

 点灯仪式。左一起为黄绥兼理事、董事会执行秘书洪健枝、颜建义董事、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卢金峰副董事长、 

    黄秀玉校长、陈家福校长、王振扬理事、陈锦祥理事。 

 大家相聚在兴华一起庆中秋。 

不会一成不变。” 
紧接着是中秋晚会筹委会主席潘诗慧致

词，感谢兴华中小学校长、三机构主席，所有

兴华中小学校友会理事的配合和协助，还有踊

跃参与这项中秋活动的校友们，大家齐心协力

之下，晚会才得以如期进行。另外，她也提

到，“兴华中学的毕业生总共有3万多人，校

友会员目前只有2千多人，我在此呼吁所有毕

业生或校友加入校友会，一起回校看看母校的

发展，看看老师，饮水思源！如果每一个人都

回校，一人一点贡献，积少成多，一点力量就

会变成很强大的力量，形成一股很大的影响

力。” 
    致词完毕，中秋晚会就正式开始了。首先

是中秋节故事分享和唱中秋节歌曲，精彩的节

目引来掌声不断，大家完全沉浸在快乐气氛

里。此次中秋晚会共有三项主要活动：第一项

是猜灯谜。主办当局在兴华园走廊设立了30题
灯谜让与会者猜，并设5位得奖者。第二项活

动为环保灯笼制作。由陈鸣维校友（96年毕

业，儿童与青少年绘画导师，现任“Easy Arts 
Studio”与“人本教育机构”主导老师）带领

大家一起共同制作。其中的作品——“环

保回收朔料瓶之－小海马灯笼”，运用平

日随手可得的朔料瓶为其躯干，不但环

保，不必高花费，且能让孩子亲历制作灯

笼的乐趣，提高孩子们的参与感，一举数

得。中秋佳节少不了赏月，晚会的第三项

活动乃赏月探星之天文活动。当晚8点，

于兴华侧门近科技大楼旁，我校的天文学

会和远距天文观测小组共13位支援同学带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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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大家进行赏月探星活动。此项活动的指导老师为

陈伟伦（马大空间物理研究员助理）、天文学会负

责老师洪梅珠老师、黄慧洁老师和远距天文观测小

组负责老师翁明娇老师。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3个小时的中秋晚

会洋溢着团圆的喜悦与美满的祝福，在欢声笑语中

大家收获了浓浓的情谊，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中

秋晚会。更重要的是，所有兴华人的心连接得更加

紧密，步伐更加一致，让大家更有信心将往后的活

动办得更好！ 

文接上页 

 陈鸣维校友（右）现场教导大家制作环保灯笼。  

 天文学会和远距天文观测小组带领大家进行赏月 

    探星活动。  

尤可盈（高二文商平）采访 

比往年更大型且热闹 
陈静翔董事（校友会署理主席） 

中秋晚会每2年办一次，每

一次的晚会我都曾参加。我觉

得这次别开生面的地方是增加

了主持人说故事的环节，有别

以往的用餐、制作灯笼和园

游。除此之外，这次的中秋晚

会比以往还要大型，因为我们

广邀校友和已退休的老师返校参与，所以参与人数

比以往来得多，气氛更为热闹。我觉得有两个方面

需要改进，第一是时间掌控，当天因为不能及时集

中所有人，所以主持人不能如期开场。第二是人手

调配，制作灯笼时，由于所有小孩子都希望自己能

亲手制作灯笼，但现场的指导者只有2位。若能改

进这些小细节，中秋晚会就完美了。 

 

 兴华人带同丈夫妻子孩子回校庆中秋佳节。 

欢聚一堂庆中秋 
陈伟后董事（家协主席） 

这次的中秋晚会大

约有500位校友和家长

一起返校参加，场面非

常壮观。中秋晚会是个

让大家齐庆中秋的平

台，也是个让校友们

“团聚”的难得机会，

因为有些校友平时工作忙碌，难以见面。除

此之外，我觉得最难得的地方是校友和老师

都返校参加此晚会，不但可以相互交流，也

让校友趁机感谢老师们过去的教育和指导。

师生相聚兴华，这个场面十分温馨。 

最后，感谢校友会不辞劳苦地筹备这次

的中秋晚会。我希望来届可以把中秋晚会办

得更大型，开放给家长参与，齐贺佳节、进

行交流之余也可以参观校园。 

 



 

HIN HUA MONTHLY        2016年 9月号     
 

40 

 校友会全体同仁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一起庆中秋，师友情谊融。 

 印裔老师Ms Premlatha（左）带家人参与活动。 

郑晓沁老师（左）与家人在校庆 

   中秋。 

 品茶赏月。谢金聪老师（左）。 

 筹委会主席潘诗慧颁奖予参与表演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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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同学们的歌声美妙，瞬间吸引

了不少老师与学生围在国字形大楼观赏表

演。接着，由高三生为大家带来一首《月

亮圆》。饶富情感的歌声把家喻户晓的

《月亮圆》唱得特别有味道，让人听出耳

油。初一生最后的合音——“月亮圆，月

亮圆，月亮照在我的家……”更是相得益彰。 
紧接着，初一生朗诵了一首清代曹雪

芹的七言绝句：“时逢三五遍团栾，满把

清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

仰头看”。高三的同学也不遑多让，为我

们带来一首苏轼的《中秋月》：“暮云收

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

长好，明年明月何处看？”。校园里最年

轻和最元老的同学，轮流朗诵古诗，达到

了相辅相成的美妙意境。过后，口琴社的

同学还为我们吹奏了一首《城里的月

光》，美妙的乐声，让现场的师生听得如

痴如醉。 
聆听了那么多首美妙的诗和曲后，压

轴好戏到了！初一生和高三生一起唱苏轼

的《水调歌头》，充分体现了中秋佳节的

气氛。最后，初一生唱了一首《传灯》为

此次的演出画上完美的句点。 

文转下页 

 参与“兴华·中秋颂”的高三生与师长合影。 

 参与《兴华·中秋颂》的初一生与师长合影。 

连婉仪（高二文商和）丁慧湘（初二爱）报道 

适逢中秋佳节，我校华文科教研组为了激发学

生对诗词的朗唱兴趣，希望学生透过朗唱、演奏与

月亮有关的诗词曲抒发中秋情怀，特于9月9日（星

期五）的一休时间在兴华园安排了一系列表演让全

校师生欣赏。这项表演由初一生、高三生及口琴社

的同学联合呈现。虽然这天天公不作美，一早便下

起雨了，但丝毫不影响表演同学的热情。在国字型

大楼一楼的走廊相对望演出，各站一端的初一生和

高三生，呈现了一副“对望当歌”的深情画面。 
初一生以演唱歌曲《小白船》为当天的活动掀

开 序 幕，“蓝 蓝 的 天 空 银 河 里，有 只 小 白

“兴华·中秋颂”是朗唱、口琴、书法及绘画的四合一的 

    综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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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绵细雨，淡淡

秋意，浓浓秋韵 
邝美玉老师 

首先要感谢高三、初一

全体华文老师的鼎力合作，

还有口琴社的配合演出，促

成了此次温馨且意义深远的

中秋颂。 
今年的古韵文背诵活

动，初一孝班每位学生至少

获得了15个印花，由此可

见，古韵文风气在校园酝酿

着。当时我就在想，要让萌芽的古韵文风气持续

下去！很多人都不知道家喻户晓传唱的《水调歌

头》其实是苏轼的作品，我们要感恩古人留下来

的诗词曲，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些经典作品，也知

道作者是谁。鉴于如此的念头，我想借着中秋佳

节让同学们认识、欣赏和朗诵古诗词。于是，我

请示负责古韵文背诵活动的三位老师——林金花

师、汤菁绿师以及王书强师。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好，并答应让高三生一起配合呈现，当下，就策

划出“中秋颂”的具体内容。华文科教研组组长

李贤丽师与詹荣贵师对此活动的支持当然不在话

下。 
此次活动选了高三和初一的学生，这“一老

一少”的搭配有着文化传承的意义。高三生在今

年结束后会到世界各地去求学或工作，而初一生

会继续升上初二。不管将来身处何方，他们都会

抬头看同一片天空，欣赏同一个月亮；若听到一

样的歌曲或诗词，会勾起他们共同的回忆。 
这次的活动洒下了诗词曲朗诵的种子，此外

作品展百花齐放，当中有书法、绘画和硬笔字等

等。那两面赏心悦目的屏风作品是初一级学生

（孝、信、平和礼四班）联合制作的。 
总的来说，“兴华 ·中秋颂”是朗唱、口

琴、书法及绘画的四合一的综艺表演。绵绵细

 

雨，淡淡秋意，意难忘！不禁要说：“天凉

好个秋！”。 
 

感动且温馨的画面 
陈祖慧 （高三文商义） 

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

它特殊的含义，如中秋，

就是赏月、吃月饼及与家

人团聚。配合中秋节的到

来，我校华文教研组办了

一个中秋节活动。这一次

是与兴华人一起，实现

“月半中秋，团团圆圆”的团聚。虽然当天

下着毛毛细雨，但是这场雨阻挡不了我们对

这个中秋活动的热情与期待。初一生和高三

生有默契地一合一唱、一朗一颂，再加上口

琴社吹奏美妙的乐曲，当下，我觉得很感

动，很温馨。谢谢华文老师的用心及付出，

还有一起创下美丽回忆的每个你们，没有你

们就不会有那么温馨的场面。 
我想我们的中秋不该只是一种形式，它

应 是 一 种 象

征，时时提醒

我们不忘自己

的文化传统、

国土、亲人和

同学；时时提

醒我们要珍惜

 口琴社的同学为我们吹奏了一首《城里的月光》，美妙

的乐声，让现场的师生听得如痴如醉。  

 高三生把熟悉的《月亮圆》唱得特别有味道，让人听出耳油。  

 

 

 初一生以演唱歌曲《小白船》为当天的活动掀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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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的相聚，关爱彼此。希望这个活动

可以继续传承下去，越多人的参与，就可以

让更多人感受这个温馨又有意义的活动！ 

 

从“兴华·中秋颂”到

校友会中秋晚会    
洪芷汀（初一信） 

邝老师于9月5日要

我为“兴华·中秋颂”题

字，以增添节日气氛。

由于是第一次写大字，

我感到有些压力。后

来，我把这次书写的过

程当作一个经历，心情

就轻松不少。我没有写大字的经验，就花一

些时间练习，才在裁好的大圆形黄色玛丽拉

卡纸上题上“兴华·中秋颂”。此外，我以

隶书写曹雪芹的中秋诗。 
假期中，我接到邝老师的电话。她希望

我画嫦娥，为书法作品点缀。因为是假期，

我就接受了。我从来没画过这么大张的图。

在妈妈和妹妹的协助之下，我利用格子来画

草图、然后上色、最后在人物画上刷上金粉

等。当天，我花了大约7小时来完成这幅作

品。画好后，我感到十分有成就感。 
我体会到只要勇敢地跨出第一步并坚持

下去，任务是可以完成的。我要感谢邝老

师，是她给了我这次机会，让我做出不同的

尝试。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妈妈，她在我

作画时给予我许多宝贵的建议。 
9月17日，妈妈带着我和妹妹一起参加

校友会举办的中秋晚会。学校挂满了各式各

样的灯笼，有些灯笼上还挂着灯谜。我从远

处就可以看到我与其它同学的作品摆放在仁

爱广场。我赶紧到那儿拍照留念。天文学会

的学员也把几架望远镜搬下来，让出席者观

看月亮。但当天的云层太厚，无法观看月

亮。当天还有一位校友教小孩制作环保灯

笼，那是最受小朋友欢迎的。当天，我猜了

文接上页 

灯谜后就去品茶，并随着大队伍一起到校外去提灯

笼。当天的气氛非常热闹，我希望我还有机会参加

学校举办的中秋晚会。 

 

发扬中华文化 
柯胤锋（初一廉) 

虽然整个活动因为下雨而

没有如彩排时那么顺利，但是

初一和高三的兴华人都聚集在

国字型大楼，一边朗唱，一边

提灯笼迎接中秋的到来，气氛

非常温馨！我感到很荣幸可以参加这次的中秋颂活

动，让我更加了解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发扬

中华文化之余，也促进了我和班上同学之间的感

情，认识了更多朋友。 
我觉得如果没有下雨，场面应该会更加热闹。

希望老师们可以常办这样的活动，而且不局限于年

级，以促进兴华人之间的感情，发扬中华文化！ 

  备有书法作品点缀现场。 

 

玉兔、桂树、吴刚；嫦娥、灵药、灯笼；菱角、香茗、月饼。 
中秋词曲，兴华人，吹唱颂。 ~邝美玉老师“兴华·中秋颂”  

兴华园里颂中秋， 
当惜良辰在眼前。 
分数高低且笑付， 
一年一度人团圆。  

                 ~吴素爱老师  
 

吴素爱老师所教的高一级

学生在9月9日有测验，吴老师

写了一首七绝，透过微信向同学们宣传此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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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楷泽（初二平）报道 

9月9日（星期五）晚上7
点半，由东海大学主办，巴生

兴华中学、兴华中小学校友会

及马来西亚留台东海大学校友

会承办的“2016东海大学马来

西亚音乐会”在我校陈开蓉大

讲堂举行。本音乐会由两位来

自东海大学音乐系的教授演

出，他们分别是钢琴家，也是

该大学音乐系系主任的林得恩

博士及声乐教授徐以琳博士。 
清纯高昂且感情丰富的歌声、高雅的旋律

回荡在讲堂里，徐以琳博士为我们带来一首首

经典的外语歌曲。音乐会以莫扎特的杰出歌剧

作品《费加罗婚礼》片段《苏珊那还不回

来......哪里去找回那些快乐时光掀开序幕。徐

以琳博士带来的歌曲当中，有一大部分都是从

她曾经参演过的歌剧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其

中，有人们耳熟能详且家喻户晓的歌剧《蝴蝶

夫人》。徐以琳博士演唱其中一段讲述蝴蝶夫

人苦等美国丈夫时，仆人相告其丈夫将不会回

来而演唱的《啊！住嘴，不然我杀了你…美好

的一日》，充分的演示出蝴蝶夫人在当时沉浸

在充满期待、盼望、煎熬的感情。除了《蝴蝶

夫人》的精选，徐以琳博士也演唱了来自《哥

雅斯卡斯》、《精灵》等著名歌剧的段落及著

名的音乐人多瑙第、佛瑞、柯普兰等创作的歌

曲。 

 

感受音乐的艺术魅力 
林善素（初二平） 

我第一次听见令

我如此动容的歌声，

徐以琳博士拥有着一

把引领人们进入美好

意境的嗓子，其动人

的音嗓充分表达了音

乐中蕴藏的各种丰富

感情。她演唱中国民谣《茉莉花》及

《青春舞曲》时，融入了西方的声乐技

巧及东方的曲风，给人一种奇妙的协和

感。这场音乐会让我对音乐的领域有了

更深一层的理解，也希望校方往后能经

常引入不同的艺术团体为学生们呈现艺

术魅力的一面。 

 

 徐以琳博士（右）与林得恩博士为观众带来精彩的演出。 

来到音乐会的尾声，2位博士也不忘给观众

带来两首江苏民歌《茉莉花》和《青春舞曲》，

徐博士独特的唱腔，为这两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带

来了另一番风味。热情的观众们在徐以琳博士及

林得恩博士退场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更有观众上

台赠送鲜花。2位博士将音乐激情澎湃的生命力

诠释得丝丝入扣，这真情的自然流露毫不意外的

打动了在场的观众，散场时振耳持久的掌声与呼

喊声既是对演奏者的莫大肯定，也是普世情感在

众人心中燃起的共鸣。 

 热情的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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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7月份：阅读与植物 

序 图书 作者 出版社 分类号 

1 植物有心 桥本健 瑞成书局 C174 
2 美食有这么了不起吗？：拯救误入歧途的

饮食文化！ 

柏井寿 时报出版 C538.7831 

3 蜗牛食堂 小川糸 时报出版 C861 
4 食记百味 吉本芭娜娜 山东人民出版社 C813.4 
5 植物游乐园 赖丽娟 晨星 C370 
6 幸福九植物 玛格•博文 中信 C874 
7 厨房里的人类学家：其实，大家都想做菜 庄祖宜 猫头鹰 C427 
8 阳台种花与景观设计 台湾《花草游戏》编辑部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 C435.7 
9 乐活美庭院系列：私家小庭院 理想·宅编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 R435.7 

10 乐活美庭院系列：怡人室内花园 理想·宅编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 R435.7 

8月份：阅读与跑步 

序 图书 作者 出版社 分类号 

1 自控力：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心理学课程 凯利·麦格尼格尔 文化发展出版 C176.4 
2 旅跑日本 欧阳靖 大块文化出版 C528.9 
3 从0开始学慢跑：从入门到进阶，收录77

个跑步技巧，教你轻松挑战全马 

谷川真理 采实文化 C528.9 

4 从走路开始，全马破4的路跑全攻略 金哲彦 远流出版 C528.94 
5 挑战自我的铁人三项训练书：游泳、自行

车、跑步三项全能运动指南 

徐国峰 脸谱 C528.98 

6 跑步教我的王者风范 关家良一 远流出版 C783.1 
7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村上春树 南海出版 C861 
8 关于跑步，我说的其实是...... 村上春树 时报出版 C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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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卿卿老师 

犹记得大学本科时期，有幸上了傅佩荣先生

的一堂课——哲学与人生，对傅先生席间的一句

话印象深刻：他既没有手机也不看电视，唯独爱

观赏电影。看电影可以让我们在短短的几个小时

内进入另一个世界，体会不同的人生。他强调，

“要加强自己的感受，就多看电影吧。”个人好

向伟人学习，常对“大师”说的话深信不疑。所

幸大部分“大师”一般提倡运动、阅读和看电

影，让我得以“悠哉乐哉”至今。 
在马大求学的那个“年代”，看电影还算是

件便宜的事，拿着张学生证买张电影票只需6块
钱。那段日子，我和中文系的同学都很热衷到谷

中 城 去 看 电

影，高峰期试

过一周看 5套

电影。对于当

年 还 能 以“2
块 8”吃 顿 经

济饭的我们来

说，看场电影

不过就是牺牲

2顿饭的钱的

一桩乐事。现

在拼命回想，

那时看过的多

套电影中，让

我至今难忘的

 

有 Leonardo  Dicaprio 拍 的《Blood  Dia-
mond》。电影情节精彩绝伦，看完那套电

影，20岁出头的我默默决定，将来结婚，我

一定不要钻戒，因为我不想为了证明自身的幸

福而戴着一颗背后满是血泪的钻石。 
的确，不看电影，我看不到一颗钻石产生

背后的故事；不看电影，我也许想象不到真实

的战争画面；不看电影，我也许感受不到另一

个人的人生……是电影，把我从文字带到真实

的画面前，印证我那小脑袋里幻想的情节。当

然，电影也有让人失望的时候，觉得还不如老

老实实地读原著为好。 
也许只有通过阅读、看电影，让过得平

凡，偶尔因为事业、课业身不由己的我们，可

以暂时远离烦嚣，瞬间投入到另一个你我都无

法轻易接触的世界。通过文字或电影画面，我

们看到了另一边的风景和另一种社会面貌，学

习观察不同的人事物，进而反思自我。诚然，

更多人爱看电影，因为电影比阅读来得快速、

直接，短短的两个小时，我们借由各种感官，

体会了另一个世界的起承转合。 
你喜欢什么题材的电影呢？ 
每个人的品味不同，对电影类别的喜好自

然各异，而我这次想推荐的，是与书店有关的

电影。我觉得电影中的书店都充满魔力，在书

店里引发的种种情感，总让人觉得格外浪漫。

这五部电影是我不同时期会重温的电影，诚意

推荐。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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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dnight in Paris 
Woody Allen是个擅长拍城市的导演！他的镜头底下呈现的每一

座城市都叫人着迷，他镜头下的巴黎、西班牙，都让我对欧洲有着无

比的向往。《午夜巴黎》里拍到的莎士比亚书店，是我最想去的一家

书店。这家巴黎左岸边的书店太有名气了，很多电影（《Before 
sunset》）、电视剧（《冲上云霄》）都曾在这里取景。 

 
2. Notting Hill 

一看电影，就对里面那家The Travel Bookshop虎视眈眈。啊，

我也好想进去里头逛逛。 

 
3. The Charing Cross Road 

这部著作被誉为“爱书人圣经”，后来被翻拍为同名电影。故

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就是因书而相知的君子之交，情节围绕着他们透

过书信而展开数十年订书、买书的历程，也因此而展开深层的心灵与

情感交流。 

 
4. You’ve got mail 

这部电影是著名的爱情电影，也是很多独立书店的榜样。1998
年的电影，场景里的Corner Store“街角书店”，是我当初对于独立

书店的首要印象！ 

 
5. 一页台北 

去过台湾的人对诚品肯定不陌生，影片中那24小时不打烊的书

店，就是位于台北的敦南诚品书店。“24小时不打烊”，失眠的人

得以沉醉在偌大的书店里，想必失眠也没那么痛苦了吧？ 

 
我喜欢的电影题材有很多，而这次推荐的主要都与书店有关。

不知道，爱看电影的你，又会注意电影里的什么细节呢？而哪一部电

影，又是你心目中的最佳电影呢？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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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岱安（右）与陈虹君老师。  

文：张岱安（初二忠） 

时光倒流，时间犹如滔滔江水驰去，周围

的一物一景瞬息万变，在时空悠悠的历史长河

中，我感到心旷神怡，又感到无限的孤单寂寞

和渺小。 

吼声震天，乘着时光机，我自寒武纪始，

穿越数亿年岁，来到了中生代。巨龙在我眼前

呼啸而过，他们傲视群雄，漠视一切，它们主

宰了地球一亿五千万年。兽脚类恐龙如暴龙、

异特龙疯狂杀戮，蜥脚类的巨无霸摆动长鞭似

的巨尾，大踏步地走过了这一亿五千万年。 

逝者如斯夫，不分昼夜，我去看了看中华

浩浩的历史长河。看遍了历来的武后忠良、圣

明天子、昏庸暴君、奸险小人。所有人物事

件，可敬可感可轻可叹。 

文转下页 

随着响彻云霄的欢呼声，大马国独立了！建

国举步艰辛，人民共筑自由，独立的梦，终于在

这一天完成。我们华教的奋斗，自英殖民时期更

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无数斗士的努力，终于让华

教千秋不变的梦想，在今天成了现实。我的心中

热血沸腾，眼角微微垂泪，那是感动兴奋的泪

啊！ 

到了未来，只见一片荒芜，我还以为回到了

五亿年前，原来人类破坏环境，已将大地弄得可

怜不堪，最终自作自受。我不要！我不要这样的

未来！我要回去！ 

恍恍惚惚，我乘着时光机回到了现在。我深

深地反省沉思了一番，只觉得我们应该以史为

鉴，不要让我们的未来如我所见地成为事实，我

们要同心协力，一起缔造一个更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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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至1973年校友会理事的合影。校友会于六十年代末开始，其成员多与董
事会重叠，与董事会成为双箭头，相互配合，致力于母校的发展。  

文：徐威雄博士 

文接上页 

厚心得： 

文：陈虹君老师 

这是岱安平时在课堂上所写的一篇作文，短

短两节课内，竟意绪奔放，行文如流水，文章令

人惊艳。 

开头一段“时光倒流，时间犹如滔滔江水驰

去，周围的一物一景瞬息万变”简明扼要，直接

切入主题，紧接着又直抒胸臆“在时空悠悠的历

史长河中，我感到心旷神怡，又感到无限的孤单

寂寞和渺小。”撼动人心，吸引读者往下阅读的

兴趣。 

文章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层次分明，结构

扎实，并且环环相扣。首先第一个部分作者乘坐

时光机从寒武纪到中生代，回到原始荒蛮，见证

“巨龙在我眼前呼啸而过，他们傲视群雄，漠视

一切......大踏步地走过了这一亿五千万年。” 画

面历历在目，煞是有趣。接着作者穿梭时空，不

忘作为华夏后裔的根本，一窥“中华浩浩的历史

长河。”而这浩浩历史长河，作者仅用“武后忠

良、圣明天子、昏庸暴君、奸险小人。”十六字

概括，当中包含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往事？最后仅

用短短八字总结，“可敬可感可轻可叹”。文字

之精简而又精准，这正是文章精彩之处。第三部

分作者把画面一切，来到了我国独立之时，歌颂

“华教之千秋不变的梦想”，内容扣紧第二部分

发展，更显得今日的坚持，是多么不容，令人

“心中热血沸腾，眼角微微垂泪，那是感动兴奋

的泪啊！”文章达到了最激动的部分后，作者在

第四部分始，不再回顾历史，转而展望未来，未

来一片荒芜，犹如五亿年前的荒蛮世界，这是我

们都不愿见到的未来。 

内容的第四部分到结尾，从最激动处，来到

了令人失落之处，最后做了一个激励众人的总结

“我们应该以史为鉴......我们要同心协力，一起

缔造一个更好的明天。”在最后这个部分，文章

的中心主旨强而有力地凸显出来，呼吁人们以史

为鉴，展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整体来看，文章首段与末段前呼后应，岱安

让我们看到，虽然在历史的大洪流中，我们或许

渺小十分、微不足道，但一点一滴的水汇聚起

来，才能形成河流，河流才能汇聚成大洋，即便

人们再渺小也要为社会付出一份力量，共同缔造

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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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梨娜（高二理信）报道 

为了鼓励学生热爱体育运动，强壮体质，

提升顽强拼搏的意志和毅力，我校两年一度的

全校运动——第27届越野赛跑于9月3日（星期

六）如火如荼地开跑了！此项赛事共吸引了董

事、校友、家长、校外人士、教职员和全体学

生逾3500人躬逢其盛，声势浩大。当天早晨风

高气爽，聚集在校

园里的皆是一张张

朝气蓬勃的脸孔，

大家身穿体育服，

精神奕奕，为即将

开跑的越野赛事而

感到期待。 

校友会主席余

安在开幕仪式上表

示，体育竞赛可培

养良好的体魄及健

康身心。“很高兴看到不少校友回来参与盛

事，增添越野赛跑的声势。原本大

家还在担心天气问题，幸亏天晴气

爽，让比赛得以顺利举行。” 

本届越野赛跑与往年一样，分

为学生组、男女公开组及男女宿将

组。做完热身运动后，上午8时30
分，越野赛跑准时开始。越野赛跑

犹如一场小型的马拉松，除了良好

的体力，选手们还需拥有“坚持跑

到终点”的毅力。只见参赛者们蓄

势待发，首先，宿将组与公开组的

选手在听到鸣声响起后，皆全力向

前冲刺。紧接在后头的参赛队伍是

 余安主席。 

 

学生组的女丙、男丙、女乙、男乙，最后是女甲

和男甲。跑道上，负责老师及童军在不同的站点

协助指挥交通及派发过关卡片。我校圣约翰救伤

队的成员也在沿路待命，而摄影学会成员则在路

上捕捉参赛者挥洒汗水的珍贵画面。上午10时
左右，所有参赛者沉着但又迅速地向终点站进

发，他们在汗水的伴随下努力拼搏的跑完了全

程。看到参赛者们一个个奋力冲到终点，裁判老

师和现场的师生们都不自觉地为他们欢呼与祝

贺。随后，简单却不失隆重的颁奖仪式在兴华园

展开。颁奖礼上，同学们都给予得奖者响彻云霄

的掌声，现场热血沸腾。 

越野赛跑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够磨砺

同学们的意志力和专注力。这场紧张而激烈的比

赛，充分体现了参赛者们勇于拼搏，坚忍不拔的

精神。不管本次比赛是否拿到了好的名次，相信

每个人都在努力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自身的力量，

拥抱了一份快乐，收获了一份坚持。同学们也会

铭记，本届的越野赛跑，青春岁月里，有大家一

同奔跑，一起追梦！ 

 

 黄秀玉校长（右）主持鸣笛仪式。右二为苏进存副校长及负责计时  

    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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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团体奖项的班级（冠军）：   
甲组：高二理爱 
乙组：高一理仁 
丙组：初二智 
 
团体奖项的班级（亚军）： 
甲组：高二理忠 
乙组：高一文商和、高一文商智 
丙组：初一廉 
 

各组团体冠军：  
男甲：高二理爱；  女甲：高二文商和 
男乙：初三智；    女乙：高一理仁 
男丙：初二勇；    女丙：初二智 
 

各组团体亚军： 

男甲：高二理信；  女甲：高二理忠 
男乙：高一文商勇；女乙：高一理忠 
男丙：初二忠；    女丙：初一平 

组别 冠军 亚军 季军 

男生宿将组 陈海元 Philip Chiam 郑至文 

女生宿将组 翁月蓉（破纪录） 黄博颖（破纪录） 叶碧湖 

男生公开组 郑理航（破纪录） 李建威 邹云桂 

女生公开组 郭咏君（破纪录） 颜佳妮（破纪录） 郑惠链（破纪录） 

男生甲组 梁硕灵（高二理爱）（破纪录） 林哲宇（高二理爱）（破纪录） 刘博文（高二理忠） 

女生甲组 王佳雯（高二理忠） 邓显慧（高三理忠） 陈苇恩（高三文商和） 

男生乙组 郑学聪（高一文商勇） 钟征峰（初三礼） 吕熙和（初三爱） 

女生乙组 纪婧温（高一文商爱）（破纪录） 杜紫瑄（高一理仁） 林嘉雯（高一理义） 

男生丙组 吴宇竫（初二爱） 林伟恩（初二智） 叶政廷（初二廉） 

女生丙组 曾意雯（初二智）（破纪录） 蔡婉萱（初一平）（破纪录） 陈彦霏（初二义） 

个人奖项： 

洪欣玲（高二理信）叶颂晴（高二理忠）采访报道 

宿将组及公开组参赛人数

突破以往 
苏爱云老师（体育处主任） 

筹备工作一直都很顺利，感谢全体师生的

积极配合。比赛期间难免出现的小状况，也很

快得以解决，过程非常顺利，比预期来得好。 

这届的宿将组及公开组参加人数比往年都

多，高达199人，算是一大突破。其中男生公

开组的参赛人数有76人﹑女生公开组参赛人数

为63人﹑男生宿将组参赛人数为35人及女生宿

将组参赛人数为25人。众参赛者之中，有18人

为家长﹑家长兼校友21人﹑

校友87人﹑董事10人以及

63位教职员。 

另外，6个组别共11人打破大会记录，刷新

记录的有女生宿将组（2人）﹑女生公开组（3
人）﹑ 男 生 公 开 组（1 人）﹑ 女 生 丙 组（2
人）﹑女生乙组（1人）﹑男生甲组（2人）。 

我希望来年的越野赛跑可以越办越好，吸引

更多的人参与此项盛事。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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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运动的好习惯 
李锦华老师（宿将组） 

近2届的越野赛跑都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是因为平

时都有练跑的关系吧！越野

赛跑的5公里赛程，是我每一

天练习跑步的里程。很多人

都说跑步是一个很辛苦的运

动，是件 “苦差”，但我仍

然坚持每天到公园练跑。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苦

事也是好事。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方式解压，而

我选择了跑步。 
之所以说跑步是苦差，是因为你得承受心脏

比正常时跳得更快，气喘吁吁、肌肉乏累，却还

得一直告诉自己：撑下去。至于好事，根据研

究，跑步时头脑分泌的多巴胺会让跑者感到兴

奋，是项很棒的抗忧郁运动。此外，跑步就像定

期的身体检查，当身体能够负荷跑步带来的疲

累，这就意味着自己的健康状况仍是好的。培养

起跑步的习惯后，除了身体健康，大脑的思绪也

更加敏捷，思维变得更为清晰。日积月累，我的

体能越来越好，从短短的5公里，慢慢增加到10
公里、20公里。我坚持不断地挑战自己，让自

己更加进步。我参加过3次21公里马拉松，参赛

过程中也有不少小插曲，比如：我总是在第14
公里时小腿肌肉抽筋，被迫放慢速度。 

我已经挑战了21公里半程马拉松，接下来

的目标就是在60岁前挑战全程42公里。最后，

我希望同学们明白跑步的好处和校方举办越野赛

跑的目的：让你们好好锻炼身体，培养运动的好

习惯。 

 

把握当下，珍惜时光 
叶进来校友（宿将组） 

我经常在家中做运动，

锻炼身体。养成跑步的好习

惯，让我有更健康的身体。

我认为越野赛跑是一个好机

会，让董事、校友、家长、

老师和学生去接触跑步或运

动。 
 看着莘莘学子努力在坚持着，我无法不

承认自己年纪大了。时间过得极快，岁月亦不留

 

 

人，同学们应该把握当下，在毕业前好好地创

造美好的回忆。回想当年，兴华以举办“兴华

行”来筹募建校基金，开放给社会人士参与，

之后醒狮队出现则便取代之。在此，我奉劝学

生们应该好好珍惜现在的求学时光，不断充实

自己中学生活，过得更丰富、更有意义，不让

青春岁月留下遗憾。 

 

建议每年办一次越野赛跑 
陈海元家长（宿将组）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兴华两年一度的越野赛

跑。虽然这次的赛果不像第一次参加时破了记

录，但得了宿将组的冠军，我还是感到很欣慰

和开心。我想可能是因为中学时期是田径校队

和平日勤于跑步，所以才有幸得了奖。 
我觉得学校设定的路线、工作人员的安排

与各种考量都非常安全与周到，适合学生进行

越野赛跑。我建议校方可以把每两年一次的越

野赛跑改成每年一次，除了能鼓励学生们爱上

跑步，还可以让学生们在身心灵方面有所提

升。此外，校方也应该鼓励家长、校友和老师

们踊跃参加越野赛跑，如此一来，彼此才能多

加联系，让感情变得更密切。 

  

运动让生活变得更有趣 
章柳汶家长（公开组） 

这次的越野赛跑获得了第10名，我觉得很

高兴。我平时都有养成做运动的好习惯，早上

做瑜伽或跑步，借此锻炼身体。跑步的好习

惯，是在我丈夫的鼓励和影响之下培养的。 

此外，我认为学生应该多参与这类型的活动，

好让身体更加强壮、健康，亦能使生活变得更

有趣。 

 

 章柳汶（左）和陈海元（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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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懈 
庄慧敏老师（公开组） 

这是我自高中以来首次

参加越野赛跑，能得到这种

佳绩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

我是在马佩君老师的鼓励下，决定参与越野赛

跑，从而开始体验跑步的乐趣。比赛之前，我共

练习了8次。除了跑步，我一直都有做有氧运动

的习惯，借此强健身体。 
比赛当天有个小插曲：我跑到南方镇时，膝

盖突然异常疼痛，只好放慢速度，缩短步伐。但

不管再累再痛，我都一直坚持不懈，虽然放慢脚

步，但却没停下来。“不怕慢，只怕站”，是赛

跑时得到的感悟。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有趣也极富有意义的

户外活动。 

 

跑步让人变得更正向积极 
纪靖温（高一理忠） 

得知自己破

了大会记录，感

觉十分惊喜。上

半年的田径赛事

颇多，练习量挺

重，体能得以保

持。我把跑步当

成日常习惯，跟着定下的进度练

习。虽然这期间活动课业较繁忙, 但
此项赛事没给我带来太大的压力，

 

 

因为我个人蛮喜欢‘road race’越野型的赛

跑，所以我很期待, 只要尽力去跑就是了。 
我喜欢跑步那种带有'死而复生’的感觉，

有时觉得自己不行了，但再坚持下去又得以继

续往前。每当课业或生活上有压力时，跑步是

我最好的解药。希望大家能爱上跑步, 享受跑

步！ 

 

努力得到回报 
曾意雯（初二智） 

赢得了这次的越野赛

跑 冠 军，还 破 了大会 记

录，我觉得很开心。第二

名的同学一直紧追在我后

头，让我有动力继续坚持

跑下去，但万万没想到我

竟然会破记录！我感到很

惊讶！在比赛之前，我常和朋友一起练跑，为

这次的越野赛跑作准备，我的努力终于得到了

回报。我要谢谢我的父母在比赛前鼓励我；也

要谢谢身边的朋友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我会

继续努力，做到最好。 

 

 逾3500人躬逢其盛，声势浩大。 

 

 同学们越过学校附近的住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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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跑前先做热身运动。  

 荣获各组团体冠军和亚军的代表与颁奖嘉宾苏顺昌董事合影。  

 荣获团体奖项冠军和亚军的代表与颁奖嘉宾余安主席合影。   参与的家长与校友破了大会记录。 

 甲组团体冠军高二理爱与班导师合影。   乙组团体冠军高一理仁与班导师合影。  

 丙组团体冠军初二智与班导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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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约翰救伤队为受伤的参赛者处理抽筋。 

 童军团团员为赛事尽心服务。  

 乙组团体亚军高一文商智与班导师合影。  

 服务的同学为参赛者提供解渴的白开水。 

 留守在终点站的老师们等待着参赛者冲线。 

 甲组团体亚军高二理忠与班导师合影。   乙组团体亚军高一文商智与班导师合影。  

 丙组团体亚军初一廉与班导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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