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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意晴（初二爱）张泳淇（初二仁）报道 

我校于10月9日（星期日）举办2017年初

一新生入学考。报考生共1221名。当天，校园

外车水马龙，校园内人声鼎沸、热闹无比。早

上8时正，小六生穿戴整齐的校服，在家长的

陪同之下鱼贯进入校园。虽然人数众多，但在

各方疏导下，考生们在报到后井然有序地集合

在兴华园，并由学长和童军带领进入考场。 
考生们分别被安排在朝阳堂和国字型大楼

课室进行考试，考科依序为华文、国文、科

学、英文、数学。考试时间分为上、下2个时

段，中间设有45分钟的休息时间。上午8时30

分至10时45分，家长们也出席科技大楼大讲堂

与行政的交流会。 
上午11时30分至1时许，家长选择自己有

兴趣参观的开放设施参观，包括：图书馆、学

生宿舍、英语教学中心、科技大楼5楼协作

楼、7楼探究楼、8楼发现楼、9楼创新楼以及

10楼的室内体育中心。每个参观点有同学详细

介绍和讲解，家长们都对我校的设备感到好奇

和赞赏，甚至有者认为我校的各项设施已经可

以媲美不少大专院校。 
在各方的配合之下，我校2017年初一新生

入学试圆满结束。 

 各个角落都有老师、学长团和童军团等为入学试热心服务。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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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校风、纪律与学术成

绩优秀 
刘金城董事（家长） 

这已是我第三个孩子

来报考兴华。选择兴华，

除了我是董事，更基于孩

子是兴华小学的学生。我

本身不是本地人，来自槟

城，毕业于钟灵国民型中

学，到了巴生才知道有独

中这一回事。 
在槟城，当年独中并没有比国中好，在那

里国中是首选，其次才是独中。当初刚到巴

生，小学家协主席建议我让孩子报考独中，后

经观察，我也发现巴生的国中不比独中来得

好，所以就送孩子到独中。 
兴华的校风和纪律非常好，学术上的成绩

也很不错。除此，我对中华文化也有情意结，

希望孩子在兴华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校

文接上页 

 考生们分别安排在朝阳堂和国字型大楼课室进行考试。图为朝阳堂考场。 

 

训里有礼义廉耻，我相当欣赏。我大女儿小学成

绩很一般，上了兴华以后成绩进步了不少，所

以，接下来我都将孩子送进兴华。 

  

学习优良中华文化 
洪国如董事（家长） 

我本身是新加坡人，后

来到巴生工作，就直接送孩

子到兴华报考。这是我第二

个在兴华学习的孩子，长子

已经高一。会让儿子来报考

兴华，是因为中华文化比西

方文化重要，老祖宗的智慧

就在里边；而且兴华也重视英文的学习。 
我大儿子很喜欢这里，很快乐地学习，成绩

也不错。兴华的课外活动多姿多彩，学生可以择

其所爱尽情发挥。此外，兴华的纪律也很严格，

可让孩子学习自律。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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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兴华办学深具信心 
林美晶（家长） 

我本身是独中毕业，

知道独中可以很好地培养

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我

也知道兴华是一所很不错

的学校，所以希望儿子来

考入学试，而这也是儿子

的意愿：他想要考入兴

华，加入天文学会。我很支

持独中的教学方式，也希望兴华可以让我的孩

子变得更独立、更聪明。衷心希望他能考进兴

华，我也相信兴华的教育越办越好！ 

 

支持儿子考进兴华 
美环（家长）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兴

华，发现兴华真的很棒，

又起了一栋科技大楼。这

次到兴华，除了想要送我

儿子考入学试以外，还想

让他测一下学习水平。我

儿子的成绩中等，但他很

努力地想要考进兴华；作为妈妈的我，当然也

很支持他。我希望兴华的发展越来越好，让学

生在良好的学习环境成长。 

 

希望与哥哥同校 
依琳（兰花园小学） 

我是欧亚混血儿

（Eurasian），擅长

华文和英文。这次

的入学试我有点担

心自己的表现，因

为我的数学蛮差，

而这次的数学题目

非常的难，我很害

怕考不上，不能与哥哥同校。如果我能

考得上兴华，我一定会进篮球学会，因

为我很喜欢运动。 

 

优良校风，纪律严格 
李洁宁（班达马兰B校） 

我在小学读精英班，在

班上的成绩很不错，所以相

信我能考进兴华。我听很多

人说兴华是一间很好的独

中，所以我就来报考。我很

喜欢兴华的校风，纪律也严

格。今年兴华举办义卖会

时，我和家长一起来参加，我们参观了校园设备

和天文台，我个人觉得很不错，希望能考入兴

华，并且加入天文学会。 

 

我一定能考上兴华 
毕振贤（梳邦华小） 

我会想来报考兴华是因

为这里的学习环境很好，令

人向往。听说一般国中老师

时不时地不进班，独中就不

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父母

鼓励我报考独中。我在小学

担任学长一职，上了中学后

也想继续成为一名学长。我觉得这次的入学试很

简单，我有九成把握能考进兴华。等着吧！兴

华，我一定能考上！ 

 

 

 

 

 

 

 考生们细心看题目，认真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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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各部门主任与家长进行交流。左一起为陈国华主任、苏爱云主任、莫壮燕副校长、许梅韵副校长黄秀玉校长、 

 苏进存副校长、谢锡福副校长、李荣兴主任、黄志光主任及覃秀娴主任。 

林卿卿老师报道 

10月9日（星期日）乃我校的新生入学考

试。当天早晨8时40分，我校在科技大楼大讲

堂为家长们举办了学校简介及家长交流会。首

先，我校播放“兴华中学简介”短片，借此让

家长了解兴华中学的办校理念和措施。接着，

校长在开场时表示，要办好教育，学校、家庭

与社会教育必须相得益彰，唯有三管齐下，孩

子的学术和身心灵发展才能更具体、更全面。 
大部分的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是独中生的语

言掌握能力。有家长问道，“独中以华文为教

学的主要媒介语，请问校方如何让孩子有更多

学习英文的空间？校方会怎样提升英文教

学？” 
英语教学强调听、说、读、写的均衡学习 

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副校长回应时表

示，我校于2009年设立了陈开蓉英语教学中

心，其愿景是希望学生在校求学期间，有效掌

握英语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让其生涯规划面向

全球化；设立英语教学中心的使命，则是要以

能力分层次的教学“因材施教”，小班制能力

分班，让学生以稳定的步伐，在适合他们能力

的教材里，有自信地去学习。 
一、英语教学中心的教学强调听、说、

读、写四项技能的均衡学习。很多的家长和社

会人士对独中的英语有着刻板的印象，认为独

中的学生只具备英语的考试能力，欠缺说和听

的能力，其实不然。我校的英文课堂教学十分

注重听与说的能力培养。除了作业练习以外，也

强调灵活应用英语的学习模式，比如英语活动课

着重训练学生的会话与演说能力，让学生进行协

作式的分组活动，完成指定的任务，提升彼此间

的合作精神，促进沟通的机会。除了大量的英语

会话活动外，学生也做大量的听力学习，以应付

日常生活里需要运用的对话，对他们往后工作和

生活上起着很大的帮助。 
二、综合学习能力的开展——专题制作，学

生初一就要开始做研究。从2009年能力教学分

班开始，2013年就开始设置能力特强的学生

EAP班，（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学生在完成一份2500字的研究报告前，要读大

量的文献、发问卷做调查、分析资料作总结。高

中部的学生，也大量引进雅思英语水平考试的阅

读和听力练习，要进入英语源流大学，雅思成绩

为最基本的要求。 
三、英语教学中心在2015年10月获认证为

剑桥英语学校，教学内容和评量结合剑桥英语考

试题型和模式让同学练习。今年开始，全体初一

学生都要在年底参加剑桥英语考试。此考试可以

借鉴国外国际标准让他们深思自己需要加强的能

力，并规划加强能力的具体方式。 
四、英语教学中心也积极筹办工作坊，请校

外讲师来主持写作、创作、口语表达、演讲、辩

论等课外学习活动。希望家长鼓励孩子参与校内

外的英语工作坊、比赛或活动，让他们在课堂以

外多加学习。毕竟学生拥有正面思维模式和态

度，能自动自发学习才是求学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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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最有利的学习条件 

针对家长询问数理以母语教学的课题，副

校长兼教务主任许梅韵老师接着说：“我们常

在思考，配合不同学科的特质，什么样的学习

条件最好？其实，用自己最熟悉的母语去学

习、思考、做逻辑的训练是最有效的。”独中

虽然以华语作为媒介语，但教学的过程中，因

应学生的学习发展需求，数理老师会随着章节

的教学进度加入英文名词，让学生熟悉。此

外，也利用eClass网上教学平台布置英文辅助

作业，测验的时候也布置些许英语题目。从我

校学生有能力参加以英语为主的国际数理比

赛，还能考取不错成绩的现象看来，数理教学

上所采用的辅助措施发挥了效用。 
有关政考的问题，许梅韵副校长说明，学

生会在高一时从SPM讲座辅导中了解SPM对往

后升学与就业的影响，再结合家长的意见及对

自己学习能力的评估，决定是否报考。唯一旦

报考SPM，学生将从高一开始编入SPM备考辅

导班，进行各考科的备考。 
拓展自学能力 

黄秀玉校长也就此课题补充说明：“我们

必须慎重思考，孩子的‘思考语言’是英语

吗？”使用不熟悉的语言会对孩子学习数理造

成障碍，因为孩子的学习不只是学习课本上的

知识和理论，还要学会应用，懂得拓展自学能

力。尤其现在强调创新教育，要创新，学生对

于内容的掌握与应用要非常到位。现在的教育

走到通过学习新知为载体，要求探究式教学；

文转下页 

学生的学习模式则是协作式，要讨论、交流，协

调、沟通、合作，与别人互动以产生新的想法和

建构能力。 
兴华是一所ISO认证的学校，强调自觉、自

学、自律；讲求 PDCA，Plan，Do，Check和
Action循环作为个人与团队提高学习质量和经营

绩效的科学方法；此外，2009年开始全校师生

学习与实践“7大习惯”。 除了学术能力以外，

孩子必须对人生有正向的想法。除了指引他的求

学方向，更需要培养他人格正向发展的能力。

21世纪的今天，父母要学习聆听与尊重，做孩

子最好的朋友，才能陪伴他成长。 
7大习惯：让孩子在认知、 

能力上得到正向的发展 
苏进存副校长说，兴华的办学理念，除了提

升孩子的学术能力之外，其潜在能力也不容忽

视。让孩子在健康、合理的环境中学习，培养其

生活上的鉴赏能力、抗挫能力等。如此一来，孩

子的各种“生命力”才得以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

被培养。 
史蒂芬・柯维提出的成功者的7大习惯：1.

主动积极、2.以终为始、3.要事第一、4.双赢思

维、5.知己知彼、6.统合综效、7.不断更新。培

养七大习惯，可以让孩子在成长中培养出良好的

人格与个人习惯。此外，学校也设计了《生命指

南针》日记本，要求孩子们进行生活规划、时间

管理，思考自己的日常角色扮演。期许孩子在

13-18岁的成长，变得更有责任感、更能掌控自

己的生活、规划未来、建立优先顺序，同时更有

 家长赞赏学校举办亲师交流会的用意，珍惜能够与老师近距离沟通，共同协助孩子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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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校友会自始便积极参与华教运动。1968年董教总发起申办独立大学，全国
风起云涌，至1969年独大巴生区筹委会成立，滨海区的义卖、义唱、义剪之声
此起彼落，兴华校友会被推任为总务与宣传二职，积极投入筹款运动。图为巴
生港口海南村为独大举行募款捐献活动，校友会代表有王子平（前排右一）、
颜振聪（前排右三）、苏顺昌（后排左一）等人。  

文：徐威雄博士 

纪律、更专注的执行各种计划。此外，学校也

通过级联、班级、学会等组织，培养学生的基

本办事能力。 
以期学生在6年的中学生涯，除了学术能

力外，也培养出各种非智力因素能力，学会如

何有效沟通、如何在勇气和体贴别人的需要之

间取得平衡、如何解决自己与别人间的问题。

这些本领，才是将来踏上社会的一大财富。 
什么是领导力教育？ 

“领导力教育”强调老师必须以身作则，

将学校塑造成一个实践自我领导的环境，让孩

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发掘天赋、培养品格、学习

为自己负责。最好的生命管理是自我的管理，

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才能创造积极正向的同侪

环境。同时，思考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执行自

己拟订的计划，自己做自己生命的领导者，同

时把正能量带给身边的人。 

独中与国际学校的差异？ 

最后，家长们询及独中与国际学校的差异。

黄秀玉校长指出，她对兴华中学的教育品质有信

心。与国际学校相较，我校唯一做不到的是一班

25人的小班制。因为独中的收费、教育使命等

现实的考量，无法实施如国际学校的小班制教

学。但是，班级经营一直是我校的强项与教育的

最大特点，让学生通过自主班级经营的社会化过

程学习承担责任、团队合作、与人沟通、自主自

发，一直是我们教育培养的重点。我校的运动

会、球类比赛、义卖筹款活动、各项学艺比赛等

都是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的，这是兴华的办学特色

之一。更期盼同学们在丰富多元的活动中，建构

全方位综合能力，体会生命的意义，建立正向的

人生价值观。 
总的来说，兴华致力提供全方位教育，培养

有人文科技素养、有自主发展能力的学生。从兴

华毕业的学生，除了有不错的学术水平，其成长

过程中，也必定传承了互助互爱、团结友善、积

极向上的优良传统。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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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学全球事务总监、 
校长特别顾问  

林卿卿老师报道 

10月5日（星期三）晚上8时，

由兴华中学主办、兴华中学家教协

会和兴华中小学校友会协办，于科

技大楼大讲堂举办了一场讲座，讲

题为“21世纪教育与文化的挑战与机遇”。讲

座伊始，冯教授表明，“我一直都在思考‘一

带一路’对中国的意义，对全球的意义，对我

们以后人类发展的意义，在这种种的思考底下

成立了这个主题，希望大家听完这个讲座后会

对这个议题产生自己的想法。‘一带一路’虽

然是2013年的名词，但其意义已经贯穿了几十

个世纪，‘一带一路’不是今天的议题，那为

什么现在才提出来呢？这个议题对我们有什么

影响？”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的习近平先生提

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

称“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概念。“一带一

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

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

和平友谊之路。“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

陆，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另一端是极具

活力的东亚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

展潜力巨大。“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一旦变成

现实，将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

的经济走廊。它涵盖44亿人口，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GDP）规模达到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

界的63%和29％。市场之大，机遇之多，令人

兴奋。因此，“一带一路”的成功可以说是人

类千年愿望的实现。 
那“一带一路”的源头是什么“一带一

路”可以带给我们什么？ 

 

 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中）赠送纪念品予冯达旋教授，黄秀玉校

长陪同。  

文转下页 

一、欧洲和亚洲可以称为超级大洲。“北美

洲、南美洲、非洲、澳洲“从地图上是很明显的

“洲”，但在这块大而广阔的土地，哪是亚洲，

哪是欧洲呢？在我们根深蒂固的思维里，从历史

的角度来看，当初是如何把它分隔开来的？中亚

五大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科斯

塔、土库曼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这5国人口加

起来不到7千万人，而英国有六千三百万人口、

法国有六千八百万、德国八千两百万、广东则有

一亿七百万，以人口的分布来看，中亚几乎是空

的。冯教授表示，“也许是因为这个人口分布的

问题，我们慢慢形成了亚洲和欧洲的区分，亚洲

和欧洲的分界线是人为的，但是把欧洲和亚洲切

割成两大洲似乎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思维。”  
二、横贯欧亚是千年的梦想。21世纪的一

个非常重要的大型基础建设是亚洲高铁的普遍

化。这些交通的改变会直接影响经济、文化和政

治。而一个很可能的“一带一路”的结果是：

“欧亚在人类的思维上从两个大洲转换成为一个

“超级大洲”，这是千年思维的改变。“一带一

路”要穿越许多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生活

方式的地区与国家。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并

不是只要把高铁建好就行，或者直接把资金投

放，要使得“一带一路”成功，中国要至少对几

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作全面了解及深

入认识。这是目前中国还无法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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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 
“一带一路”的构想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二

次地理大发现，它的最大作为在于让全世界人

类看到了沉睡已久的欧亚大陆。但是，要如何

唤醒“沉睡的欧亚大陆”呢？关键在于要政

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的“相通”。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是海上新丝绸之路，这

条路的必经之道是亚洲另外一个人口超过十亿

的大国——印度。但是中印两国在文化的相互

了解方面有很大需要进步的空间。这是大中华

与印度必须要立刻思考如何克服的挑战，也是

“一带一路”取得成功所面临的挑战！这个国

家有12亿人口，语言有29种。冯教授指出，

“1913年，泰戈尔是第一位亚洲人得到了诺贝

尔文学奖。1930年，拉曼是第一位亚洲人得到

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现在，也有不少印度人是

各大高等学府的校长，比中国人来得多。”这

个国家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不容忽视的，印度人

的成功已经不只是对印度造成影响，也对全球

带来影响。习近平先生指出，中印关系发展势

头令人鼓舞。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不仅

有利于中印各自发展，也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

家在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中的合理利益。 
1946年，冯教授的父亲冯国桢先生是中央

社驻印度的代表，在是年1月20号，他访问了

就要成为印度首席总理尼赫鲁先生，他说了这

句话：“假如中国与印度能够保持友好关系，

文接上页 

文转下页 

亚洲的将来就有保证。”中印相互深入了解是

“一带一路”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反之，中国

也有必要全面对印度全方位的了解。而“一带一

路”能增进中印两个文化大国相互有深刻的认

识。 
高等教育应在21世纪对全球负起责任 
另外一个很可能的“一带一路”的结果是：

新文艺复兴。欧洲的大学许多都是文艺复兴时创

办的。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当欧亚在思维上是

一个超级大洲时，大学可以为人类的文明做些什

么贡献？大学在这种新冲击下会对全球有何影

响？冯教授说，“文艺复兴对人类的重要贡献就

是普及高等教育。”对一般人来说，文艺复兴几

乎就是一些代表人物：笛卡尔、哥白尼、牛

顿......但这些巨人概括了几百年文艺复兴的精髓

了吗？其实不然，“文艺复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

空前、最伟大的社会运动，更重要的是在欧洲大

陆普遍设立大学。”冯教授接着说，这些大学吸

引千千万万学习有效的，有系统的人才来推动人

类对自然界，对文化，对自我有更深及更正确的

认识。虽然他们未必作出不朽工作，但是也能在

不同的背景与岗位作出他们对发展文艺复兴的贡

献。牛顿与哥白尼等人有许多同学，与这批伟人

学了一样的课程，广泛及深入“人与人之间”与

“自我”的认识。冯教授说“这就是大学对人类

的巨大贡献，也是大学存在的原因！”文艺复兴

时的大学改善了人类的将来，这才是当时欧洲各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冯教授的分享让大众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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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真正对文艺复兴的贡献。 
回到现今，我们站在“东方和西方”的哪

个平台上？年轻人又站在什么样的舞台上？21
世纪的平台是由20世纪的转变所筑成的。转变

的例子在于，印度的文豪泰戈尔在1913年得了

诺贝尔文学奖时，评审对他的评语里有这么一

句话，“把他的诗意思维，用英文表达成西方

文学的一部分......”20世纪初，西方人还有深

深的优越感。这优越感赤裸裸的就在诺贝尔奖

中，赞扬泰戈尔的字句里自然地流露出来。然

而，在泰戈尔得到诺贝尔奖一百年后，另一位

亚洲的文学家莫言，也得到了同样的荣誉。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从这

句赞美话，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西方对东方

内涵认识的转变，为21世纪亚洲的年轻人开辟

了一条宽敞大道。但是，21世纪也充满了更严

厉的人为挑战：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人口暴

增、地球暖化、全球经济危机、贫穷、无知、

疾病、21世纪爆发的传染病、缺能、缺水......

互联网使得人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都有同样的机

会，社交媒体、智能设备......那超级大洲可否

推动一个“新文艺复兴”？让我们一起来推

想，新文艺复兴对人类有什么帮助？ 
孕育一个中西相融的全新文化 

当新文艺复兴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中，“东

渗入少许的西，西渗入少许的东”，在超级大

洲的思维平台上，它将孕育一个非西非东的全

新文化。有了超级大洲的思维，一种崭新的，

多文化混合的新文化将会产生。今天人类的挑

战是文艺复兴时绝不可想象的。冯教授说，

“在21及以后的世纪，在超级大洲的思

维平台上，我深信将有新的笛卡尔，

哥白尼与牛顿出现。高等教育在超级

大洲可以深入了解文艺复兴的形成来

迎接新文艺复兴的来临。这些将来的

巨人，拥有新的混合文化背景，一定

会提出跨世界的新方案来克服人类面

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的结果，必须要强

力推动不同文化的深入认识和相互融

合。例如中国把全方位认识印度作为

发展“一带一路”的一个挑战；中国

作为全球内的一个文化大国，他也必

须为全人类创造一个更好的将来！ 

“一带一路”： 全人类努力的结果 
古代的丝绸之路即非中国所建立的，亦没有

要求中国深入了解他人的文化。但今天地球已经

全面改观，“一带一路”是中国所提倡的，它对

中国的要求也是史前未有的，它对中国最严峻，

也最严苛的要求和挑战就是如何一方面保持其优

秀的文化，另一方面了解他人的文化，他人的思

维。从任何角度看来，高等教育必须挑起这个重

担。教育必须深入了解文艺复兴的形成来迎接新

文艺复兴的来临，要完成此重任，教育家必须加

强心灵深处的探讨，国家也须做同样的努力，因

为，“一带一路”的成功不只是中国的成功，它

也将会是全人类努力的结果。 

 冯教授提到如何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文化了

解，是一大挑战，也是“一带一路”走向成功的

要素。 

 听众们洗耳恭听冯教授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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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inners of the Short Film Competition, 2016. 

Reported by ELC 

The Short Film Competition was introduced in 
2015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ex-
plore their creativity through digital filmmaking, to 
create a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pick up valuable 
skills and knowledge in visual design and produc-
tion and to build team spirit among students. It is 
the second time this competition has been held and 
this year we received an encouraging response espe-
cially from the senior levels. Students were guided 
through in preparing their short films by their re-
spective English teachers before the videos were 
shortlisted for the finals.  

This year’s competition is said to be notably 
tougher than previous year, as one of the require-
ments needed participants to include positive mes-
sages in their short film, inspired by a published 
story/novel or be based on one of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stated below: 
1. Be proactive 
2.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3. Put first things first   
4. Think win-win    
5. Seek first to understand then to be understood 
6. Synergize 
7. Sharpen the saw 

It was indeed a challenging task for all stu-
dents to get their short films completed. Some 
faced problems in editing, recording and using 
the most sophisticated devices in getting their 
creative work done. This competition has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have practical expe-
rience in key areas such as video shooting tech-
niques, editing skills, audio inserting and credits 
and finally producing a quality video.  

There were many interesting and creative 
videos produced. The quality of the competition 
this year was noticeably better than previous 
year. However, only 6 best entries were chosen 
from a total of 23. It was definitely a difficult 
decision  for  the  judges  as  they  were  truly 
amazed with such talents and creativity that our 
students have in short filmmaking. The judging 
criteria are based on 6 elements which are story-
telling, use of language, creativity and originali-
ty, actor’s performances or voice-overs, technical 
execution and overall impression. The partici-
pants had really put in a lot of effort as well as 
used some effective techniques in creating their 
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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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rt Film Title: Bottlegeist  
Wong Khai Jian, Phang De Yuan, Phang Biao 
Hong, Ng Kok Kiat 
Lee Hao Tian (S3 Manchester) 
 
Short Film Title: Jumpers 
Chow Chen Yie, Goh Yee Leng, Lim Shuang, Lee 
Boon Chun, Alvin Liew Chye Wei (S3 Adelaide) 
 
Short Film Title: Jasmine 
Chan Ying Ting, Heong Min Hui, Sam Ee May, 
Tong Xiang Lin (S1 Ottawa) 
 

Below are the 6 Best entries of the Short Film Competition for the year 2016: 

 Short Film Title: The Hundred Dresses  
Low Keh Lee, Kong Yue Qin, Chan Huey Yung, Tee 
Bee Shi (S3 Canberra) 
 
Short Film Title: Life of Pye 
Fong Xin Qian, Ivan Tan Vyi han, Lee Kah Sheng, 
Richard Carlos, Ong Khit Ling (S3 Adelaide) 
 
Short Film Title: Perfect Crime 
Travis Ching Jia Yea, Bryan Chan Zhing Huey, Heng 
Khai Je, Tan Xun, Ng Mu Yun (S3 Manchester) 
 

Congratulations to all winners and participants of this year’s Short Film Competition. For those who 
did not win any prizes, do not be discouraged, you can still try next year! The prizes for this year’s competi-
tion were sponsor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ach winner was presented with a certificate and a 
Cambridge dictionary. 

Travis Ching Jia Yea, Bryan Chan Zhing Huey, 
Heng Khai Je, Tan Xun, Ng Mu Yun  
(Winners of The Best Entry, “Perfect Crime” 
from S3 Manchester) 

Short film may sound like an easy task, as it's 
just a five-minute long video. But contrary to that 
belief, it is actually more challenging when there 
is a time constraint and you have so much to tell. 
This time, we wan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o 
bring back the classics, that is why we chose "Film 
Noir" as our theme. We are so used to watching 
movies with stunning effects, we tend to forget 
how it all started. Yes, it is quite a challenge to act 
without speech, as viewers focus more on our ac-
tions and expressions, but we still rose to the chal-
lenge. As for equipment, we worked with a one 
lens camera set up of a Canon 6D paired with a 24
-70 lens. For lighting, we used a bicycle lamp as 
an alternative to strobes to manipulate the scene. 
This helped us to recreate the high contrast look of 
a "Film Noir" genre (a style of cinematographic 
film marked by a mood of pessimism, fatalism, 
and menace). 
 

Chan Ying Ting, Heong Min Hui, Sam Ee May, 
Tong Xiang Lin 
 (Winners of the Best Entry, “Jasmine” from S1 
Ottawa) 

Making a short film, from scriptwriting to film-
ing and lastly editing, took a lot of our time. Never-
theless, it was a fun experience. It was an exciting 
journey because to us this was not just a project but 
we wanted to do this short film to motivate and in-
fluence people. We really hope that everyone will 
get the message that we want to deliver. Lastly, we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for appreciating ou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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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lling Bee Champion  – Senior Category.  

Reported by ELC 
Owing to popular demand, a  Spelling Bee 

was organized recently by the English Club for 
students of our school. Approximately 100 stu-
dents signed up for the preliminary round and 
went through a ‘spelling test’ on 6 September to 
determine  who  would  qualify  for  the  final 
round. Six finalis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Sen-
ior Category while ten were chosen from the 
Junior Category due to the overwhelming re-
sponse.  

The finalists in each category were divided 
into two teams (Team A and Team B) to com-
pete against each other. Held on 9 September at 
ELC, the final round saw spellers taking turns 
to verbally spell a broad selection of word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difficulty. Words which were 
wrongly spelt by a speller were open to mem-
bers from the same team. 

Team B from both the Junior and Senior 
Category emerged as the champion.  Victor Gan 
Ming Yang from S3 Manchester  and Chan Zi 
Qing from J3 Chicago performed extremely 
well and were declared the Best Speller in their 
respective category. There was initially a tie 
between Lee Yuan Fu and Victor Gan, the two 
contenders for the Best Speller award (Senior 
Category). This called for an additional round 
of five words and Victor ultimately beat Yuan 
Fu by a mere one point. 

Madam Boo, Vice-Principal and Head of 
ELC and Ms Evon, Deputy Head of ELC gave 
away the prizes at the end of the session. 

List of Winners: 

 Category :  Junior 
Champion – Team B 
William Chua  Keong  Pin  (J3  Melbourne), 
Martin Lee Qi Hong (J3 Canberra), Wesley 
Lau Wei Zhong (J3 Ottawa), Teh Songchze 
(J3 Chicago), Johnessen Soo Zhin Thao  (J3 
Canberra) 
 
First Runner-up : Team A 
Chan Zi Qing   (J3 Chicago), Chew Yi   (J3 Mel-
bourne), Mandy Chai Tze Ru  (J3 Melbourne), 
Wong  Tsong  Howe   (J3  Canberra),  Bryan 
Low  Keng Seong  (J3 Melbourne) 
 
Category :  Senior 
Champion – Team B 
Bernard  Tan   (S1  Ottawa),  Victor  Gan  Ming 
Yang  (S3 Manchester), Tan Wei Yi  (S2 Chicago ) 
 
First Runner-up : Team A 
Tan Kanon  (S2 Canberra), Lee Yuan Fu   (S2 
Canberra) , Choong Chi Jiong   (S2 Adelaide) 
 
Best Speller :           
Chan Zi Qing (Junior) ,  Victor Gan Ming 
Yang (Senior)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prize winners 
on their remarkable perform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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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lling Bee Champion  – Junior Category. 

Lee Yuan Fu (S2 Canberra) 
I  think  the  Spelling 

Bee has proved to me that 
my  spelling  wasn’t  really 
on a par with what I origi-
nally  thought.  In  fact,  it 
might  have  been  better! 
Overall,  the  competition 
was decent enough, though 
I must say it was quite tense 

during the final round, especially when Victor 
and I were vying for the Best Speller award! 
Perhaps in the future, we can have a semi-final 
round instead of going straight from the prelim-
inary round to the finals. 

 
Martin Lee Qi Hong (J3 Canberra) 

I  first  took  part  in 
Spelling Bee when I was in 
Junior One. My team and I 
went all the way to the semi
-final round but failed to get 
through it. However, it was 
still a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This year was my se-
cond time taking part in this 

competition. It was a bit dif-
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one. In the preliminary 
round, we wrote down the words given by an 
announcer on a piece of paper. The ten best 
spellers were able to get to the final round. I 
was one of the lucky participants. I was on 
cloud nine when I heard the news from my 
teacher. In the final round, my team and our op-

 

 

ponents went through a tough competition. 
My team eventually won by only two points. 
I think the credit should go to my team mem-
bers because they did extremely well. From 
this Spelling Bee, I have learnt mor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eamwork.  

 Senior Best Speller  -  Victor Gan Ming Yang.  

 Junior Best Speller  -  Chan Zi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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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d by ELC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set up a debate club, 
recruiting  20  students  who 
showed  interest  in  debate.  
Experienced external debate 
trainers, Ms Jainah and Mr 
Muqriz, from the Malaysian 
Institute for Debate and Pub-
lic Speaking were invited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training 
on a weekly basis. All the 
debate trainees got an oppor-
tunity to master the skills of 
debating,  enhance  thinking 
skills as well as build confi-
dence in public present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trainees with the feel 
of competing at an actual Asian parliamentary de-
bate sett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organ-
ised a debate competition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With the guidance and assistance of Mr Muqriz, 
the debate trainees were grouped into 6 teams and 
started to research and practise among themselves 
with a few motions. 

On 27 September and 4 October 2016, the 
competition took place at ELC where each team 
took turns to  compete with  different  opposing 
teams. Lots were drawn on the spot to determine 
their sides and motions. Each team competed to 
win a debate which equated to earning one win 
point  and  at  the  same  time  collected  speaker 
points. On 4 October 2016, a break to the finals of 
two teams was announced after a total of three 
preliminary rounds. 

Three experienced external adjudicators, Mr 
Muqriz, Mr Aidil and Mr Iqbal, from the Malaysi-
an Institute for 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 were 
invited to judge the preliminary and final rounds. 
In the final stage of the competition, the chief ad-
judicator, Mr Muqriz, commented that  the adjudi-
cators had enjoyed the  debate very much. With 
the motion “This house will ban capital punish-
ment”, both sides of debaters were able to provide 
rich content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They 

 The debate trainees being briefed about the competition by Mr 

could hold onto their main principles and make a 
good analysis.  However, they should improve fur-
ther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by utilising life ex-
amples as a reference in their arguments. Besides, 
Mr Muqriz appreciated all the participants’ effort 
and time put in along the journey.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debate is not about winning. Instead, it is a 
skill that involves a lot of reading, prepa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He hoped that all the participants 
would continue to tap their potential and make de-
bating as part of their talents. 

Lastly, we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win-
ners and thank the participants for making this event 
a success. 

The winners of the debate competition: 
The Champion: Opposition Team 

Goh  Sher  Lin（J2 Washington）,Bernard Siow 
Terng Fong (J2 Chicago), Ng Bren Den (S1 Ade-
laide) 
 
The Finalists: Government Team 
Sean Tan Ming Yuan (J1 Ottawa), Leng Yu Cheng 
(S1 Washington), Lim Jia Yun, Ruth (S1 Adelaide) 
 
The Best Debater 
Bernard Siow Terng Fong (J2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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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 Siow Terng Fong (J2 Chicago) 
If I were to sum it up in 

two  words,  it  would  be 
‘lucky’  and  ‘unexpected’. 
My team and  I  felt  over-
whelmed when the victory 
was  announced,  and  we 
were grateful for that.  We 
owed  our  success  to  the 
trainer’s careful  and effec-
tive training, my teammates 

for being cooperative and synergizing well with 
each other. Last but not least, I wanted to thank 
Ms Chua and all the teachers that played a role in 
making sure of a smooth run of the competition. In 
the end, I really enjoyed this event, and I hope that 
this competition can be held again on a bigger 
scale. 
 

Leng Yu Cheng (S1 Washington) 
It was a great experi-

ence getting involved in a 
debate  competition.  It  has 
benefitted me in many ways, 
for  example,   the  manner 
when speaking,  the impact 
of the controversial motions 
towards people and the re-
sponse  to  the  question  di-
rected to us. I am grateful to 

be one of the finalists of the competition and I was 
rather overwhelmed to see our results achieved as 
a team.  
 

Ms Chua Pei Chen (ELC 
Management  

Committee) 
Debating is an activity 

that allows us to ponder over 
different arguments, engage 
with opposing views as well 
as  speak  persuasively  and 
tactfully. Knowing that there 
were  students  enthusiastic 

about debate,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decid-
ed to bring in a professional debate trainer from 
the  Malaysian  Institute  for  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 to provide ongoing training. The debate 
trainees spent their Tuesday afternoons to attend 
the training, learning about the format, methods to 

 

 

 The debate trainees preparing for the competition.  

The champion team posing for a photograph with 
Mdm Boo, Vice-principal and Head, ELC. 

 The finalists posing for a photograph with Mdm Boo,  
       Vice-principal and Head, ELC. 

 

treat the issues raised, ways to deliver their argu-
ments and so on. It was always encouraging when 
seeing them leave the debate class with a great 
sense of satisfaction and achievement. I hope that 
they could continue to sharpen their saws and apply 
the skills learnt in real-life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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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7届雪州中小学学生户外写生比赛， 我校学生载誉而归，为校争光。前排右一起为李增注老师、黄舒恩、谢金聪

老师、黄宝珠老师及王欣怡。后排右起为陈永盛、张岱安、彭美绮、陈捷皓、许静乐及颜学恩。 

黄宝珠老师报道 

由雪州华校教师公会与雪州皇城艺术家

协会联合主办，星洲日报协办的第37届雪州

中小学学生户外写生比赛，于 7月16日（星

期六）在实达南中央公园（Setia  Alam 
Central Park）举行。这项比赛也是兴华学

子们每年必参与的年度盛事。雪州皇城艺术

家协会会长吴亚鸿表示，活动举办37年来，

每年参赛的学生作品都有进步，是个乐见的

好现象。他认为，“艺术教育可以培养孩子

的美感和审美观，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养

分，希望可以继续举办此赛事以推动与提高

中小学生的艺术与绘画水平。” 
参赛前，谢金聪老师利用下课和放学时

间在美术室对参赛同学进行指导。谢老师应

用不同画册的水彩作品让学生进行评鉴与赏

析，学会分析其手法并运用，再结合自身的

水彩基础，创作一幅水彩风景作品。在风景

写生过程中，除了要达到作品构图合理，色

彩变化、统一，还需注意画面的意境。我校

参赛者当天在构图取景上，皆能发挥其独特

的视野和角度。公园中的小塔楼、小型游乐

场、翠绿且辽阔的草场、林间小道等等，都

是学生入画的创作素材，呈现出各自的精彩。 

通过户外写生，能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

能力，对自然风景和环境进行美的提炼，进而用观

察力去发现美，用表现力去呈现美。 

我校得奖同学如下： 

初中组 

特优奖：王欣怡（初三信）、彭美绮（初三仁） 

佳作奖：黄舒恩（初三忠）、张岱安（初二忠）、 

        颜学恩（初三孝） 
 

高中组 

特优奖：陈捷皓（高二文商义）、 

许静乐（高三文商义） 

佳作奖：陈永盛（高一理爱） 

文转下页  比赛在实达南中央公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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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对自然界的感受 
谢金聪老师(美术科研组组长) 

风景写生是描绘自然

景象和人类改造大自然面

貌的一种绘画，通过风景

写生可以增强人们对自然

界的感受和对景色的热

爱。同时，也可提高绘画

表现技能，培养和发掘写

生的形象思维能力、空间观念和创造能力。 
这是一项常年户外写生赛，各校只限派高

初中组各10位学生参赛。今年，我和黄宝珠老

师带队。学生提了画板，也准备绘画用具。现

场聚集不少中小学的参赛者及家长们，气氛非

常热闹。 
我校参赛者观察整个环境，开始取景、构

图、形体结构、透视关系和作画。接触了大自

然，许多点点滴滴，一草一木，如何取舍展现

于画面上，每个画者皆有不同的取景思考。每

个参赛作品各显绘画技能，色彩的表现也各

异，有湿正法、缝合法、渲染法等。现场的作

品，画风各有精彩，色彩丰富。特别一提陈捷

皓同学的作品，以单色明暗层次线条粗细变化

较多，毛触的应用恰到好处，呈现出正面的立

体感，丰富了视觉画面的美感。 
通过这项户外写生比赛，促进同学之间互

动学习，及他们与大自然的接触，了解绿色环

境，借此表达绘画的意境和主题。此外，也可

提高学生的欣赏力和审美能力，同时训练自己

积极地去观察色彩和形体，感受那些景物的基

本特点和现场稍纵即逝的气氛，能够将眼前的

景色牢牢地印在脑海里，并及时表现出来，对

于往后的创作非常有利。 

更热爱美术 
王欣怡（初三信）  

这次比赛能获奖，首先

要感谢老师提供这么好的机

会，让我参赛并发挥自己的

才能。另外，我也要感谢家

人的支持，感谢他们愿意花钱

买画材给我，让我可以在家练习画画。为了应付

这次的比赛，我作了充分的准备。 
比赛当天，参赛者们需要寻找一些景观来作

画。我选的景观是比较少人画的，因为我想要与

众不同，力求作画内容丰富以脱颖而出，因此，

我逛了公园十五分钟才拿定主意。选好景后，我

开始对着大石头、草丛等起稿。当时，有的参赛

者觉得要一直抬头或低头作画很麻烦，所以索性

用手机拍下风景，之后盯着手机画。可是，我认

为这么做会失去写生的意义：写生就是要好好感

受大自然的美，并且把它们一笔一画地勾勒出

来，再根据光的变换进行颜色的调配。 
这次主办单位给的图画纸吸水性很强，我在

上色方面遇到了一点困难。因此，我曾对自己的

作品不太有信心。成绩公布当天，我得奖了！这

消息让我十分惊讶。这奖项肯定了我在美术方面

的进步，同时也让我更热爱美术。 

 

感恩有机会参赛 
彭美绮 （初三仁） 

感谢学校让我参加由博

雅艺术中心俱乐部举办的雪

州中小学户外写生比赛。比

赛前好几天，老师尽心教我

们绘画技巧，让我们做足充

分的准备上场。  

当天一踏入赛场，浮现我脑海里的第一个念

头是：“哇！好多小学生呢！小小年纪就喜欢上

绘画，为学校参赛，其志可嘉！” Setia Alam 
Central Park的美景真多，而最为代表性的就是

在公园前段的塔。 我对建筑物的画法没有很大

的把握，因此决定到公园的另一角取景。虽然一

开始对比赛的图画纸尺寸大小有点惊讶（比起学

校的图画纸长宽多出一根拇指），但见到身旁的小

画家们认真的神情，给了我莫大的勇气继续作画。  
我希望以后可以再次有机会代表学校参赛。 

 

 

 特优奖：陈捷皓（高二文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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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乐仪老师采访 

谈谈您和校友会的缘

起。 

之前我是家协的理事，

后来接任副主席、最后担任

主席，前后整10年在家教

协会。我毕业后就加入校友

会，2015 年 我 从 家 协 卸

任，全心全意发展校友会。 

 

担任校友会主席，您打

算如何带动校友会？听说您

已经有一系列周详的计划？ 

校友会一向来是学校的

骨干，从此历史渊源来看，

学校现有的建设都是以校友

为主的董事在推动。这些以

校友为背景的老董事，数十

年来，充满热心、积极与热

诚，为校奉献。如今我们接

手，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求进

步，希望更有系统地发展校

友会、鼓励更多人加入校友

会。 

如何让更多的人加入校

友会？加入的目的在哪里？

我希望大家加入后不仅仅是

当一个会员，也许我们要比

较认真地去思考:以前的董

事们，他们都十分热诚、用

心，我们要如何继承这股热

忱?前人的宝贵精神应该被

延续。当然，要求进靠一、

两个人无法成事，一定要有

一个核心的团队共同发展。 

现今校友会中有相当多

理事都非常热心，在此基础

之下我们可以推行一系列的

计划，比如：我们设立了每

一届、每一班的“校友联络

人”，每一班皆有一个代

表，联络人可以把学校的资

讯或者把校友会希望其传达

的信息传达给他那一班的

同学。 

 

现在这个联络网是架

构起来了吗？ 

嗯，但还不是架构得

非常好，还有一些待改进

的地方，比如：一些班级

的代表并不是那么热心。

我们因此思考如何遴选更

加有热忱的校友，这部分

我们也一直在补充、做调

整。 

 

从1947年创校至今，

每一个班级都设有联络人

吗？ 

对，可以这么说，我

们很努力地一直往前推，

比较有看到成果的，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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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70年代开始那一批校

友，一直到最近2015年毕业

的校友，基本上我们都有联

络人。 

 

这很不容易，看见理事们

的用心。 

其实设立联络人不是我

们这一届理事会特别的想

法，而是我们继承前人的远

见再继续加以推行的，只是

机缘成熟了，我们推得比较

全面。 

架构上来后，我们也设

计一系列的活动，并且借用

母校的力量。怎么借用母校

的力量呢？你可以从今年校

友会活动中窥探一些脉络:今

年5月份，我们召开了一个联

络人的代表大会，反应非

常踊跃，约有整百人参

加。校方也配合得很好，

当时学校行政各处主任都

有上台汇报学校的最新动

态，让这些代表们掌握校

园最新动态。 

后来我们又透过联络

人来协助母校的义卖会，

请联络人帮忙呼吁更多校

友回来，所以本次义卖会

动员力量很大！回来的校

友们不仅仅是捐钱，甚至

亲身下场协助义卖，大家

共襄盛举。义卖当天人潮

汹涌，许多校友回到兴华

叙旧、对母校鼎力支持，

令人激赏！ 

最近校友会刚举办了

 2015年余安董事(前排左四)从家协卸任，宣誓接任校友会主席一职并全心全意发展校友会。 

一场中秋晚会，也是用这种

方式来鼓吹。当天估计约有

500人到场，第一次有这么

多人回归母校共庆佳节，也

不简单。我们在理事会决

定，以后继续有系统地去

做，推动与加强校友跟学校

的联系，除了善于利用联络

人机制，推动一年校友回校

日、一年中秋晚会；我们也

不断思考再增加一些新的内

容或新的元素。 

在成立联络人后，我们

觉得有能力往国际去推展

了，所以我们在北京成立了

兴华北京校友会，下一步就

要到台湾去成立兴华台北校

友会。我们一直努力推动相

关计划，与校友展开积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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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希望把更多校

友团结在一起。其实我们

也看到以校友为架构的老

董事已经很老了，因此我

们希望注入新血，拉近中

生代的校友回来来接棒。 

 

我去年采访尤瑞泉董

事，他也很感慨地提及此问

题，并表示忧心。 

对，我们都在往此思

考，不单单只是学校方面

的考量，其实校友之间多

联系的话，能够形成比较

严密的人际网络，对自己

的事业也有帮助。学校如

果要建设与发展，在相关

领域的校友如果能力所及

都能互相帮忙，也能帮学

校省钱。毕竟校友之间的

感情是存在的，在进行学

校建设、发展方面愿意给

的优惠也比较够。 

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

呢？我们整个校友会要更

加企业化，现今我们的人

力主要是靠自愿者，我们

希望将来校友会有专职的

秘 书、专 职 的 行 政 主 任

等；比如北京大学的校友

会，他们的组织架构很严

密，所产生的效果也非常

深远。 

 

看来这是发展必然会

走向的一个趋势。 

是，这些东西都是值

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的

醒狮队向来也是以校友为

骨干，从招青到领队；当

然狮队成员是学生，还需

要老师一起来配合，三机

构齐心推动。我们希望往

后推动例常事务或节庆，

都能跟学校配合、借助学

校的力量，比如这次的越

野赛跑，我们也是透过联

系人去推动，当天回来参

加的校友超过200人。我

们也希望下次学校举办篮

球比赛，可以设立一个校

友组。运动会也可以开放

给30岁以下的校友参加，

30岁以上的可能太激烈了

一点。 

我们希望能够借力使

力，把精力放在比较创新

的部分。计划部分我们已

经订出来了，实行部分则希

望未来校友会可以更加专业

化、更加企业化去经营。 

 

如果成功联系了世界各

地的校友，以后兴华毕业生

到各国升学，也可以托学长

帮忙照看那些刚出去的学弟

妹。 

对，这也是我们希望做

到的。当然，我们看到现在

很多客观情况一直在改变，

大部分的高三毕业生有一半

以上都留在国内深造，如：

拉曼大学，双威大学，甚至

最近的厦门大学，这是最近

的一个趋势——过去大家都

往国外深造。这些客观因素

的转变，对校友会未来所要

推动的活动，我们把它列为

考量的因素之一。 

 

清华和北大的校史馆，

把该校所培育的各个领域人

才都做了记录。这是我们以

后可以努力的方向。 

对，我们希望慢慢地突

破，我也跟校长讨论过，我

们参访的友校，无论是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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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附中也好、四中也好，

都有一个对外联络的公关

组。情况如果允许，我们必

须针对已经毕业出去、比较

优秀的校友做一个追踪。 

 

这是一个软实力。 

对，那些优秀校友学有

所成，可能会进入到一些重

要机关、或进入到一些学术

机构发展，这些都是将来可

以为兴华使得到力的校友。 

 

也可以激励那些还在求

学的学弟学妹。 

是啊，最近我们也邀请

一些校友回来母校跟辅导处

联络，一些职业生涯的辅

导，可以请他们帮忙对学弟

妹们做宣导，以他们的亲身

经历分析，那是更实际的分

享。我们去年已经开始这样

做了，今年也会继续，我们

一直希望多方面思考。 

另外一个目前我们忽略

的是:人总会老去的，年迈

的校友老去之后，该怎么体

现出校友会对他们的关心?

我们也在思考，这部分是不

是比较缺乏经营？平日里喜

事当然有，白事也是免不

了，要有专门的人去致哀也

好……团队里要怎样透过小

组让这些老校友感受到温

暖？ 

 

所以，也关注到很人性

化的一面。 

可以这么说。希望对老

校友来说，加入校友会让他

们觉得很自在，也让年轻的

校友看到这一面，愿意主动

加入校友会。年轻校友会

想，往后校友会都有一些较

贴心的关爱活动，他会觉得

入会很值得。 

这也是一个教育的过

程，年轻的校友也会意识

到，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

不要忽略关怀老校友。 

是的，我们方方面面都

在做。这一届的理事想得很

深入、大家都很热心，使我

们在推动一系列计划时水到

渠成。大家齐心合力，很多

计划很快就可以做起来，这

是我们这一届理事的一个特

色。目前，兴华校友会涵盖

老中青三个层面，我们的理

事最老的已经70多岁了，比

如：黄初兴、颜长生等，希

望更多后浪涌过来，我们携

手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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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苏垲渝（高二文商智）、陈慧仪（初二廉）         

排版/摄影：蔡美玲老师 （部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1. 谈谈你与排球的缘起？排球对

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我在13岁，即初一的时候参加排球班

级赛，其后被推荐去参加排球校队选拔。

很幸运的，我成功被排球校队录取。隔

年，教练推荐我参加州队选拔，抱着姑且

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成功被录取！与排球

的缘分非常妙，我原本是打篮球的，但却

错过了两次进篮球校队的机会，因缘巧合

下加入了排球校队，还在一年内获选州代

表。成功加入州队后，我在2016年被派去

参加马运会（Sukma），比赛中我队获得

了金牌。 

排球从前对我来说只是个兴趣，排球

校队就只是一个学会。可一路走来，发现

自己已经成为排球大家庭的一份子，排球

也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排球给我一种归属

感，无论生活上有什么烦恼，只要去打打

排球，整个人会变得轻松，心情会因此而

平复下来，感到温暖、幸福。排球带给我

的，是担当、责任感和自律；是排球把一

个“小屁孩”变成了现在“较为成熟的暐

健”。 

2. 赛前你都做了哪些准备？有什么需要克服

的？ 

比赛前，我每个星期都展开练习，一练就是3个
小时，从年初一直持续到七月。除了在校练习，也跟

随州队到莎阿南体育馆练习，一个星期最少要练9个
小时。在州队里，我认识了来自各县的球员，年龄最

小的15岁、最大的是21岁。我们虽来自不同县，但

默契十足。州队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队长沈建钦，

我十分崇拜他。 
由于出赛背负着夺冠的使命，难免会有压力，因

此，我会找一些方法疏解压力，如：约朋友去打球、

吃一顿好的或睡觉。不但如此，我还要克服在场上的

紧张。后来我发现：有时要平常心对待，这样才不影

响临场的发挥，不惧怕对手挑战，做好自己。稳定性

非常重要，状态最好的球员也许并不是实力最强的，

但却可以保证球队的稳定性。 

 
3. 变成州手前后有遇到什么挫折吗？ 

这次的比赛，最大的幕后功臣是我的家人。

因为每次练球的时间是从傍晚7点半到晚上11点，他

们从不抱怨地来回载送我。除了家人，还要感谢一位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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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朋友。当初我加入排球校队的时候，由于交通不方

便而想放弃，但是这位朋友坚持不让我放弃，建议

我和家人商量。当初没有他的鼓励，我就不会加入

排球校队，更不会加入州队并去参加马运会。 
再者，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马运会，虽然刚开始

知道自己是候补有些失落，但我也坚持上场，因为

我知道机会难得。我同时了解到，候补也有其存在

的必要，当一位正选状态失常或受伤时，候补就能

派上用场。很多事情，你无法急躁，要静心等待时

机。这次的经验让我学会沉着，也推动了我想表现

得更好，希望在下一届的比赛成为正选选手。教练

是我的恩师，是他一直在我身边给予我支持与鼓

励。因为我现在是男生排球校队的队长，很多事情

必须由我去处理，但在这段时间教练叫我放心去练

习、去比赛，校队的事就让他处理。有一次因为某

些事情我迷失了自我，也是教练拉了我一把。 

 
4. 请问赢了这次的比赛后心情如何？未来有

要往这方面发展吗？ 

不知不觉，我已经打了五年的排球。排球已经

从一开始的“兴趣”变成现在的“习惯”，是一种

生活方式，也是舒解生活压力的最佳途径。排球让

我学会了坚持不懈，遇到挫折绝不放弃的态度。中

学的这段时光，排球带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有想过要往排球这方面发展下去，希望人生

中有机会代表自己的国家去参加比赛，因为我觉得

自己能加入国家队的可能性也蛮大。但是我目前会

先专注在课业上，也考虑毕业后回来兴华中学当排

球教练，回馈母校。至于未来的路，我会努力并保

持平常心，有机会的话我会好好把握。我对马来西

亚的排球国家队有信心，也希望他们能在明年在马

来西亚举行的东亚运动会中夺冠，为国争光。 

 
5. 请问你是如何取得课业和运动上的平衡？ 

参加这次的比赛面对了兼顾课业的问题。由

于每天都要进行练习，上课加上练习，人很累，精

神也欠佳。再加上这次去砂拉越诗巫，我缺了两个

星期的课，也担心在学业上会跟不上进度。可我还

是坚持下来了。必须兼顾练球和课业，让我变得更

懂得妥善安排自己的时间，不再像以前那样得过且

过。我一直提醒自己：课业是应该要做好的，兴趣

是你想做好的，必须先做你应该做的才去做你想做

的。要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我必须比别人更努

力、更自律。 

文转下页 

 2016年4月，雪州马运会排球队前往彭亨参加比

赛。第二排右二为杨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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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垲渝：刚接到老师给我的任务，采访与我同班的男同学——杨暐健，暐健给我

的印象是：阳光爽朗、大方、乐于助人，和他相处起来非常愉快，当时我在想，这

个任务太简单了，只要设几道问题采访一下就可以交差了！我本身对运动不是很了

解，对运动员的既定印象都是他们具有坚持不懈的性格。可林卿卿老师点醒了我，身为一个采

访者必须要懂得探索受访者的内心，深入地了解他的想法。 

或许我们一路来都把运动员看得太表面了。求学中的学子，既要兼顾课业、友情、家人，

还得抽出时间接受大量的体能训练......这一点都不简单。要同时扮演这些生活中的角色，他们

必须有比别人多一倍的毅力。是什么原因会让一个运动员坚持下去？单靠兴趣与热情吗？ 

暐健私下告诉我，他分享的这些心得，并不是为了炫耀。他坚信：他能做到的，大家也一

样能做到，只要相信自己，并坚持努力。“我们现在所有的付出努力都不会是白费的”，这腼

腆的男孩缓缓地说道。虽然我不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也不懂得运动，可是我和暐健一样有自

己热爱的事物。他热爱的排球让他努力、坚持；而我们为自己热爱的事物付出了多少呢？像暐

健那样对排球的情感，为其全力以赴，才真正称得上热爱吧？ 

感谢暐健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这样一个既平凡又不平凡的少年，其背后的精神，值得我

们学习。 

某个程度，我觉得自己比别人幸

运，因为别人可能只需把重心放在课业

上，而我则必须兼顾学业与自己热爱的

兴趣。这样的中学时光，虽然过程有点

辛苦，但感觉很热血！  

 
6. 既然参赛会有种种压力，还要

兼顾课业上的进度，这条路确实

不容易走，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坚持不放

弃呢？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可

以坚持到如今。这一路走来真的没轻松

过，有时看到和我同龄的朋友们一放学

就可以回家睡觉或休息，可我却得留校

练球，难免会质疑自己。我想，或许是

因为我在这个球队找到家的感觉，有强

烈的归属感吧！也因为责任，使我不能

违背与队友们的承诺：“永远不放弃, 一
起打到毕业”。当然，加入校队就一定

会代表学校去比赛, 会面对胜负的压力。

我们曾经试过差一点夺冠, 但最后还是失

败了，那时候，我们都难过得哭了。我

一直努力坚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文接上页 

我不想在球队需要我时无能为力，我想把沮丧的哭泣

变成快乐的汗水，我想成为球队的支柱，扛起带领大

家夺取胜利的责任。 
排球队是一支团队，没有个人英雄主义，但唯有

每个人做好自己的本分，将自己变得更强，才能提升

整体球队的水准。我知道，只有到更高水准的地方去

接受训练才能变得更强，去带领整个球队。 

 雪州马运会排球队前往砂拉越诗巫参加比赛。杨暐健（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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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1.  请问你觉得暐健是一位怎样的选

手？你对他有何期待？ 
暐健是从初一（2012年）才开始接触排

球，算是排球新人，对他来说，一开始要完全

掌握排球有一定的难度。可暐健是个有责任感

且非常独立的孩子，他总会尽力完成我们交代

的任务，只要有时间，他就会自行练球并且改

善他在场上所犯的失误，无需我费心。 
从初一到现在，他已越来越稳重，心智也

成熟了许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所累积的经

验，他已经造就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暐健参

加sukma之前，心理上还是有些许脆弱，尤其

当他知道自己是候补的时候，难免有少许的落

寞。可是他并没有气馁，反而从挫折中，努力

改变自己的心态，体现出对排球的热爱。他知

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上场比赛，即

使是候补，他也是万中选一的球员。今天不轮

到他上场不代表他无事可做，他可以通过大大

小小的比赛累积经验，只要时机一成熟，就是

他表现实力的时候。 

 

2. 请问您在暐健比赛前为他做了些什么

准备？ 
我常常会抽出时间辅导他、给予他信心。

所有球队的成员都知道我很喜欢与他们讲道理，

我的理念是：通过排球去教育他们人生道理，之

后才是排球技术。我非常重视学员的态度，“只

要态度正，做什么事情都会全力以赴。” 
暐健从13岁加入排球校队到现在晋升为排

球队队长，全是因为他拥有良好的态度，展现出

对排球的热爱。当然他也碰过很多挫折，早期有

一度迷失自我，我也主动去了解、开解他，最

后，成功的把他从迷失中拉出来。现在的他，比

以往更成熟稳重，更有担当了。 

 
3. 给暐健的一句话。 
对暐健，我是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如果

真的有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希望他每次参加

一场比赛都当是上一堂课一样磨练自己，使自己

更加进步。一路看着他成长和改变，他是一个懂

事又乖巧的孩子，富有责任心且能独当一面。总

的来说，他今天会成功确实是实至名归，因为他

是一路努力不懈、坚持到底走到如今的。最后我

以这句英文体育名言“You might not be the 
best everytime but you can be your best every-
time.”赠送给暐健，与他共勉之。 

 左一起为陈慧仪、李国平教练、杨暐健、苏垲渝。 

 2015年八独中球类赛我校对垒 

 坤成中学。杨暐健（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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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菡霙（高二文商和）报道 

9月22日（星期四），我校商学会的13名
会员与大众传播出版组的15名会员在刘兼阀老

师和林卿卿老师的带领下，于课外活动时间乘

坐巴士前往巴生港口码头后，购买船票到吉胆

岛进行户外学习。这项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室，

通过田野考察关心生态环境和社会议题，同时

思考，若要发展一个旅游胜地，该如何结合人

文情怀与商业考量。 
吉胆岛，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巴生港岸

外的一个小岛。全岛位于潮汐线下，以红树林

为植被，因为植物覆盖率高，所以并不适合发

展农耕业。岛上有两个华人渔村，即吉胆村及

五条港村，两村之间的联系得经由水路。吉胆

岛的居民多以华裔为主，以渔业和商人为生。

吉胆岛对外交通是往返巴生港口的客船，每日

往返 15航次。吉胆岛上没有公路，村内的

“路”是由各种建材在湿地上搭建高架而起的

桥，这些高架的通道称路不称桥，仅有跨越河

流的通道在当地才称为桥。岛上的主要交通工

具是脚车，而摩托车因为安全问题被禁止使

用。 
当天的户外学习是以5人一组的方式进

行。商学会和出版组的同学要混合成组，以便

 吉胆岛户外教学，通过田野考察关心生态环境和社会议题，   

文转下页 

可以分别以商业和人文角度，考察吉胆岛的生态

环境、人文情怀，思考未来商业发展的可能性，

进行分析与讨论时有想法上的碰撞，得到双面思

考。活动一开始，各组得到一本册子，册子内有

不同形状的景点图片，组员们必须通过相关的提

示找到指定的地点合照并且记录下有关景点的名

称，这项活动有助于会员们认识吉胆岛及其特

色。同一时间，组员们也需要利用限定的金额购

买指定的食物，以培养他们成为精明的消费者。

分组活动结束后，同学们各自拥有15分钟的自由

时间，他们必须分析与观察吉胆岛居民和周遭的

生态环境，如：卫生问题。观察结束后，所有的

组员们都沉淀下来思考并完成学习单的任务。 
在生态环境方面，组员们都一致提出卫生问

题，这正是吉胆岛一直都受关注的议题。我们在

吉胆岛的多个角落看到了一些小垃圾，这都是人

为问题，而且岛上垃圾桶供应明显不足，有些比

较大的垃圾被丢弃在桥底或海里。一直以来，人

类生存，居住和进行一切活动时所占用和涉及的

一切环境都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当人类的生活

领域和需求不断扩张时，我们却忽略了它们。其

实，有时我们的随手一丢会制造多意想不到的环

境问题，而我们的随手一捡也可以解决一些环境

问题，我们应该把最基本的事情做好，不要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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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除此之

外，组员也提出很多的方法

如何把当初美好和干净的环

境找回来。  
至于商业角度方面，

我们认为吉胆岛有潜质发展

的商业活动是旅游业。旅游

业内可以分为住宿餐饮、渔

业、土产和观光导游等等。

通过观察发现，到吉胆岛居

民的营业和休息时间与其它

地方有不同。尤其是当天我

们到访时，中午时段只有5
到7家杂货店和餐馆正在营业。游客在中午时

段到访遇到店铺没有开，会影响游客对岛屿的

评价，因此，建议居民在营业时间上稍作调

整。再来，吉胆岛也可以通过拍摄短片或宣传

影片的方式来介绍有关的历史背景和特点，吸

引游客的到访。 
吉胆岛拥有一个独特的“人文情怀”，那

就是当地的居民多数很热情，脸上挂着灿烂的

笑容，让游客们感到一种特别的亲切感。除此

之外，吉胆岛艺术协会也将在今年的11月底到

12月初举办吉胆岛国际艺术节。这次的艺术节

将会有来自17个国家的120名艺术家齐聚岛上

创作，欢迎大家抽空到岛上观看艺术家们的现

场创作。这些文化创意构思，是当下商机的趋

势，非常值得推广。 
最后，我想引用奥迪（Audi）曾经发表的

话作为结语：“商业是有逻辑和序列的，逻辑

文接上页 

 

描述的是路径，序列给出的是优先选择。在科

技和人文、个性化与大众化、商业目标和社会

使命的交汇点上，有着无数种的选择，每一种

选择都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命运。在利润为导向

的商业世界，人文与情怀始终是一个稀缺品。

在追逐灵魂的道路上，我们时常看到孤独的背

影和淡淡的忧伤。商业最终指向的是利润，但

走什么样的道路却跟情怀有关。伟大的品牌之

所以能征服人心，与它们的情怀不无关系，在

炫目的布景里，我们能影影绰绰地看到艺术、

偏执、决绝，还有情怀。”此次的户外教学，

像一次出游，我们接近了大自然，放松身心，

也像一次田野考察，让我们观察许多平时不会

特别留意的细节。撇开商业、人文、生态，或

许我们最需要拥有的，是善于发现美的一颗

心，并且怀着感恩的心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分组环节时组员们通过相关的提示找到指定的地点合照，并且记录下有关景点的名称。  

 大家沉淀下来思考并完成学习单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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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岛屿生活 
刘兼阀老师（商学会负责老师） 

9月22日，我们再一次

以跨学会的形式到吉胆岛进

行户外教学。当天，我们师

生都充满期待，因为即将逃

离城市，来到一个充满温情

的小岛上。岛上的一切人事

物的确与城市有些差异，岛

民的笑容热情一些，生活步

调缓慢一些。此次的户外教

学目的是让学生感受这小岛的风俗民情，从商的

角度来看，吉胆岛的确可以成为不错的旅游景

点。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常想逃脱繁忙的都市，

找个轻松自在的景点解压。吉胆岛民风淳朴，但

不算落后，是个适宜短暂度假的地方。小岛的面

积不大，发展空间却无限，可考虑将其推广为

“文化岛”或是“美食岛”。 
商学会与出版社的负责同学策划了一系列有

趣的游戏，让学生更了解岛民的生活及思考如何

促进我国马来西亚的旅游业。 游戏结束后，同

学们认真填写已准备好的回馈表与学习单。希望

经过这次的户外教学，学生可以透过体验岛屿生

活，体悟到我们日常生活容易忽略的小细节，并

懂得感恩及爱护美好的大自然。 

 活动筹委合影。  

文接上页 

 

富有人情味的小岛 
周艺敏（初二仁） 

这是我第一次到吉胆

岛，以前只看过这岛的相

关照片。根据学习单的提

问，我观察到岛上的人民

安居乐业且互相信任，他

们会敞开着自家大门，也

经常热情地彼此寒暄。吉

胆岛一直以海鲜闻名，我

觉得只要搞出个虽小但人情味十足、食物美味

的小餐厅，也会有很多城市人慕名而来。此

外，现代人都向往悠闲的生活，可以考虑经营

民宿，同时将艺术、人文的元素加进来，推广

旅游和文创相结合的理念。我挺喜欢这个淳朴

的地方，很有渔村风味，下次会提议家人到这

里吃海鲜、吹吹海风。 

 

 吉胆岛民风淳朴，是个适宜短暂度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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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9月份：阅读与咖啡 

序 图书 作者 出版社 分类号 

1. 咖啡原来是这样的啊 童铃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C434.8 

2. 时光捕手 庄崧冽 浙江人民出版社 C434.8 

3. 咖啡2.0 刘凡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C434.8 

4. 咖啡职人的爱与偏执 Ling 谭聿芯 启动文化 C434.8 

5. 开家自己的咖啡馆 [日]《开家自己的咖啡馆》编辑部 中信出版社 C434.8 

6. 就想开间小小咖啡馆 王森 中信出版社 C434.8 

7. 日日的美好，咖啡馆绘手帐 橘枳 创意市集 C960 

8. 浓情蜜意花式咖啡 王森 青岛出版社 R434.8 

9. 相约彼端 咖啡美好时光 张雪泡 麥浩斯 R957 

10月份：阅读与电影 

序 图书 作者 出版社 分类号 

1. 电影里的生命教育 李伟文 天下杂志 C528.5 

2. 电影里的追梦人生（原著：梦想起飞的时刻） 李伟文 亲子天下 C528.5 

3. 电影性教育读本 方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C544.72 

4. 法国电影新浪潮 焦雄屏 江苏教育出版 C987 

5. 风起 Animage编辑部 台湾东贩股份 C987 

6. 品读电影世界 姜静楠 中国电影出版 C987 

7. 伟大的电影 罗杰·伊伯特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C987 

8. 香港新浪潮电影 卓伯棠 复旦大学出版社 C987 

9. 一只眼睛看电影 何三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C987 

10. 影像中的历史：世界纪录片精品档案 罗伯特・弗拉哈迪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 C9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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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卿卿老师 

什么时候爱上阅读？有人这么问我。其实我

也不清楚，我不是来自书香世家，自小妈妈很反

对我看书。小时候家里做生意很忙，父母不可能

带我去买什么课外书，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小渔

村，可以接触的书非常少。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启

蒙书是四年级时

大舅送给我的—

—《汪洋中的一

条船》。没念过

多少书的妈妈并

不了解我看的是

什么书，在她的

认知里，喜欢看

书的女孩长大以

后会特别“不听

话”。可能，那

时候渔村里读很

多书的女孩总是

做着大人们不理

解的事，所以妈妈觉得我书看多了就会“变

坏”。 
小学时期的我总喜欢躲在阁楼偷看书，只要

听见脚步声或妈妈的声音，就赶紧把书藏在阁楼

的隙缝里。当然，也有看得入神忘我的时候，难

逃一劫。被妈妈发现除了挨一顿骂，书本还会被

没收。印象最深的那次，《汪洋中的一条船》被

妈妈撕成两半，丢到屋顶上去。难过之余也挂念

着郑丰喜的故事发展，只好乘妈妈不注意时用阶

梯爬上屋顶去捡书。那时候的我求知若渴，一拿

到书就会贪婪地阅读，《傲慢与偏见》就是小六

时念完的。上中学前还念完了金庸的武侠系列，

也看了很多琼瑶、亦舒和不知名作者的言情小说

（妈妈的担心不是没道理的）。还好，忘我阅读

的当下，UPSR还是考了全A。那次之后，妈妈

再也没有阻止我看书。 

* ————  *  ———— *  

 

十几年前的家乡有间很小很小的传统书

店。说是书店，充其量只是间卖文具和杂志

报纸的店。不过老板也会卖些小书，足够我

细读。我课余时间喜欢呆在书店里，老板也

很喜欢我，任由我在店里“免费看书”，反

正......那些书也没什么人看。长大以后才知

道，原来我在那个时候读的很多书属于——

马华文学，也就是大马本地作家的创作。我

的文学兴趣，应该是那个贪婪阅读的年代所

培养出来的吧？有时候走在各大书店，看到

现在的小孩可以有那么多书看，可以有零用

钱自由地买书，再回想起自己偷偷摸摸看书

的时光，心中百般的滋味。 

我怪妈妈吗？不，我知道当年妈妈只是

害怕，害怕那个埋头在书海里她所不了解的

那个我。 
我渐渐地了解到，要别人理解你，你只

能用时间和行动来证明。多说无益。 

* ————  *  ———— *  
随着年纪渐长，家里的书越来越多，妈

妈接受了我这个嗜好，也开始为我添购书

架。我离家在外的十几年来，我的书本、杂

志都是妈妈在

帮我管理。

弟弟要结婚

时，我人在

上海，妈妈

还把家里最

大的主人房

让给了我做

房间，原因

是我有太多

的书，只有

主人房可以

容纳。每次

有客人到家

里，看到我

文转下页 

 

 最近刚搬家，新整理好的书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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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如箭飞逝，图书馆的主题书展也来到了尾声。这一年走来，每个月都要写文

章、构思壁报主题、办讲座，虽然忙，但忙得很开心。每个月发现有些不完美的地方，然

后做小小的改进，再小心翼翼地继续执行。我很感谢校方给我这个机会做阅读推广，也感

恩图书馆主任和同事们的配合。没有多方面人力物力的配合，主题书展无法顺利进行至

今，阅读的愉快也无法如愿展开。 

2016年的主题书展虽然不尽完美，但相信阅读的种子已散播四处，2017年，我们有更

精彩的主题书展与您会面，敬请期待！  

成山的书而感到惊讶时，妈妈总会感到自豪地

说：“那是我家大女儿的。”小六毕业以后，妈

妈再没阻止过我买书，就算我人在外，书本三不

五时成箱成箱的往家里送，妈妈也从来没说，怎

么浪费那么多钱买书？ 
我和妈妈都在无言中做了最大的和解。我知

道这是信任，我用行动向妈妈证明，爱读书的孩

子不会变坏，妈妈用行动向我证明，她信任我人

生的另一种选择。 

* ————  *  ———— *  
犹记得博士毕业开始工作的时候，同事们常

发现我的思维比别人怪异。当他们摸不透我或无

法与我达成共识的时候，就会无奈地说：“你读

书读到脑袋坏掉了。”我总是莞尔，乐于接受做

他们心目中的怪胎。 
或许可以这么说，阅读，确实是我人生的另

一种选择。失恋时我看书、悲伤时我看书、困惑

时我看书；想跑步时我看书、想做饭时我也看

书、想改变生活模式我也看书。阅读的当儿，我

觉得生命的轨迹无限的扩大……当感觉“坐困书

城”时，我背起行囊去看世界，住在青年旅社里

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聊天。 
也许爱看书已是灵魂深处最深的烙印，但我

时时刻刻的发现，书本太多，我懂得太少；世界

太大，我太渺小；人外有人，我微不足道。就这

样带着恐惧与疑惑，我让自己漫游在书海里，寻

找也许这辈子都无解的答案，甘之如饴。 

* ————  *  ———— *  
愿你，也在自我的生命中，找到属于自己的

阅读力量。 

文接上页 

 喜欢把书本摊在阳光底下的“晒书”仪式。 

 阅读，等待天亮。最近很爱吴明益老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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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馆内主题书展 配合的校园活动 日期、时间 活动地点 

1月 
读书与思考 

我的青春时代 

新年新计划：指导折蝴蝶 

写计划贴在图书馆壁报上 
  

图书馆 

视听壁报处 

2月 读书与手帐 

手帐达人陈佩真分享“手写的热情 ” 
23/2 (二), 

2:30~3:30pm 图书馆 

漫画家海南雄主讲“哟，我想和你聊创

作”结束后现场玩漫画盖章和购书 

25/2 (四)，

1:55~3:30pm 
科技楼大讲堂 

3月 读书与摄影 

办“有图书馆，真好！”摄影比赛 23/2~31/3 拍摄校园、图书馆 

卓衍豪主讲“走出课本，认识不一样的

马来西亚” 

31/3 (四)， 

1:55~3:30pm 科技楼大讲堂 

4月 读书与经典 

潘碧华博士“我们为什麽要读经典”讲

座会 

29/3 (二)， 

1:55~3:15pm 
科技楼大讲堂 

全体高二级学生 

书香日 

中外文学名著推介、写阅读报告 
  

图书馆 

  

《小王子》图书导读会 
15/4 (五)， 

3:05~4:00pm 
科技楼课室 

5月 读书与设计 

邀请演讲《开启你的创意潜能潜能》 

Sunway  University 讲 师 Augustine 
Wong、Allan Tan、Jeffery Yap 

17/5 (二)， 

1:55~3:15pm 黄景裕讲堂 

商科广告设计比赛  图书馆 

蛛古力、颜俊杰及牛小流主讲“键盘上

的笔尖”现场购书 

12/5 (四)， 

1:55~3:30pm 黄景裕讲堂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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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馆内主题书展 配合的校园活动 日期、时间 活动地点 

6月 读书与书信 

感恩、 写明信片活动   

图书馆 

   
图书馆 

1.台湾作家Silver  Yang《用文字、底

片、画本记录生活的温度》 

2.十位高二生自主筹办《小王子》阅读

分享会“来自星星的小王子” 

21/6 (二)， 
2:30~4:00pm 
28/6 (二)， 
2:30~4:00pm 

7月 读书与植物 

世界森林日   

 大讲堂 

  

黄景裕讲堂 

1.配合开斋节讲座：永乐多斯博士 

“漫谈伊斯兰” 

2.诗人王涛演讲《植物的力量：疗

愈、生活、文字》 

04/7 (一)， 

3:15pm~4:30pm 
28/7 (四)， 

1:50pm~3:30pm 

8月 读书与跑步 

越野赛跑   
  
图书馆 

萧煜修老师：《关于运动，我想说的其

实是......》 

09/8 (二)， 

2:30~3:30pm 

9月 读书与咖啡 

世界咖啡日   
  
图书馆 

Seraph Awaken老板《给我一杯咖啡的

时间》 

06/9 (二)， 
2:30~4:00pm 

10月 读书与电影 
非SPM生期末考后多元学习活动： 

电影分享会 

  

08/11 (二) 
黄景裕讲堂 

11月 回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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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芷汀（右）与黄耀漳老师。  

文：洪芷汀（初一信）  

闪亮的日子像星光、像银河、像五彩缤

纷的霓虹灯，是我们抹不去的回忆。小学六

年级的那段生涯可说是是我人生中闪亮的日

子之一。 

还记得那时的我们，为了可以在小六检

定考试中获取优越的成绩，所以每天都很努

力读书。为了让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学习，老

师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进行小组讨论。在

课业上遇到难题的同学可以向小组的成员请

教。虽然有时我们会因为各持不同的意见而

起争执，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和好如初了。友

情就在这其中，不断地滋长。 

不知不觉九月到了，也意味着小六检定

考试到了。校园里处处都洋溢着紧张却又令

人期待的气氛。一天﹑两天﹑三天......日子仿

佛在与我们作对，总是慢条斯理地走着。每

考完一个科目，校园里宁静的气氛总会变得

特别热闹，因为我们都在讨论答案。终于，

为期三天的考试结束了，大家顿时都松了一

口气。 

虽然小六检定考试结束了，但我们都没

闲着。几天后，我们又开始如火如荼地为十

一月的运动会做准备。有些同学负责设计帐

篷﹑有些负责制作装饰品﹑有些则负责利用

文：黄耀漳老师 
追忆小六那段闪亮的日子，写来情感真

挚，回味无穷。措词及用语精简，不拖泥带

水，也不无病呻吟，非常难得！ 

装饰品布置帐篷......参赛者们忙着练习各自的比

赛项目。老师还要我为我队写几个大字，借此增

添我队夺标的决心。 

十一月来临了，小六检定考试的成绩终于揭

晓了。我们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学校。休息

节后，成绩发榜了，我获得七个甲等！我感到非

常开心，因为我的努力有收获了。我们也到处询

问朋友们的成绩。有些人获得六个甲等，有些人

只获得两个甲等......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啊！ 

六年级那多姿多彩的生涯是我人生中闪亮的

日子之一。它将会永远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

里，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 

厚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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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心得： 

 卓佳妤（右）与黄耀漳老师。  

文：卓佳妤（初一忠）   

上了几堂课后，下课铃声终于响起了！

同学们三五成群地离开课室。我没跟随大

队，因为我想完成手头上的家课才去用餐。

在埋头苦干之际，忽然一阵清脆的声音响

起：“佳妤，佳妤！又一个人在赶功课啊！

我来陪你吧！”我嘴边涌上了笑意，不用抬

头看也知道，这把熟悉的声音是我的超级好

朋友——黄欣瑜的！ 

看着欣瑜笑脸盈盈地坐在我身旁，此

时，我的思绪在回忆中飘荡，回到了我们最

初相遇的画面。犹记三年级那年，我和你一

起当上了学长。然后因缘际会，我们又被安

排到同一个工作岗位。初次见面时，我便发

现你活泼好动又善于交际，我俩一打开话匣

子就有聊不完的话题。久而久之，我和你的

感情变得越来越好，默契也越来越好，有时

甚至不用开口就能知道对方的心意。 

这几年，我们从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变

成了好朋友。每天，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走

去食堂，坐在同一个位置上说笑，然后再一

起走到我们的工作岗位。当看到组长来巡视

时，正在胡闹的我们便会互看对方一眼并马

上冲回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放学后，我们还

会忘情地在篮球场上打球，比拼看谁的技术

较好。由于我两的性格豪爽，不喜欢忸怩作

态，有别于其他女生，因此同学们把我们列

为“女汉子”一族，但我和你都一笑置之。 

在这短短的三年里，我们一起哭过、痛

过、开心过、笑过，虽然有时我们会因为一

些事情而意见不合，但过了不久，我们还是

会和好如初。还记得那次，我和你代表学校

参加校际篮球比赛，因为惨败而受到了很大

的打击。那时，我们抱在一起痛哭，但，很

快地我们彼此互相鼓励，扶持对方，从挫折

中站起来。 

在这些年里，我们携手面对了一切障碍与困

难。当获知我俩都考上了同一所中学时，我们高

兴地相拥，又哭又笑。在毕业的那一天，我们披

上了各自的长袍，踏上了辉煌的舞台，领取了人

生的第一个证书。那天，我们都遵守了对彼此的

承诺，一滴眼泪都没流下。我们一起踏出了小学

校门，头也不回地奔向了新的里程碑。我们知道

我俩的友情将会在中学里延续下去，直到永远。

欣瑜，知我者莫若你！我只想对你说：“有你陪

伴的日子，真好！” 

文：黄耀漳老师 

追忆小学那段一起走过的日子，勾出了一段

令人羡慕并歌颂的友谊，写来情感真挚、温馨。

措词及用语精简，懂得善用优美的形容词句，有

画龙点睛之优势。此外，下笔处能点到为止，不

画蛇添足，真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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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导处在食堂前的广场备有亲子关系、师生关系 

 及青少年心灵成长等书籍让家长选购。 

 同学为家长讲解机器人的操作。  

 平常外宾止步的学校宿舍特开放给家长参观和询问。  

 同学为家长讲解英语教学中心教学理念。  

 在科技大楼7楼的远距天文观测中心，同学为家长分享我

校天文观测的成果与设备。  

 仁爱广场设有柜台处理查询考场、补发收据等事宜。 

 家长对图书馆的藏书爱不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