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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协会会员大会暨第十三届理事选举

■ 陈伟后主席（中）为与会者汇报过去一年完成的多项活动与建设。理事林国士（左一）、理事郭耀星（左二）、副
主席刘金成（左三）、副主席陈祈福（右三）、财政陈冬兴（右二）、理事李德华（右一）。

郭珂儿老师报道
我校家教协会于4月29日（星期六）上午11时
至下午1时，在黄景裕讲堂召开2017年度会员大会
暨第十三届(2017/2018)理事选举，共有63名家长
及124名教师出席。家协理事提出年度报告后，由
会员和校方交流探讨学校教育课题，最后进行新任
理事改选。
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对理事们的致力付出表示
感谢，并总结家协在过去一年完成的多项活动与
建设，包括举办亲子、教育、环保、激励等不同主
题的讲座，以及捐血活动；更成功承办筹募人文教
育基金义卖娱乐市，冲破目标筹获RM2,200,000款
额，用以投入校史馆、墨艺轩、音乐中心等人文教
育空间和设备的拓展。
他回顾我校近年各方面的发展与表现。在软体
方面，我校连续三度荣获教育部五星级学校评鉴；
硬体方面，董事部于去年在国字型大楼和宿舍装设
了冷气，目前所有课室和宿舍都已全面冷气化，并
在综合大楼更换三台新电梯，提供师生便捷舒适的
教学环境。学生的学术表现也交出了亮丽的成绩
单，除了在各项校际比赛中得奖，还有34人次被评

为2016年统考特出考生，为兴华历年最多考生获此
殊荣，亦是全国特出考生最多的学校，创下兴华建
校69年来最好的成绩。值得鼓舞的是，中国最高学
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在同年录取了我校24名
学生。
今年我校将迎来创校70周年纪念，因此，陈伟
后主席预告下半年度的系列相关活动，如：兴华中
小学越野赛跑、大型史诗舞台剧公演、70周年晚宴
等。校友会将配合中小学五机构发动筹款活动，目
标是两百万令吉，筹得款项主要用作兴华小学发展
经费、兴华中学教师福利基金，以及校友会活动基
金，希望届时可获得会员们的大力支持。
家协秘书李荣兴老师在会务报告中，汇整家协
过去一年的理事会议次数、活动项目、家长建议
等。同时检讨指出，针对之前饮水设备不足事项，
校园饮水系统目前已进行了更新和改善；另一方
面，在校门前规划减速路墩之申请将持续向有关政
府单位跟进，让师生、家长在交通安全及健康上更
有保障。财政陈冬兴也报告了家协2016年财务
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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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就家长关注的教育课题展开交流，
其中包括SPM考试结果分析、电子化教材的可
行性、储物柜、开辟校园咖啡座等议题，黄
秀玉校长及各处室主任针对相关疑问——详
细解答。
大会结束前进行第13届理事改选，现场
共有20名家长获提名，经过一轮投票后，其
中14名当选新届理事，依次为：陈伟后、陈
冬兴、陈奕芳、陈祈福、黄耀佳、颜贞标、
刘金城、郭耀星、孙雪珠、叶康年、林国
士、洪国如、陈飞彪及吕怀毅。

■ 右图：家长们踊跃提问，热络交流。

■ 2017 年度会员大会暨第十三届 (2017/2018) 理事选举，共有 63 名家长及 124 名教师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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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届家协理事会就职礼

■ 第 13 届家协理事宣誓礼，由陈伟后主席（左）带领宣誓，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右）监誓。

李荣兴主任报道

陈主席续称，他希望能配合董事会与学校行政
单位，改善老师的工作条件、提升校园的学习环
境。家协团队受托重任，理事们将本着同一目标“
爱兴华”，大家将精诚团结，一起谋求师生福利，
配合董事会一起共同承担学校的发展。
“家教协会是家长与老师之间沟通的一道桥
梁，大家不分彼此，共同合作，发展学校，提升学
生的素质，为社会造福英才。”
■ 陈伟后主席：更积极扮演亲师沟通平台的角色。

5月26日（星期五）我校家教协会于皇廷酒家
举行第13届理事会就职礼，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表
示，大会较早前于5月5日通过复选，新届理事将继
续群策群力，携手护航教育事业，兴华的创立与发
展，学生、校友、董事、教师、家长始终连成一气
是主要的力量。家协新届理事会在我校署理董事长
拿督李平福监誓下，宣布就职。

他特别感谢校方对家协的包涵、指导及支持，
并且给予家协许多服务的机会和发展空间，让家
协能够完全发挥功能，协助学校办学、照顾学生福
利，同时在服务过程中不断成长与进步，成为一个
更有效率更有素质的组织。他也对顾问及前理事们
多年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感激。
当晚出席就职礼的嘉宾尚有创会元老拿督蔡崇
伟局绅、顾问兼校友会主席余安、顾问林清居、黄
秀玉校长、中小学联委会主席朱运铁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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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者左起：李荣兴主任、陈冬兴理事、余安董事、黄秀玉校长、陈伟后主席、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拿督蔡崇伟局绅、
林清居董事、刘金城理事 .

第13届理事名单
顾

问: 拿督蔡崇伟局绅、黄秀玉校长、林清居、黄添才、沈才坤、高添发、余安

主

席: 陈伟后

副主席: 刘金城、陈祈福
财

政: 陈冬兴

秘

书: 李荣兴

副秘书: 谢广婷
理

事: 郭耀星、林国士、吕怀毅、洪国如、陈飞彪、叶康年、孙雪珠、拿督黄耀佳、
陈奕芳、颜贞标、谢锡福、苏进存、刘久进、刘兼阀、沈丽瑛

查

账：朱伟杰、邓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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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学生与 Phil Bodman 教授于讲座后拍摄轻松惬意的大合照。

探讨世界生活水平成长放缓现象

经济学讲座
林纪一报道
4月21日（星期五），升学与国际事务处四月
份认识科系与职业系列讲座，迎来澳洲昆士兰大
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的Phil Bodman
教授，在科技大楼协作学习室为初三至高三学生
主讲有关经济学的课题，讲题为“世界生活水平
的成长呈现放缓，是暂时现象抑或已成为永久
的现实？”（The Slowing of Growth in World
Living Standards-Passing Phase or Permanent
Reality？）

“全球贸易量在2016年仅增长了1.2%，是过去30
年来第三度低迷。现任美国政府就国际贸易、移民和
气候变化等重要政策所做出的改变仍然面临不确定性
变数，而英国脱离欧盟的决定及其对欧洲货物和工人
自由流动的潜在影响也造成了相关区域不确定性，对
原已疲弱的全球经济带来更深层的负面影响。”

首先，教授与在场的听众分享了近代全球经济
历史的演变，介绍历史上曾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和所涉及的国家。他列举于1991年至2012年发生在
日本的“失落的十年”，让大家了解日本因泡沫经
济崩溃，而陷入长达10年左右的经济不景与修
复期。

降等现象。人们实际收入水平大幅下降，冲击消费能
力，进而影响国家经济。

“当时，日本国内兴起一股明显表现在股票交
易和土地交易市场上的投机热潮，导致崩盘后日本
经济长期低迷。”

针对恶性经济问题，教授断言通货膨胀导致货币
流通量增加，使得物价水平在某一时期内，以相当幅
度连续增长，出现全球物价普遍上升、货币购买力下

讲座尾声，教授让在场听众公开提问，大家积极
响应，与教授展开热烈交流。最后，教授与全场听众
拍大合照，并表示我校学生彬彬有礼和全神贯注聆听
讲座，使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透过此次讲座，相信参
与的同学都得到启发，也更关心现今全球所面临的经
济问题。

此外，教授也提及近年来中国经济放缓，其原
因不外乎是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虽然近年
来中国政府一直倡导经济转变，从国家主导的投资
和制造，走向更加倚重服务型经济转变，但转变并
不容易，有待时间观察。
接着，教授与师生们共同探讨目前全球经济成
长放缓现象，以及当今全球恶性经济问题——通货
膨胀。他说，目前全球经济成长放缓现象，乃因疲
弱的投资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所致。

■ Phil Bodman 教授向同学们介绍“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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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生物科技讲座

■ 张菁薇博士（前排左七）和参与讲座会的同学们合影。

林意晴（初三爱）洪欣玲（高三理仁）报道
4月20日（星期四）下午3时15分，升学与国际事
务处于科技大楼协作学习室举行一场名为“DNA生物
科技”的讲座，主讲人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生物
及化学科技系(Department of Applied Biolog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的专任导师——张菁薇博士，
共吸引32位学生出席聆听。
首先，升学与国际事务处李辉祥主任向同学们抛
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作为开场白：“在我们日常生活
中，有哪些东西与DNA有关？”。同学们纷纷提出看
法，如：洗衣粉、食品（转基因食品）等。接着，张
菁薇博士登场导入正题，以英语展开演讲。张博士展
示了自己带来的一些小物件，如：水瓶、笔电散热板
以及眼镜布等，并表示这些小礼物将作为接下来演讲
过程中问答活动的奖品。
一开始，张博士为大家展示一张照片，照片中只
见几个猪鼻子和猪蹄在黑暗中散发青黄色的光芒。张
博士解释道：“这是将水母体内的荧光基因转移并植
入到猪的体内，已相继培育出会发光的猪，这是人类
生物科技的一大里程碑。”
生物科技（也称生物技术），指的便是利用生
物体来生产有用的物质或改良生物的特性，以降低
成本及创新物种的科学技术。在好几千年前，人类
已经懂得利用生物体来生成我们所需要的产物，譬
如：利用发酵技术酿酒和做面包。近代的生物科技
技术，以基因重组技术为基石，着重在认识和控制基
因材料、修改特殊基因及基因转移。其中，转基因
（transgene）, 是一组使用生物技术直接操纵有机
体基因组、用于改变细胞的遗传物质的技术，包括了
同一物种或者跨越物种的转移。
至此，张博士提出第一个问题：“Gene（基因）
和DNA（脱氧核糖核酸）有何不同？”。或许是因为

有奖励，同学们积极地发表看法。基因是一组携带
有遗传信息的DNA序列。实际上，我们的基因中，
只有约8.2%具功能效益，其余的皆没有用处。我们
身体里的每个细胞中的DNA足有2米长，而它是怎么
被“打包”进入只有微米长的细胞里呢？
张博士为大家解答：“DNA原本就是双股螺旋
的结构，若再进一步的扭转它成为螺旋形，便形
成超螺旋结构。人们将DNA从细胞中萃取出来的时
候，DNA便是以这种超螺旋的形态示人。”
回到“基因重组”这项课题。首先，张博士为
大家厘清基因重组的概念——将两种不同来源的
DNA连接并组合起来，从而生成一个新的DNA分子。
她说，现今的基因重组技术中，细菌成了各个实验
室的“常客”。为了与实验室中已有的基因（目的
基因）一起使用，生物学家们常使用细菌质粒（大
多数细菌如大肠杆菌拥有的染色体外自我复制的环
状DNA）。组合的过程中，首先要用特定的限制性
内切酶切割质粒，使质粒出现一个缺口，露出黏性
末端。然后用同一种限制性内切酶切断目的基因，
使其产生相同的黏性末端。将切下的目的基因片段
插入质粒的切口处，两个黏性末端吻合在一起，便
形成了重组DNA分子。我们体内的胰岛素基因就是
通过这种方法与大肠杆菌中的质粒DNA分子结合，
从而形成人工胰岛素。
接下来，张博士再度抛出提问：“世界上第一
个经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转基
因动物是什么？”由于问题较简单，在场的大部
分同学高呼答案——三文鱼！据报告显示，转基因
三文鱼不仅比起非转基因三文鱼的长势快了一倍之
余，其使用安全性、营养价值性以及营养结构上也
并无差别。这何尝不是人类在生物科技技术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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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基因，植入病人的细胞里，以此去修补本身有
缺陷的基因。张博士指出，这种治疗方法的风险在
于，SCID患者在植入了带有健康基因的病毒后，极
有可能因为免疫功能突然过盛，产生各种副作用，
如白血病，从而导致死亡。
最后，张博士将剩余的小礼物送给积极提问与
发言的同学作为奖励。李辉祥主任也呼吁同学们有
任何问题，可以趁此机会向张博士请教。这场讲座
规模虽小，但在场的同学都受益匪浅。
■ 基因疗法有望治疗多种人类顽疾。

一大突破呢？除此之外，“黄金米”也是透过基因转
植的方式制成，目的是为了帮助世界各地贫户在饮食
上缺乏维生素A的情况。然而，由于黄金米受限于生
物安全法规及部分反对基因改造等问题，欲达到推广
甚至普及仍有好一段路要走。
讲座渐步入尾声，张博士与大家分享“基因疗
法”的知识。基因疗法指的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将
目的基因导入患者体内，使之达成目的基因产物，从
而使疾病得到治疗。这项技术目前正在尝试用于治疗
SCID（严重免疫缺陷综合症）患者，虽然并未算是
取得重大突破，然而，时至今日也已有好几宗的成功
例子。其基本原理是用已经被驯化了的病毒携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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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深层的了解
高伟洋（高三理孝）
参与此次讲座是因为想
对香港大学有基本的认识。
基于高中对生物的一定了解,
讲座使我对转基因食物和转
基因带给人类的好处有了更
深层的了解。主讲人的知识
十分丰富，能精确、清楚地表达自身看法, 对于时
事也有一定的掌握，令人敬佩。我希望往后能透过
类似讲座，更进一步了解相关大学的资讯、学习环
境和课程等。

规划未来

思考目标

黄佩珊（高三理爱）

张洽铭（高三文商礼）

上一次是在领袖培训营听
到主讲人精彩的分享，没想
到那么快又可以再度参加何
讲师的讲座。这讲座让我获益
良多，因为这个课题与我们的
未来生活息息相关。主讲人所分享的十年计划，对
于很多人来说也许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他完成
了，这让我感到非常敬佩。

这次讲座我学习到如何
有效地理财。何讲师分享了
很多自己的人生故事，非常
精彩，现在他找到他的爱
人，也找到自己人生中的目
标了。何讲师的想法与众不
同，他说如果要过好日子、好生活，就应该赚多
点钱。
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让我有所启发的
是他以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来赚钱。这样不是比
较快乐吗？但梦想要靠能力才可实行，因此我已经
开始为自己的未来作打算。感谢何讲师的到来，帮
助我们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

很多人往往都能拟定一个完美的计划，但是又
有谁可以真正的一步一步去实行？很多人所拟定的
计划，并非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可轻易完成，所以我
认为我们应该要拟定一个本身能够实行且坚持的计
划，那么你就是人生的赢家了。
听了这一场讲座，让我对自己的未来开始有了
打算，也许我不会像主讲人那么成功，但只要过着
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想，这也算是美好的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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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人生的导演
高三级外宾演讲

■ 何永良讲师

尤可盈 ( 高三文商和 ) 谢晓惠 ( 高三文商礼 ) 报道
我校于4月18日（星期二）下午1时50分在科技
大讲堂为高三级学生举办一场外宾演讲——“做自
己人生的导演”，主讲人何永良先生本身是一间教
育中心负责人，该中心的培训对象为公司管理层和
领导人。
何讲师的演讲方式生动有趣，他先以自己的爱
情史作为开头，然后才正式进入主题。何讲师表
示，在他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想要成为一位很
厉害的人，所以列了一个职位表，决定在30岁之前
把它们都实现。他最先到一间小学当国文老师。有
一天，他把学生都骂了一遍，回到办公室后反问自
己：我适合这个职位吗？于是辞去教师工作后，便
去当销售员，当时他22岁了。后来，他在电话服务

公司里当上了经理，还去报读一些课程来提升自己，
他因而找到了“戴尔·卡内基培训”。
何讲师27、28岁时，已是卡内基讲师，在他的职
位列表里，还剩下记者、电台DJ和作家这三个目标还
没实现。但很快地，当时爱FM邀请他和朋友到电台分
享他们的成功经历，后来他也出了《快乐父母秘笈》
和《职场有感力》两本书。至于记者这个职业，何讲
师说自己有个网站，每天都会在那里写些东西，把自
己当作是记者。在他完成了30岁前的目标以后，他又
重新设下新目标，想要在45岁前实现。第一个目标是
当一位院长，这个目标已实现了，他现在拥有一间
学习中心；另一个目标则是想要当一位总编。
何讲师除了说些小故事，也提供同学们未来事业
的“方程式”——喜欢x能力x价值。“喜欢”即是做
自己喜欢做的事；“能力”意味有专业能力和核心
能力。他还表示，除了文凭以外，更重要的是情绪管
理、领导影响、自信正向和人际沟通。在人际沟通方
面，不是一味地讨好别人，而是要与不同种族、年龄
的人沟通。
最后，何讲师给予高三同学三个思考点，希望对
未来想要达成梦想的学生有所帮助：

■ 何永良讲师生动有趣的演讲方式，让同学们会心一笑。

1. 我是否理解自己要什么？
2. 我是否有足够的自信完成梦想？
3. 我愿意付出多少的代价以获得成功？
文转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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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祥博士：我们就是家！
—— 談溝通與家庭關係
黄乐仪老师报道
5月19日（星期五）晚间8时，我校家教协
会于黄景裕讲堂举办亲职讲座，讲题为“我们
就是家！——谈沟通与家庭关系”，主讲者是
我国专业注册辅导师李志祥博士。李博士毕业
于马来西亚国民大学辅导学博士，主修全人幸
福感辅导（Holistic Wellness Counseling）
，曾担任爱FM辅导节目“夜点心”常驻嘉宾辅
导师、各大报章、杂志、电视、电台特约专栏
作者、评论。著有《走出自己的未来》生涯规
划实战手册及《让自己Q一点》生活心理实战
手册。
李博士赞扬我校家协成员百忙中抽空出席
讲座，一直以来也十分落力于促进亲子与亲师
之间的沟通，此番努力在当今亲子冲突普遍
升温的科技时代，尤为重要。首先，他邀请听
众表达本身对这场讲座的期待，并综合听众需
求，表示将以“沟通”为主轴串联亲子沟通、
伴侣沟通与亲师沟通等议题，作为讲座的主要
内容。
权威式与溺爱式管理
他说，大部分人都经历下列两种最为普遍
的亲子模式：小时候做错事，首先会被父母严
厉处罚，驱逐到天井罚跪直到父母觉得足够为
止的权威式管理；或者变相的、自以为是“爱
的教育”的无上限溺爱亲子模式，而这类父母
本身也还没成熟到可以带小孩，其实他们更需
要被教导。
“以前，大家都说‘养儿防老’；如今，
我们喟叹‘养儿啃老’。”李博士进一步询
问：“请大家思考，一个家庭的形成，究竟是
什么因素连结着一家人？”
现场听众积极回应，纷纷提出：需求，以
孩子的需求连结、爱、电话、血缘、感情等答
案。李博士不置可否，他表示大家的观点都真
实反映了当今社会连结亲子关系的种种因素。
“无论何种方式，最终都需要藉由‘沟
通’来表达。亲子交流的初衷是爱，但一旦表

■ 李志祥博士

达不当，就会对对方形成约束。”
被动型vs攻击/指责型
他强调，孩子会透过观察父母之间的沟通来学
习，包括一切语言与非语言的沟通。一般上，我们把
基本的沟通模式分为以下两类：
一、被动型沟通(Passive)
被动型沟通者的肢体语言表现为退缩、一问三不知；
他们不愿意坦诚分享个人看法、感受与需求。主因是
被动型沟通者自尊较低，他们害怕招受批评，故而展
现冷漠。
二、攻击/指责型沟通（Aggressive）
攻击/指责型沟通者的惯性行为是斥责他人，是典型
的猪肉粉。他们经常指责、控诉别人，认为旁人应
对他的感觉负责。他们的常用语是：“你总是、你从
不……”
李博士表示：“攻击型的人在日常生活总是在骂
人，而助长其火焰的往往是被动型者。攻击型碰上被
动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与最典型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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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祥博士邀请现场听众到台前模拟三类常见的沟通模式：被动型对被动型、攻击型对攻击型以及被动型对攻击型。

模式。”
接着，他邀请现场听众到台前模拟三类常
见的沟通模式。
第一类是被动型对被动型，当双方都选择逃避
模式，彼此的关系是无力的、亲密度低，最终
走向双输。
第二类是攻击型对攻击型。双方势同水火，家
庭不停发生冲突、产生战争。
第三类是当被动型遇上攻击型，双方的亲密度
同样呈低水平，攻击型者启动“我赢你输”的
霸权控制；被动型者则采取冷漠，埋首跟手
机、足球、报纸相处，以此逃避当对方透明。
此时，攻击型者会变本加厉，因为“唯有当我
这么激烈，你才会给予正视”。
青少年问题反映家庭状况
他说，在此不健康的家庭氛围下，严重扭
曲孩子的心智成长。
“最常见的情况有两类，一是孩子躲到房
间，把自己和家长隔离；而性子较为刚烈的孩
子会产生离家出走、甚至自杀的念头。”
李博士与大家分享，其辅导生涯中曾经遇
到一个经常发生车祸的孩子，这孩子过马路老
是被车撞，并且每一次都伤势严重以致必须送

院。经过其悉心辅导，才发现原来孩子的父
母正在办离婚，双方关系势同水火。只有当
孩子发生状况，被紧急送进了医院，父母才
会终于放下成见，双双赶到医院来看望他，
并且同心协力照顾他。
由此可见，当青少年发生问题时，究其
背后其实是因为他想要解决问题。很多时候
孩子的问题反映的不是孩子本身，它反映
的其实是整个家庭已然出现状况——无辜的
孩子夹在两个大人之间，显得非常焦虑与无
助，唯有当孩子发生严重的问题，父母才会
重新把焦点放回孩子身上，愿意停下来倾听
他的心声。
李博士续称，不健康的家庭会深刻影响
孩子的成长，最常见就是产生了一味讨好父
母的小大人，他们诚惶诚恐，情绪极度敏
感，一直在压抑自我来照顾两个大人的情
绪，这不是他这个年龄所应该承受的重量。
更甚者，攻击型者会教唆孩子一起指责被动
型的一方。
“当今青少年的忧郁症和精神疾病越来
越多，最常见的精神分裂症，就是不健康家
庭的产物，孩子长期面对父母的精神勒索，
表面赞成底下却行威胁，导致孩子无所
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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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沟通产生不健康家庭
他强调，其实成长期的孩童与青少年极
度需要父母的情感与情绪支持，但惊人的
是，多年的辅导经验使他发现，现今的家庭
极度缺乏对孩子的情感与情绪支持!
不良的沟通会产生下述五种不健康的家
庭氛围：

一、混乱：表现为冲动、情绪化、讽刺、
冲突、 指责。
二、压抑：表现为害怕失败或受到伤害，只
表现出理性及讨好行为，隐藏或
否定真实想法及感受。
三、忧郁：表现为失望、无助或自责。

■ 李博士为现场听众示范当孩子在餐厅奔跑喧闹可以采取妥善
的处理方法。

四、精神分裂：家庭成员传递多重又相互矛
盾的讯息，导致“双重束缚
沟通”。
五、超理智：家庭成员之间善于说大道理、
注重逻辑、是非道义；却不关
心对方真实的感受与需要。

身教胜于言教
综合以上所述，李博士提醒在座的家
长：“孩子的最佳教育，不是爸爸妈妈该怎么
说、该怎么教；而是父母对孩子示范了什么样
的态度和习惯，以及彼此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因素最终将决定我们建立什么样的家。”

■ 李博士为现场听众示范大脑神经情绪灯的使用窍门，吁请家
长善用不同管道的教育资源。

孩子主要的讯息来自于对周遭事物的观
察，作为孩子第一任老师，夫妻之间如何沟通
与塑造了什么样的家庭氛围，将决定孩子的价
值观与品德。教育孩子的最佳方式，来自于夫
妻日常生活的有爱经营，及健康成熟的互动与
沟通，我们称之为“明确型沟通”。

■ 现场听众踊跃提出关于亲子沟通的疑问。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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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型沟通
李博士进一步与大家分享如何建立明确型沟通（Assertive）,他说，明确型沟通指学习以健康的方式表
达自己、倾听他人，同时学习对自己、对别人都抱持尊重的态度。明确型沟通要把握以下六个关键点：
一、对方听到什么，比自己说什么更重要。例
如：父母带孩子到书展，告诉孩子去看书，但一会
儿却批判孩子“为什么看漫画”、“为什么看这种
没有用的书”等，既然要培养孩子阅读，让孩子从
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入手，视觉型的孩子其实更适
合图像式阅读。
二、良好的情绪+采取适当的行为，比“说什
么”更有效。例如：当孩子在餐厅奔跑喧闹，与其
父母不断扯高嗓音呼喝孩子“不要跑、不要吵”，
不如父母走向孩子，牵他到一张椅子前坐下，明确
告诉孩子“当手表的指针从1走到6，这段时间妈妈

五、善用资源，如正向的亲师交流与各种教育
辅助管道。当今乡镇与城市的亲师关系大相径庭，
乡镇家长对老师十分敬重，会请老师吃东西、参加
聚会等；城市里却普遍产生亲师对立，当城市老师
听到家长要找他，会立刻全身竖起刺来,准备保护自
己。这是由于城市家长大部分教育水平较高，有者
甚至是某个领域的专才，他们习惯在孩子面前批评
老师、甚至不礼貌地当面斥责老师。这是一种社会
乱象，家长向孩子展现了错误的身教。其实，倘若
家长善用亲师交流，虚心向不同科系的老师请益，
对帮助修复与促进亲子关系，以及提升孩子的学习
成长是大有助益的。

希望你好好坐在椅子上。”
六、父母必须时时刻刻自我调整、提升自我教
三、善用“肯定”。“肯定”不等同于“赞
美”，师长必须具体地说出孩子有进步或有努力的
地方；正向强化孩子优良的行为。例如“我看到你
把房间收拾得很干净”；切莫仅仅抽象、含糊地
说“赞”、“你真棒”等。此外，要纠正孩子，也
要具体说出有待改进之处。
四、善用“讲我”讯息。我们都习惯“讲你”
信息，一味指责“你很懒惰”、“你太让人失望
了”等，这种斥责式的表达方式，孩子很难听得进
去。他鼓励家长采用“讲我”讯息，如“我看到你
把房间弄脏了，我希望你现在立刻收拾”等。

育。这可从多参加亲职讲座、教育工作坊等来自我
成长，每个人最重要的一门课程是学做父母，成为
父母并不意味着你进入了一个安逸稳定的生活，反
而是另一场修行的开始！
他再次赞扬兴华家协，多年以来一直落力付
出、努力去维系老师和家长的关系。他也感谢在座
所有主动出席讲座的家长，因为他们都是愿意学习
的人，这些不断自我成长的家长，肯定不会是面对
最严重家庭问题的人；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那些从
不出席讲座、也不愿意自我成长的家长。这一场意
义深远的亲职讲座，在李博士和与会家长热烈的交
流声中写下圆满的句点。

■ 这一场意义深远的亲职讲座，在李博士和与会家长热烈的交流声中写下圆满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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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独中天文学识工作坊
导言

■ 许梅韵副校长

文 / 许梅韵副校长兼教务主任
心系宇宙天地宽。从仰观无垠星空到浩瀚宇宙
的探索，回溯恒古天文人对话的痕迹，以及中国古
代独尊的天学和现代科学革命的开展，屹立于教学
大楼顶层的天文教育中心、科技大楼的远距观测中
心，提供开拓视野和丰富谦虚人格教育，是学生培
养观察和探究精神的地方，更是我校推展“人文科
技相结合”教育理念的体现和教育实践的天空。因
此，结合张惠洁老师、陈伟伦老师，及科学科教研
组、地理科教研组、天文学会，教务处每年举办初
中各级天文学识学习营，并于2015年举办校内教师
天文学识工作坊。今年更配合常年进行的雪隆森独
中学科教师自主专业教学交流及分享会，于4月22
日（星期六）举办“全国独中天文学识工作坊”，
以共享心迎来18所、155位全国独中地理、科学老
师一起看星看宇宙、增进天文专业知识。
此次工作坊重视学员动手操作，因此早在工作
坊前就寄出太阳及月亮观测学习单让学员进行30
日的观测记录。工作坊当天，更透过观测太阳黑
子、制作“四季仪”及各别使用望眼镜及星空软
件观测星空等体验式活动，让学员“做中学”。此
外，讲师也设计了四堂主题讲座，分别为：“地球
的运动”、“月球，地球和太阳的关系”、“太阳
特征和其活动”、“星空观测——天球概念、四季
星空、地理纬度和星空的关系、星空长时间内的变

化”，以加深老师们对天文知识的掌握。
工作坊从上午8时掀开序幕，一直进行到晚上
10时30分。其中，全程参与的88位学员，在傍晚享
用晚餐、休息片刻后，即前往天文教育中心观赏天
文短片。等到天色渐暗，观测条件渐成熟之时，被
分成小组的学员就按主办单位安排好的路线，在夜
间观测经验丰富的天文学会及远距观测小组同学的
带领及示范、讲解下，行走在远距观测中心、圆顶
天文台、天文教育中心及天文广场体验不一样的夜
间观测活动。大部分学员因首次近距离体验夜间观
测，心情兴奋不在话下。唯初始天空并未作美，云
朵的遮掩，让观测目标久久不肯露脸。直至晚间9
时许，木星亮丽的出现，让学员们不禁赞叹欢呼
起来。
一整天长时间的学习，的确会让学员感到吃不
消，但参与的老师仍纷纷表示满意于动手制作及操
作的活动设计。此外，也赞许讲师透过丰富的主题
内容为他们日后的教学带来启发及补充，并期待主
办单位来年可以举办两天一夜的天文学习营。
工作坊筹备前后，仰赖多方面的人力参与，特
别感谢尽心尽力协助策划及支援现场突发情况的科
组长及老师，还有天文学会及远距观测小组的同学
尽责服务到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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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独中天文学识工作坊
主題一：地球的運動
四季、回歸運動、時間、曆法
活动1：四季仪与回归运动
的示范，学习单讨论

颜怡春（高一理孝）报道

■ 张惠洁老师

4月22日（星期六），全国独中天文学识工
作坊第一场学习活动，由张惠洁老师与大家分
享“地球的运动——四季、回归运动、时间、历
法”，同时指导大家认识四季仪与地球回归
运动。
张惠洁老师介绍，地球自转是由西向东运
转，产生了昼夜更替、天体的东升西落。天球概
念的出现，即是把天空中所看见到的天体，投影
到一个无限大的半圆球面上。地球因不断自转导
致其自转轴的方向逐渐漂移，大约历经25,800
年的周期，使原本指向北极星（小熊座的勾陈
一）的自转轴，在13,000年后，将会指向天琴座
的织女星。

伊斯兰教历）和阴阳历（如：农历）。我们在生活上一
般所用的公历，也称为格里哥历，即阳历，是一种以地
球的公转周期为基础而设的历法，其在每400年出现97
个闰年。阴历的一种是伊斯兰教历，是一个完全以月相
的变化周期为依据的历法。每当新月出现时定为每月的
一日，月亮圆缺12周为一年。这历法每30年则设11个
闰年。最后，便是我们华人在祭拜前必看的历法——农
历。它是一个阴阳历，是一种依据太阳和月球的运行规
律制定的。其平年有12个月，闰年有13个月，每19年则
设7个闰年。
张老师也导入学习单，教大家辨认二十四节气，二
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结合当地气温及物候变
化等特征划分而来。她也指导大家上网查询从2010 至
2020 年农历新年和开斋节的日期，以辨认农历与回历
的差异。丰富有趣的学习内容，让与会者兴致勃勃投入
天文学识之旅。

地球的自转轴大约倾斜23.5°，加上地球公
转的因素，导致太阳直射点的纬度不断变化，使
地球上产生四季变化。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
线之间的周期性往返运动，称为太阳直射点的回
归运动，周期为365.2422日（即365日5时48分
46秒），称为一个回归年。太阳的直射点不断地
在变化，也导致昼夜长短的变化及四季的更替。
她说，历法基本上是在推算年、月、日的时
间长度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历法大致可以分成三
种基本类型：阳历（如：公历）、阴历（如：

■张惠洁老师（右）为大家分享 DIY 四季仪的使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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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独中天文学识工作坊
主題二：月球，地球和太陽的關係
月相、日食、月食、潮汐
活动2：利用月相图辨认月亮的方位
和时间，学习单讨论
林嘉乐（高一理孝）报道

■ 陈伟伦老师

茶休后上午10时35分，活动正式进入主题二
的第一环节，即“月球、地球和太阳的关系”，
主讲者为陈伟伦老师。陈老师首先概述月球形成
的三大理论，其中包括“俘虏”理论、“分裂”理
论及“碰撞”理论。
“俘虏”理论主张月球原是个独立的天体，
当它在宇宙空间漫无边际飞行时，因太过接近地
球而被地球的重力所捕获。但经由美国阿波罗计
划探测的结果发现，月球缺乏铁、镍与其他地幔
的成分，与小行星或其他太阳系中星体的成分完
全不同，所以这个理论已逐渐被放弃。
“分裂”理论认为，地球曾经因自转太快而
分裂为两块，因而月球是地球的孩子。然而从阿
波罗计划探测几次带回来的资料表明，月球和地
球的组成成分却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月球真是从
地球分裂出去的，那么它的组成应与地球十分相
似才对，事实不然。
1970年代诞生的“碰撞”理论，是目前最广
为接受的月球形成理论。该理论认为，约45亿年
前，地球和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发生撞击，残留
的碎片形成了月球。这颗撞击地球的天体被称为
忒伊亚（Theia）。“碰撞说”是目前最受青睐

■ 月相图。

较重的物质因此沉入地幔。目前，没有模型能对于从发
生大碰撞到形成月球的过程作出完美解释。其他问题包
括，月球何时开始失去挥发性物质？同样发生过碰撞的
金星为何没有卫星？
陈老师表示，此三种理论只属天文假设，目前在天
文界内仍是一个大有争议的疑点。接着，他由浅至深与
大家探讨月相、日食、月食、潮汐等多个副题，探讨地
球的宇宙环境及其重要性。
活动第二个环节由张惠洁老师指导大家利用月相图
辨认月相的方位和时间。这项活动考验老师们的眼力与
专注力，大家兴致盎然投入观测，甚为有趣。约45分钟
后，张老师与大家讨论学习单，展开该单元知识的深入
交流与学习。

的科学假说，支持的证据包括：地球自转和月球
公转方向相同、月球曾拥有熔融态的表面、月球
拥有较小的铁核且其密度比地球低。最后，月球
和地球岩石拥有的稳定同位素比率是相同的，这
意味着相同的起源。
尽管为目前最佳的月球形成假说，大碰撞说
仍存在一些缺陷。理论上，大碰撞产生的高温会
形成全球性的岩浆海，然而，没有证据能证明

■ 学员们利用月相图辨认月亮的方位和出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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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独中天文学识工作坊
主題三：太陽特徵和其活動
活动3：太阳观测

黄栢捷（初三仁）报道
午餐后，下午1时10分，陈伟伦老师为大家带
来第三场主题演讲“太阳特征和其活动”。
一开始，陈伟伦老师指导大家进行太阳观测。
他说，太阳是最靠近地球的恒星。虽然太阳看起
来小小的，但其实却是太阳系的主宰，位于太阳系
的中心。太阳的物质组成占据了太阳系所有物质
的99.8%。太阳的内部有对流区、辐射区、核反应
区。对流区的温度介于5,500°C至200万°C；辐射
区温度为200万°C 至1,500万°C ；核反应区温度
则为1,500万°C 。

■ 陈伟伦老师向大家讲解透过太阳滤光镜看见的太阳表
面是光球层，可以观测到光球层的太阳黑子。

此外，太阳大气有色球层、光球层和日冕。色
球层位于光球层之上的橙红热气层，温度介于几千
至几万°C。我们所见到太阳的可见光，几乎全是
由光球发出的，温度是6,000°C。 日冕位于大气最
外层，温度是一百万°C。

呈现比周围暗的斑点；日珥是从色球层喷出的明亮气
体云；耀斑是在太阳的盘面或边缘观测到的突发的闪
光现象；日冕物质抛射是太阳风和磁场突然喷发大量
物质至太阳的日冕之上或进入星际空间中。

那么，究竟太阳距离地球有多远？陈老师续
称，太阳和地球平均距离150,000,000公里，这个
距离也称为1 天文单位 (AU) 1 AU = 149,597,870
km。光的速度 = 每秒 300,000 公里，光从太阳传
到地球约需500 秒 = 8分钟20秒。
“我们通常都是用望远镜观测太阳。观测太阳
时，请别使用肉眼直接或通过望远镜观测太阳，这
样眼睛会在一瞬间致盲。观测太阳勿用一般墨镜，
应使用专业标准的太阳滤光片。”
陈老师讲解，我们透过太阳滤光镜看见的太阳
表面是光球层，可以观测到光球层的太阳黑子。太
阳的极地区自转一周需要36天，太阳的赤道地区自
转一周需要26天。太阳表面的活动有日冕物质抛
射、太阳黑子、日珥及耀斑。太阳黑子是可见光下

谈及太阳对地球的影响，陈老师表示，从太阳上
抛射大量的带电粒子会使地球大气电离层受到干扰，
进而影响无线电通信、地面与人造卫星的空间通信、
还有航空及航海通信。
“太空天气”是在地球周围的太空环境条件改变
的現象，极光是其中一种“太空天气”。极光是在高
纬度的天空中带电的高能粒子和高层大气中的原子碰
撞造成的发光现象。带电粒子来自太阳风。太阳活动
有11年的周期，在这11年的周期里有分极大期和极
小期。
最后，陈老师也为大家提供一些关于天文的网
站，如：太阳动力学天文台 (SDO)、太阳和太阳风层
探测器 、日地关系天文台等，鼓励天文学习爱好者
进一步探究神秘浩瀚的宇宙。

2017年 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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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独中天文学识工作坊
主題四：天球概念、四季星空、地理緯度和星空的
關係、星空長時間內的變化

活动4：星图与星空软件的使用
郑凯尹 ( 初二勇 ) 报道
第四场活动主题为“天球概念、四季星空、地
理纬度和星空的关系、星空长时间内的变化”，
主讲人是张惠洁老师。首先，张老师给每位老师分
发两张分别为南北和东西的星图，指导大家辨认投
影在天球表面上的星座。天球是人类假想的一个圆
球，里面包含许多我们所观测到的星星。
“靠近赤道的国家在不同时间能看到不一样的
星星。如果是在南北两极，常年只能看到北斗七
星或南方十字座，原因是它们低于地平线所以看不
到。”
张老师说，如果有一个天球仪，就可以用刚才
所分发的星图来辨认真假。天球仪是将星空表示在
一个球上的一种天文仪器。在天球仪上恒星和星座
的位置可以不变形地显示出来，但是观看天球仪的
人是从仪器的外面来看它上面所显示的星座，因此
它实际上是天球的一个镜像反射，我们看到的星星
就如照镜子一样，映像是相反的。
张老师也为大家介绍黄道十二星座，她说，人
类古文明就是靠星座来辨认月份和季节的。从前，
人们由星座的外形配合神话来为各个星座取名。当
时在天球赤道附近跟北天的星座大多是以西洋的希
腊星座神话为基础命名的，这是因为这些星座在北
半球的巴比伦、埃及和希腊等地就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大多自古就有比较一致的名称和形象。中国
古代天文学家把黄道与天赤道附近的星辰，区分为
二十八个星宿，又再分成四大星区，分别是东方青

■ 张惠洁老师（右二）邀请六位老师演绎四季星座的变
化和地球绕太阳公转。

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每个星区各有
七个星宿，每个星宿也都有各自的吉凶与个性，可说
是中国的十二星座占卜。
为了让在座的老师们更具体地了解四季星座的东
升西落和地球公转，张老师邀请六位老师出来演绎四
季星座的变化和地球绕太阳公转。
接着，张老师继续为大家讲解地理纬度和星座之
间的关系。她说，其实天空中的星星与地理纬度有很
密切的关系，例如在北极圈附近只能看到北斗七星；
南极圈附近只能看到南方十字座；在赤道附近的国家
就能在不同的时间看到不一样的星星。
张老师与大家分享她在世界各地拍摄的特殊天
象。她说，其实不是天球在转，而是地球自转导致我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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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 全国独中天文学识工作坊圆满举行，讲师与参与者合影留念。张惠洁老师（前排左四）、陈伟伦老师（前排左五）
及许梅韵副校长（前排左七）。

们看到不一样的星星。北边的星星不会升或降；南
边的星星则东升西落；而我们在北半球是无法看到
南极附近的景象，因太遥远了！
要开始星空观测，最基本又最简单的便是从辨
认星座入手。开始星空观测之前，需确认以下三
点：第一、观测方向。第二、观测地点的纬度。第
三、确认日期与时间。星图上的东西方向和地图的
东西方向相反，因为看地图时是往“下”看，而看
星图时是往“上”看。由于地球的自转，造成春分
点的位置移动。早前，春分点位于白羊座；现在位
于双鱼座。在2567年后，春分点将移动至宝
瓶座。

■ 天文学会会员为老师们介绍我校天文台的软硬体设施。

最后，张老师告诉我们天文学和占星学的差
别：“天文学大部分都透过科学的方法观察、研究
及理论证明。占星学则是伪科学，通过星座预测个
人的性格及未来，并没有实际的科学论证。” 听了
张老师精彩绝伦的演说，全场不禁热烈鼓掌，大家
都获益匪浅。

■ 通过 16 寸天文望远镜可以观测到漂亮的天文景象。

■ 陈伟伦老师为老师们讲解利用网络技术进行远距天文观测。

2017年 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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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培训助益教学

永不言倦的热情

马佩君老师（地理老师）

陈淑娟老师（科学老师）

曾经参加过几次的天文
讲座，惠洁和伟伦老师都会
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再配
合精美的简报让我们很快就
掌握艰深的天文知识。
工作坊从上午8时开始至
晚上10时，虽然时间很长，
但坐在台下学习的我们，总觉得意犹未尽，建议下
次再办，时段可以增加至两天。每次听两位老师的
讲座，都会有满满的收获，尤其是星空观测的部
分。平时上课，我们只能用影片或照片来展示星空
的影像，很难有机会带领学生利用望远镜来观测。
较遗憾的是远距观测的部分没有进行实际操作，所
以我们没有机会看到西藏满天星斗的天空，可以想
象那画面一定很震撼。
天文的课程占高二地理课程的一小部分，老师
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想办法引起学生的兴趣，让学生
借着自己的兴趣，去吸收和学习更多的相关信息。
所以老师们也和学生一样，需要参加培训课程来提
升自己，感谢校方在此方面提供了进阶的培训。

这项活动最让我印象深
刻的，是当晚有幸观测到木
星，而不再只是通过照片观
赏。第一次，我亲眼通过望
远镜真实观测到木星！当时
感觉很兴奋，画面震撼又真
实。虽然木星离我们很远，
但我却用望远镜观测其表面和卫星。
浩瀚的宇宙究竟有多奇妙呢？奇妙，一切都恰
恰好，不多也不少。这叫我如何相信一切都是巧
合、一切都只是一场大爆炸后的意外呢？我很感谢
当天所邀请的主讲嘉宾——惠洁老师和伟伦老师，
他们非常用心地传授我们相关天文知识，并与我们
分享他们观测的经历。一整天的活动下来，身体虽
然疲累但精神丰盛！就因为他们永不言倦的热情，
让我更能领略“享受其中就不会累”的道理，再次
感谢他们。此外，当天的负责同学也很用心，充足
的筹备工作使营会顺利进行。感谢所有愿意付出的
人，成就我们这次的收获。

■ 老师们学习制作四季仪。

■ 老师们在兴华天文台亲眼目睹木星，纷纷惊叹。

19

20

HIN HUA MONTHLY

2017年 5月号

Song Fest Competition 2017

■ Champion Team -J3 Chicago.

Reported by ELC

Congratulations to all students who took part in
the Song Fest Competition for the second consecutive
year. It was indeed a moment full of anticipation.
Three best classes from each Junior level were
selected to compete in the finals which was held on
the 11th of April 2017.
The Song Fest Competition was solely organised
for Junior level classes which provided an enriching
singing and educational experience for all teams as
students were given a platform to create, compose
and cleverly present their songs on stage. Students
earnestly and enthusiastically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etition which displayed an active participation
from all junior classes. Teachers together with their
team of students brainstormed and collaborated to
produce an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to attract the
judges in order to get the highest score by displaying
a range of variation in their singing.
The song selected could be based on a famous
tune of any genre with self-composed lyrics. The
song could be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acapella with
any props rather than musical instruments to produce
sound effects. Judging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creativity, originality, lyrics (content and expressions),
rhythm and tempo, and lastly, the wow factor. While
waiting for the winners to be announced, the audience
was kept engaged with a video from the “Not Quite
Right Competition” organised by Sunway University
where a team of Hin Hua High School students

■ The chief judge of competition-Ms.Alice Ong(left).
emerged as Champions in 2015. This definitely kept
the audience entertained as it was rather funny and
filled with excitement.
The judges for the competition were Ms.Alice
Ong who was the chief judge, Ms. Prem and Ms.
Suchatra. Ms. Alice Ong was a former English
teacher at Hin Hua High School with a whole lot of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n the music field. Ms.
Alice applauded and appreciated the singing talent
of the students in her comments. She also said that
the students demonstrated talent, determination
and team spirit in staging their performances as
acapella or even composing a song is not an easy
task for young learners. Ms. Alice suggested some
areas of improvement for the participants where 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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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ed that the teams need to work more on
having good eye contact with the conductor while on
stage. Another aspect to ponder for the participants
was that the drumming and beating of equipment
overpowered the singers’ vocal projection.
Finally she concluded by saying all teams had
staged a brilliant performance, but there could only
be one winner. Ms. Alice announced the winners
and Madam Boo, the Vice-principal and Head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 gave away the prizes to
the winning classes.
Song fest Champion
Joshua Lim (J3 Chicago)
This Songfest has been
especially meaningful to my
class, Junior Three Chicago.
This year, we made it our
goal to emerge the champion
in this competition, and we
managed to do so. We have
practiced long and hard for this
competition whenever we were allowed to by our
teacher, Ms Mano. It was quite a challenge to plan
the song as we had to collect opinions and ideas from
everyone, but we did it anyway. As the conductor, I
think that we had put on our best performance ever
in the competition itself, and that every one of us put
our heart and soul into it. This Songfest has served
to bond us closer together as a class, along with the
exultation of winning the champion’s trophy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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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is the list of the winners:
First Prize : J3 Chicago
Second Prize : J2 Toronto
Third Prize : J3 Washington
Consolation Prize : J3 Canberra, J2 Darwin
Best Conductor : Matthew Ng Shen Hao
(J2 Toronto)
Second Prize Winner
Chuah Jing Wen (J2 Toronto)
Song Fest is organized once a year in our school.
We waited so anxiously for
this competition. Every year,
our English teacher will
help us with our song lyrics,
movements and others to
win the competition. During
the song fest, we learned
something that we cannot
learn in our textbooks, that
is team spirit. We realize to win this competition,
we need to put in a lot of effort, time and the most
importantly cooperation from all classmates. A lot
of classes got eliminated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and only nine classes got into the final competition.
During the final, we felt nervous but we believed
that we can win because our performance was more
creative than other teams. We felt very excited when
our class was announced as the winner for the second
place and we felt that our effort was worthwhile.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and we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beloved English teacher, Ms Renuga, for her
motivation and support. Without her, we would not
have succeeded in this song fest. Thanks again to
Ms Renuga.

■ Best Conductor -Matthew Ng Shen Hao(J2 Toronto).
Best Conductor
Matthew Ng Shen Hao (J2 Toronto)
I feel very honoured to be selected as the best conductor, and our class also won the second prize. At the
beginning our practice did not go smoothly but with everyone's cooperation we managed to practice a few
times. Like the saying goes 'practice makes perfect'. I also thought that our lyrics was meaningful where we
appreciated the 70 years of Hin Hua High School. As a conductor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as to guide the
students with the beat and facial expressions correctly. I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ductor is bad it affects the
whole team.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s Renuga for giving us enough time to practice and also thanks to
all my classmates for their cooperation. I hope next year we will be the champ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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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 Competition

■ Champions of the Forum Competition 2017 from S3 Canberra receiving their prizes from Mdm Boo.
Reported by ELC
The annual Forum Competition for Senior
classes was successfully held at the YTL Hall on
25 April 2017. It was organised by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to promote the use of English,
to encourage public speaking among students and
to create students’ awareness on current and social
issues.
Forum is one of the speaking activities that
involves all the Senior students. The English
teachers organise their students into groups to
analyze certain topics, conduct discussions, write
scripts and present during the activity lesson. It
usually takes 2-3 months to prepare and present the
topic chosen. The seniors had the preliminary round
on 17 April 2017 and only three best teams from
each Senior level were shortlisted to present in the
finals.
During the finals, nine teams presented
various interesting and realistic everyday topics
ranging from K-Pop Culture to modern theories
discus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t the end of each
presentation, the panelists had to respond impromptu
to one question posed by the judges. Besides testing
the in-depth knowledge of topics presented, this Q
& A session also served a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participants to demonstrat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fluency.
This year, we were honoured to have two
external judges, Mr Muqriz, the chief judge, who is
currently the trainer for the English Debate Club at
school and his counterpart, Mr Muhammad Azim.
Mr Muqriz has got a lot of experience in debate
competitions, as a debater as well as an adjudicator,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While the judges took time to finalize the
scores, the audience were entertained with one of
the song performances recorded during the Song
Fest Competition held for Junior classes two weeks
before. Mr Muqriz applauded the participants for
boldly choosing challenging topics that needed
much reading and research. He also added that
some topics had emotional outreach and advised
participants not to be too indulged in emotions when
presenting. Although, the overall presentations
seemed impressive, he commented that some
sounded scripted and not natural. Therefore,
he advised the participants to include good
conversational tone when discussing and having
effective eye contact not only with the audience but
with the panelists in their group. Lastly, he advised
participants to practise applying the right social
cues when pres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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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est Chairperson award was presented to Lim Jia Yun,
Ruth from S2 Adelaide.

23

Best Speaker
Hing Mok Juin (S3 Washington)
I am really surprised having
won the Best Speaker award
and also the Second prize in the
Forum Competition this year.
My team and I tried our best
and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my team members and
Ms Evon for our success. I have
learnt a lot by participating in
this competition, in particular about intonation, style
and social cues when presenting. In my opinion, I have
benefitted hugely by having been given this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rum Competition this year.

First Prize
S3 Canberra
It was indeed a pleasant surprise to win the Champion title at the Forum competition this year. We never
even dreamt of this as we initially took part just to get some experience since it was our last year at Hin Hua
High School. We did work hard as a team and tried our level best to cooperate with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give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the finals.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appreciate our English teacher Ms. Malini’s
guidance and feedback during our practices. Thank you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for giving us such a
memorable opportunity in our final year.

First Prize: S3 Canberra

Mok Yuin Ling, Felicia Tan, Lim Jade, Lee Yi Lyn,

(K-Pop Culture)
Second Prize: S3 Washington

Phoebe Lee Ern Jie
Lee Yuan Fu, Soh Xi Ken, Hing Mok Juin , Toh Gee Yang ,
Kuan Khai Ren

(Foreign Languages)
Third Prize: S2 Adelaide

Lim Jia Yun, Ruth, Ng Bren Den, Cheryl Chan Yan Yi,

(Sex Education)
Consolation: S2 Adelaide

Teh Kai Hung, Loo De Hao
Goh Jia Shen, Eric Sim JunYang, Liow Zee Wei,

(Feminism)
Consolation: S3 Adelaide

Tan Huai Chyi, Wong Kuan Hua
Wee Tze Shan, Goh Mei Shien, Chia Jia Hui,

(Self-Harm Among Teenagers)
Best Chairperson
Best Speaker

Choong Chi Jiong, Sebastian Yeoh Yee
Lim Jia Yun, Ruth (S2 Adelaide)
Hing Mok Juin (S3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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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人
徐凤麟 副校长
徐凤麟，1940年生，1957年自中国南来
后，定居怡保。1968年南洋大学数学系毕
业，1969年始任教于兴华中学直至退休，
共三十四年。历任数学、物理科教师、班主
任、体育处主任、总务处主任、行政协调、
财务处主任、海外学生事务处、副校长。

采访：郭珂儿老师

摄影：郭珂儿老师、林齐荟（部分照片为学校档案照）

排版：蔡美玲老师

访问当天，徐凤麟老师谈笑健朗，一点也看不出已年逾七十。徐老师从事教职多年，如今退休后颐和度
日，娓娓道来自己在兴华走过的点滴，记忆仿如昨日。
1968年，甫自南大数学系毕业的徐老师受同学之邀，获知兴华正招纳各科教师，便与同学黄瑞利老师、
后来的郑瑞玉校长前来兴华应聘。隔年开学，徐老师便成为了兴华数学科教师，搬进了当年的校内旧宿舍。
他回忆道：“当时刚好遇上校友会晚宴，我们顺便参加也当作面试，然后就确定了1969年开学即上任。从此
在兴华服务了三十四年，直到2002年退休。”

早期印象
1968年，兴华面临关闭的情况下，董事会应当
时形势所需，彻底进行改组，以校友会为主力的领
导团，起而全面改革校政。当时学生不到三十人，
后来招生增至六十余人。师生少，功课作业也少，
虽说总共六个班级就教了其中四、五班，但每班人
数不到十人，最少只有两人，老师们在余暇时间就
跟董事、校友一起修理校内桌椅，傍晚就去除草。

往年，兴华校舍前是一片荒草地，一下雨就淹水成
池，一淹水了大家就和学生去抓田鸡；晚上睡觉时，
被子湿水，就梦见在拉网捕鱼。提起当时克难艰辛的
景况，徐老师笑着说起许多自得其乐的有趣轶事，并
补充道：“因为董事部对老师很尊重，才会留下来，
一心想把学校办到最好。”
当年，教师们的薪资很少，刚任职时起薪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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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八十元，加四十元生活津贴，总共两百二十
元。“那时候还是单身，哎呀，就是够吃够用，
没有剩下，不能给家用，真的很苦。最主要是因
为学校没有钱，无法给多点薪资，只能提供其他
学校一半的待遇。不过我们也能理解，心想有饭
吃就好了。每当过节几乎都受颜振聪副董事长邀
请到他家去，他对我们老师很好，就像兄弟一
般。”自大学毕业，年轻的徐凤麟老师，就这样
仗着一股豁出去的劲儿，一步一脚印陪着兴华走
了过来。

行政经历
徐老师很快就当上体育主任。由于十七岁以
前在中国受系统性教育，因此熟知比较有规划的
体育教学，如田径、体操、军训等。遂将之引进
校内，开始教学生体操、步操，慢慢把一套系统
建立起来，就这样前后当了十多年体育主任。
随着华校的发展，就读人数渐多，学校的校
舍必须扩大，建校工程陆续启动，学校体制上也
开始实行行政主任制，这时候的兴华大约已有一
千多位学生。校长继而委任徐凤麟老师为总务
主任。除了一手包办宿舍、课室内物品的维修事
务，也负责新建成之综合大楼的课室与办公室内

部规划。他笑着提起道：“早期旧校舍的樑上有那
个蜂窝啊，大便下来很臭！后来拆掉了，就建综合
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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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 年 初 中 三 年 级 全 体 毕 业 生 与 陈 赞 软 校 长（ 左
四）、徐凤麟老师（左三）合照。图中所见，此班学
生人数比年初的资料多出两名。这一年没有高中毕业生。

综合大楼建好以后，规划出宿舍、办公室、图
书馆、电脑室、广播室、黄景裕讲堂等，为了节省
经费，都由总务处参与各处的设计布置。以黄景裕
讲堂为例，从椅子、墙壁隔音，到讲堂前的白板与
投影布幕，都在顾及美观和实用性之外，还得几番
斟酌材料成本的花费，于是在能力所及之处，能亲
自设计都不假手他人。
徐凤麟老师在兴华中学服务期间，从任职数学
科教师开始，到最后历任过体育处主任、总务处主
任、财务处主任、副校长多项行政职位，为学校的
内外事务贡献良多。

■ 平时严肃的老师也有调皮时。看大家玩得多开心，好
像是在玩抓迷藏游戏。左起：黄瑞利、林淑佑、沈英
娘、黄文熔、李华联、李福喜、杨景南、钟瑞明、郑
友、徐凤麟。约摄于七十年代中于兴华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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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团
“那时学校的硬体设备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校
友会、董事部都很尽力，相互配合。大家尽量替学
校筹款，除了举办兴华义卖会、‘兴华行’这类募
款活动以外，还有校友会铜乐队每逢有红白事，就
尽量出队，同时也经营校内贩卖部，以低廉于市面
上的价格贩卖簿子文具，惠及学生的同时也补贴部
分办学经费。”徐老师语带感慨地说明建校过程中
的各种助力，更提到其中最为创举的就是醒狮筹款
活动。
“那时候买一个狮头千五令吉，还买不到，又
要舞狮，怎么办？我就和蔡成老师讨论不如自己做
狮头，我们认为人家会做我们没有理由不会。”徐
凤麟老师跟蔡成老师花了三天，把旧的狮头分解，
里头的藤架拆出来，一根一根量，列出编号。接着
就去买藤，裁好长度，打算来个依样画葫芦。白天
校务忙碌，两人就在晚上研究到十一、二点，用了
一个星期时间，倒也真做出第一个狮头骨架来，又
自己去买羊毛等材料布置外观。
有了这个结果，信心百倍，觉得可以发动学生
来做了，就在校内办了狮头制作比赛。他们先把藤
裁好、列上编号，接着就交给学生自己设计、自己
动手组装制作。学校设置做狮头比赛奖项，颁发三
百至一百令吉不等之奖金。如此这般很快把需要用
上的狮头都做出来了，替学校省了数万元开支。

■ 1981 年朱素英老师要出国留学，全体老师到一家餐
馆饯行送别，难得留下了这张极为难得的轻松合照。
徐凤麟老师（后排右三）。

徐老师细数，兴华醒狮队一开始只有二头狮，在
颜振聪副董事长、陈仁才和林清居董事、陈宝来、
洪建枝、庄龙福校友等积极推动下，狮队不断增加扩
大，一直到最高记录是七十头狮。由于每队有两头
狮，意即最多曾有三十五队，一队有十二至十八人，
则全校总共有近七百位狮队成员。如此庞大的狮队，
以致兴华校园曾经停放了数十余辆罗里，布满整个草
场，举着黑字红旗，等待载送出发采青的醒狮队伍，
气势壮观，非常难忘。

醒狮团为学校筹来巨大的经费，醒狮队员自然
劳苦功高。在胼手胝足的环境里，除了需要亲自
制作狮头、挥舞汗水出队采青以外，醒狮收队回到
学校以后，往往狮头还会摩擦坏损，他就伙同蔡
老师、叶雅允老师及醒狮团员们赶紧漏夜补破、上
色，有时忙到天亮才能休息。

■ 狮头制作比赛。

后记
提起过去的种种，徐老师觉得虽然艰辛，但凭着一股对华教的热忱，想办法努力营建，而今回忆起来也
颇多乐趣，很难忘却。他表示，现在有很多兴华校友都很杰出，且很爱校，常积极回来奉献一己之力。他更
劝勉兴华学子：“做人要诚实，不要骄傲，不管成绩有多优秀，都得谦虚。此外，要对社会、对华校尽量作
出贡献。”
最后，徐凤麟老师总结自己的人生座右铭，仅有一句“最重要是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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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 33 校友荣获总值 92 万 9600 令吉的双威大学独中奖学金，升学与国际事务处李辉祥主任（后排左八）从双威教
育集团执行董事李馥彦女士（后排左九）接获模拟支票。

33 校友荣获双威大学独中奖学金
林纪一报道
4月26日（三），我校共有33名校友在由双威大
学举办的2017年度独中奖学金颁发仪式中荣获总值
92万9600令吉的奖学金，升学与国际事务处李辉祥
主任代表我校出席是项颁奖仪式。今年，双威大学颁
发总值近482万令吉奖学金予来自全马24所独中，共
161名学术成绩和课外活动表现杰出的学生，兴华为
全场受惠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
双威大学为独中生而设的奖学金共分为6项，即
丹斯里谢富年入学奖学金、双威大学领导力奖学金、
双威大学及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校长奖学金、双威才能
（音乐与体育）奖学金及双威卓越奖学金。我校共
有13位学生成功获得双威大学领导力奖学金，他们
是余曹宾(2016年高三文商信)、张卓安(2016年高三
文商义)、理哲(2016年高三文商义)、沈治伸(2016
年高三文商义)、翁嘉穗(2016年高三文商和)、赖佩
琪(2016年高三文商平)、谢咏澔(2016年高三文商
平)、黄沁玉(2016年高三文商平)、郭贝玓(2016年
高三文商礼)、吴沛恒(2016年高三文商礼)、王咏祥
(2016年高三文商礼)、童渼惠(2016年高三文商礼)

及郑淑齐(2016年高三文商廉)。
另有17位学生成功获得丹斯里谢富年入学奖学
金，计有吕洁盈( 2016年高三理忠)、林佳乐(2016
年高三文商信)、董恩琦(2016年高三文商信)、练
羽翀(2016年高三文商义)、夏慧仪(2016年高三文
商和)、邓舒宁(2016年高三文商和)、林晓萱(2016
年高三文商平)、许雨嫣(2016年高三文商平)、邱
宜庆(2016年高三文商平)、曾敏儿(2016年高三文
商平)、陈紫琳(2016年高三文商平)、颜金霖(2016
年高三文商礼)、郑枫嬑(2016年高三文商礼)、林
金碹(2016年高三文商礼)、洪玮璇(2016年高三文
商礼)、吴敏倪(2016年高三文商廉)及吴顗芳(2016
年高三文商廉)。此外，我校也有3位学生成功获
得双威大学独中生特别奖学金，他们分别为邝信谦
(2016年高三文商义)、陈幸瑤(2016年高三文商平)
及方雄濠(2016年高三文商礼)。
我校谨祝成功获得双威大学独中奖学金的同学
在未来的学习生涯力争上游，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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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
拳
@ 为人之 道
访蔡康耀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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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蔡康耀同学参加2017年Kejohanan
Taekwondo Jemputan Piala Datuk Bandar公开
组蝇量级个人对打荣获铜牌，在2017年全
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高级组次中量级个
人对打荣获金牌，以及2017年全国青少年
跆拳道锦标赛高级团体对打赢得银牌。《
兴华月报》特此专访蔡康耀同学，分享其
学习跆拳道的心得与获奖感想。

王立恩（高三文商和）王嫆晴（高三理仁）采访
1.康耀，你好。请问你在什么契机之下走入跆拳道
的圈子？期间曾停止训练吗？
小时候的某一天，下着象棋的我被身旁正练习
跆拳道的人们吸引了，对跆拳道的好感油然而生，
在父母允许下，我自然而然地走入了跆拳道的圈
子。一路至今，期间有一年的时间我没有接触跆拳
道，那时我13岁，刚进入兴华中学，首选的学会并
非跆拳道。但过了一年，我发现自己无法抵挡拳道
的魅力，所以就转换到跆拳道学会，继续学习。
2.学习跆拳道，日常生活比起其他同学，你会更
忙吗？
我并不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的日常生活有太大
的不同。只是由于一个星期有三天的练习时间，因
此需要懂得分配时间。平常练习完毕，回到家后我
会尽量抽空做功课，其实我的生活并不至于忙得头
昏脑胀。

■ 蔡康耀在道馆练习跆拳道。

3.在上场比赛之前，你会觉得紧张吗？如何抒发紧
张的情绪？
通常赛前我都会专注回顾应付对手的方法，例
如：假设对手速度快，该如何反应？假设对手身高与
我有所差距，该采取什么战略？所以，我鲜少会觉得
紧张，也不会被观众影响自身情绪。再者，我的参赛
时间通常安排在比赛的后半段，一早就抵达赛场，经
过漫长的等待，已不觉得紧张，当下只想比赛完毕，
赶快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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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三的你，今年难免遇到很多测验和考试，你如
何去分配时间？
今年确实有很多测验和考试，再加上下个星期
开始会有校庆的表演需要展开练习，所以接下来
的日子，我的周日都会被跆拳道的练习所占据。不
过，所幸在众多科目之中，我的数学科和物理科成
绩比较好，所以无需担心。其他的科目，我会趁着
星期六规划时间攻读。
5.分享令你印象深刻的参赛经验。
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回忆倒不少。去年的第一
场比赛，教练为了测试我的能力而安排我和不同
等级的人比赛。虽然在那场比赛中，我以微差落败
了，却与对方成为好朋友，日后我们还会代表吉隆
坡去比赛。另外一个令我记忆犹新的回忆，发生在
初二那一年，由于我曾停止训练达一年之久，所以
在赛场上败阵下来，当时，我被对手猛烈攻击头
部，感到异常晕眩，最终放弃了比赛。
6.你曾在比赛中受过严重的伤吗？可会影响学习?
其实比赛和练习一样，受伤是稀松平常的事。
特别是近年来，在赛事晋级半决赛和决赛，尝试过
要由别人扶着我离开赛场。受伤对于我的学习其实
影响并不大，因为比赛通常在学校假期前后进行。
我享受在赛场中偶有挫折的滋味，受伤对于我来说
并不是什么大事，毕竟人在受过伤后才能成长。
7.未来你会选择继续往跆拳道方面发展吗？
教练给予我的建议是：我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不止走跆拳道这一条路，在学习其他课程的同时，
可以保持继续活跃于跆拳界。运动员普遍因关节受
损的关系，退休年龄一般较早，大多数在三、四十
岁就退休了，如果能同时选择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
展，就会比较有保障。只要分配好时间，两方面是
可以得到平衡的。
8.练习与参赛占用了太多课余时间，你会有所埋
怨吗？
不会，因为这是我所热爱的事物，也是我自己
所选择的，我愿意为此付出。尽管平时确实会为了
赶作业而熬夜，但我会尽力保持最佳状态，合理安
排作息、尽量早睡。
9.跆拳道于你，其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跆拳道是我的日常及我人生的一部分。就算受
了伤，为了不让自己退步，我还是会如常练习。

■ 蔡康耀参加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比赛。

对我来说，只要还有力气练习，就会继续走下去。
我觉得“跆拳道”三个字，最重要的是“道”。
所谓“道”，就是为人之道，学习跆拳道让我们明
瞭，不能凡是以“拳”或权来解决问题，更重要是
要懂得做人，对长辈要懂得尊重，对后辈更要多加
照顾与体恤。多年以来的学习，跆拳道教会了我正
确的人生态度。
10.对于想参加跆拳道社的同学，你觉得他们需要具
备什么条件？
我觉得学习跆拳道必须拥有一股持久的热忱，
在练习时要认真倾注身心去锻炼自己，切莫三分钟
热度。世界上一切的成功，都贵在坚持、毅力与恒
心。
11.在你毕业前，你想对投入学习跆拳道的后辈说
些什么吗？
由于跆拳道是一个纪律团体，所以我希望跆拳
道社的后辈们能够严守纪律，在对的时候做恰当的
事情，并且将跆拳道的“道”义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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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我们第一次进行人物专访，从一开始的不知从
何着手到最后如期完成，收获甚丰。这期间，从寻求
摄影方面的协助，到设置采访问题、安排访谈场地、
协商等工作，完成一次访谈任务对个人能力上的增
长，其好处不可胜举。
设置了提问后，乐仪老师也跟我们就访谈问题做了
商讨、过滤与指导。除了采访技术上的进步之外，我
也意识到，原来要完成一件事情，人际关系是多么的
重要，它将影响我们工作的进度和质量。

■ 王嫆晴（左一）及王立恩（右一）与受访者蔡康耀。

此外，在采访别人的当儿，我们也可以学到不同领域的知识和道理，与其说采访是透过提问和侧记来把
握受访者的精神与风采，对采访者而言，无疑也是一趟别具意义的学习旅程。蔡康耀同学从跆拳道中体悟
“道”的精神，并融汇于待人处世上，值得大家效仿。

永不放弃
程政翔老师（生物老师）
话说，我认识蔡康耀同学已经3年了。还记得
高中一教他生物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活泼
可爱的小孩，每次见到他，总是带着灿烂的笑容，
从没有想过他是跆拳道社的一份子。当时蔡同学已
经拿到跆拳道黑带二段，在他高二那年，他突破了
本身的弱点，成功考获跆拳道黑带三段（教练黑带
四段）。那时，我只有一个想法，这个小孩子在柔
韧性方面较差，但他凭着“坚持”，比其他人付出
更多时间和精力，让他在跆拳道领域取得了更高的
成就。
2016年，蔡同学参加武德馆跆拳道比赛（隆雪
区赛），我随同队伍前往比赛场地。从决赛中，
我发现到他的另一面——永不言弃。在比赛时，他
两次被敌友踢中下体，痛得跪地哀嚎。然而，他却
坚持继续比赛，直到比赛结束。当时在一旁拍照的
我，心如刀绞，也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暂且搁
置拍照的动作。比赛结束后，他便开始安排一些事
务，边收拾，边跟队友谈天说地，有说有笑，好不
愉快，貌似忘记了当时的比赛。
我觉得我很幸运，如果不是随同同学出席这场
比赛，那么我就不会发现到学生坚强的一面！希望
康耀秉持这股“永不放弃”的精神继续奋斗。

■ 程振翔老师与蔡康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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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获奖与参赛记录
2014年
武德馆全国少年公开赛
武德馆全国少年公开赛
武德馆全国少年公开赛
全国武德馆跆拳道比赛
全国武德馆跆拳道比赛
全国武德馆跆拳道比赛

13-15岁男子组雏量级对打银奖
15-17岁黑带传统套拳（一）个人组金奖
15-17岁黑带传统套拳（一）组合金奖
13-15岁男子组 羽量级对打银牌
13-15岁自创套圈（组合）银牌
13-15岁男子组团体对打银牌

2015年
全国武德馆跆拳道比赛 个人对打次中量级金牌
全国武德馆跆拳道比赛 团体对打铜牌
雪隆跆拳道学联赛 16-18岁次中量级个人对打金牌

2016年
雪隆武德馆跆拳道学联赛 次中量级个人对打银牌
第三届武德馆全国少年锦标赛 高级组团体对打金牌
第三届武德馆全国少年锦标赛 高级组次中量级个人对打铜牌
第五届亚洲地区跆拳道文化交流邀请赛 少年组53至57公斤个人对打银牌

■ 蔡康耀（后排左三）参加 2015 年全国
武德馆跆拳道比赛荣获个人对打次中量
级金牌及团体对打铜牌。

■ 蔡康耀（后排左八）参加 2016 年雪隆武德馆跆拳道学联赛荣获次中量级个人对打银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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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裴以璇（高三文商平）
仰望天穹的时候，微风拂过我的脸，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在大热天喝上清凉的果汁，
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听见父母亲在别人面前赞赏我的时候，他们温柔的目光投向我，我觉
得自己很幸福；用心栽种的树苗破土长出，奋力地迎向阳光，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天气变
冷的时候吃上一碗热面线，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对一个孩子而言，幸福来得特别简单；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幸福反而很难。孩子只关
注于自个儿的要求被满足了，他们就感到十分的快乐。反观我们，在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后，却烦恼别人会怎么夺走它，又或者看见别人拥有更好的东西而不甘。成长让我们领会
天外有天，因此为了使自己胜别人一筹，我们习惯相互攀比，甚至恶性竞争，到头来我们
内心的追求和梦想反而让我们不快乐。最终我们像是失忆了，忘了原本拥有的开朗、忘了
自己一直很幸运、忘了一切大自然所赋予的美好。所谓幸福，就是知足。
幸福是发自内心的，却可以从外貌看出来。一个人脸上的笑容，他的举手投足、对周
围事物的态度……他有没有用自己的能力，去完成一件耗费精神的事？他有没有靠自己的
专业，领一份光明磊落的薪金，养活自己甚至整个家庭？他愿不愿意发挥所学的知识，去
扶持面对困难的人？这样的人从一次次的成就感中肯定自己，并继续发挥所长。所谓幸
福，就是发现自我价值。
幸福源于智慧。智慧却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通过生活和教育累积而成的。一个人的生
长环境会影响他看待事物的角度，后天的教育则对人类的智慧有极大的影响。读书学习的
目的，就是使人明白事理、客观从容。然而，因为各种因素，世界各个角落都有无法上学
的孩子，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也失去独立的思想和智慧。这样的社会造成部分人
通达、部分人迷信，部分人掌权、部分人奴役。所谓幸福，就是众生平等。
究竟如何才能得到幸福呢？有信仰寄托的人很多、慈悲乐观的人很多、飞黄腾达的人
很多……令人遗憾的是，痛苦的人依旧很多。是宿业和厄运造就了我们的不幸啊！贫穷的
人三餐无望，如何幸福？疾病缠身的人身心皆受折磨，如何幸福？看到别人的不幸的同
时，要感恩我们片刻的幸福。世界如此不完美、生命如此不堪一击、苦难如此艰辛难挨，
而我们正在一步步挑战，克服重重难关，跌倒了又站起来，步伐一次比一次稳固。所谓幸
福，就是好好活着。
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死去的人所盼不来的明天。假若哪天我们也离去了，曾经拥
有的物质有哪样是带得走的？试着不去计较，试着不自卑、不懦弱，趁着我们还看得见幸
福的时候，去感受生命的光彩动人。

2017年 5月号

厚心得：

HIN HUA MONTHLY

33

■ 裴以璇 ( 右 ) 与汤菁绿老师。              

文 / 汤菁绿老师
每一天都是上天的恩典，能好好活好好爱，已然享有生命这一份珍贵的馈赠。微风细
雨、父母温柔的目光、一碗热面线汤，只要懂得活在当下，知足感恩，点点滴滴都是幸
福。在转瞬即逝的人生里若能活出自己、活出智慧，发现自我价值，可以为人世尽一分心
力，生命自是光彩照人。作者或欢喜自在、或悲天悯人、或知足感恩、或奋发进取，趁青
春年华，莫忘初衷，让生命焕发光彩。

图说兴华

1976年文娱表演
文：徐威雄博士
文娱节目为盛行于五十年代马
新华校的活动，自是兴华重要
的传统。此为1976年的文娱表
演，当天也举办了兴华史上第
一次的义卖会，热闹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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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 歌唱秀” 电影欣赏会
丘宇翔（初二孝）陈文艳（初二忠）报道
为了配合推动阅读主题书展，新知图书联合我校图书馆与图
书馆服务团于5月18日(星期四)下午1时55分在黄景裕讲堂举办
了“SING歌唱秀”电影欣赏会。新知图书也报效了总值300令吉
的购书劵，在电影欣赏会结束后的问答环节，10位抢答胜出的
学生可赢取每人30令吉的书券。
“SING歌唱秀”内容讲述在某个小镇，居民都是动物，一只
从小就迷恋舞台剧和音乐剧的无尾熊，长大后买下了镇上最古老
的剧院，但经营惨淡，面临破产。无尾熊立志要重振剧院生意，
想出了举办歌唱大赛的点子，希望通过大赛来吸引全镇居民再次
光临剧院。殊不知，老蜥蜴秘书把大赛奖金从1000美金误打成
10万美元，让此大赛成为了城中盛事，也为大赛和剧院的命运
埋下了伏笔。最终经过海选胜出的选手，虽各有各的烦恼和障
碍，但都秉持一颗热爱音乐和追逐梦想的心，使赛会画下圆满
句点。
电影当中穿插了85首热门歌曲，勉励大家齐心协力，排除万
难完成梦想，十分具有激励性。

■ 图书馆黄英莲主任与图书馆服务团执委和得奖同学合影。

坚持梦想

用书券购买好书

尤瑾若(初二廉)

陈芷微(初二忠)

这部电影真的很有创意，
把动物和人类世界融合为一
体，有很大的特点。内容搞笑
中带出了不同角色对梦想的
坚持和渴望，虽然经历种种挫
败，但最后还是站了起来。它激励我们：当你已经
跌到谷底，也要继续努力绝地反弹，我觉得梦想可
以彻底改变一个人。

这是一部搞笑又有意义
的电影，鼓励我们勇敢去实
现自己的梦想。我们必须坚
持自己的梦想，不畏惧前方
的困境。影片中有许多好听
的歌曲，我十分喜欢。最后，感谢新知图书报效
书券，鼓励同学们多看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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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主题书展
5 月份新書推介

1. 深阅读：信息爆炸时代我们如何读书【斋藤孝/人民/C019】
2. 钱买不到的东西：金钱与正义的攻防【迈可.桑德尔/先觉/C198】
3. 无用学【西成活裕/中信/C540】
4. 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兰德尔.柯林斯/大学/C541.627】
5. 社区设计【山崎亮/脸谱/C545】
6. 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保罗.福塞尔/世界图书/C546.1】
7. 反社会的人【瓦尔特.伍伦韦伯/光明日报/C546.1】
8.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阿比吉特.班纳吉/中信/C548.16】
9.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何亮亮/中国友谊/C673.8】
10.天空的另一半【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人民/C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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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份主题书展：阅读与音乐

這麼遠，那麼近——
文學與音樂相遇
正式上大学以前，我是个无书本、无音乐不欢的
女孩。那时候老想着，不如我去电台应征当DJ，主
持个谈读书和音乐的节目，那我就可以把兴趣变成工
作，每天都跟音乐和文字打交道。那时候的我懵懂
无知，以为音乐就是音乐，文学就是文学，就像乡下
的书店没有卖唱片，唱片店没有卖书一样。后来我发
现，一家美好的书店，可以同时卖唱片、咖啡、文具
或文艺商品，相得益彰。然后我上了大学，接触到了
第一堂与音乐有关的文学课。

文 / 林卿卿老师

那时候的老师是刚从北京大学学成归来的潘碧
华博士，她上课的方式有别于其他老师，较为生动
活泼。她很爱唱歌，上唐宋诗词课时老爱哼上两
句，说是让我们感受文学之美。她也让我们为诗词
谱曲，让课堂洋溢着诗词、旋律的美妙。她是我最
崇拜的老师，也是我的文学启蒙者。因为她，大学
三年我读了很多很多的书，甚至立定了志向要念研
究所。最重要的是，我的论文研究从此与宋代结下
不解之缘。

文学与音乐的相遇，就在与宋词的相会。
已故的知名流行音乐作曲家梁弘志曾为邓丽君的宋词专辑《淡淡幽情》谱了一首曲子，曲名〈但愿人
长久〉，曲调柔美宛转、悦耳动听，歌词则来自北宋大文豪苏试的词作〈水调歌头〉，词曰：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宋词”，它的起源原来是隋唐以来配合新兴之乐而填写的一种歌词 1 ，和音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
系，因而产生了严格的声律和种种形式上的特点，每个词调都有它固定的格式，作词必须依照词牌的规
定：“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谓之“倚声填词”(或称为“按谱填词”)，事实上，所
谓“词调”或“词牌”，如“满江红”、“采桑子”之类，即是乐谱的名字。
因为宋词，我与古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到了北京念书，第一堂上的课是《诗经》。鲁洪生老
师把《诗经》讲解得深入浅出，极为精彩。对非中文系生来说，《诗经》有点深奥，要了解其内容不是那
么容易，但若配上一些旋律，就能凸显韵味。

文学与音乐的相遇，就在遇到《诗经》的那一刻。
《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歌总集，原先仅称“诗”或“诗三百”，约自战国晚期才与《易》、《书》
、《礼》、《乐》、《春秋》等五书被称作“经”2，其内容除了祀神祭祖的颂诗和朝会燕飨的雅乐外，
还包括了描述十五国土风的里巷歌谣。古代的《诗经》和音乐舞蹈紧密结合着，后来由于乐谱亡佚而音乐
舞蹈亦各自分离成为专门的艺术，才使得那些歌辞独立存在，至今成了徒诵的诗篇3，若还其原貌，这些
诗篇都是当时的流行音乐，尤其十五国风描述庶民生活抒写男女之情，文辞优美内容丰富，兼具文学与史
学之价值，现举数首为例：
1.参考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集．论词之起源》页7台北正中书局1990年1月。
2.参见叶庆炳《中国文学史》第二讲〈诗经〉 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8月。
3.参见刘大杰《校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章〈周诗发展的趋势及其艺术特征〉台北华正书局1986年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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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風．碩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德。
（< 關雎 >）

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硕鼠〉旨在谴责暴政，诗中把残暴不仁的政府以比喻为贪婪肆虐的大老鼠，歌词复沓再三表达意
图推翻暴政以求永享太平的决心。这两首诗歌或描述庶民之生活、或抒发百姓之忿恨，均反映了当时人
们真实的生活情状。这两首诗刚好都收录在高二的华文课本内，如想了解民间疾苦，知晓百姓的感受及
愿望，只要聆听他们所歌所唱为何，自能“观风俗知得失”了。

■ 在吉隆坡表演艺术中心（KLPAC）上演的莎士比亚《理查三世》音乐剧。

文学与音乐的相遇，还在于音乐剧与舞台剧。
在北京和上海留学的这七、八年间，我最爱在校园或各大剧院观赏音乐剧或舞台剧。当然，我也观
赏了京剧、昆曲等。可能个人造诣不高，“西方语言不似中文和台语有高低不同的声调，因此在诗词转
换为歌词后，仍可以清楚辨听，在调整歌词和声韵之间，能够很快取得协调，但换成中文或台语，则经
常因为歌唱削减了语言本身的高低音韵，而增加了观众对文本的辨听度。1”基于这原因，我还是偏爱看
舞台剧或音乐剧，《哈姆雷特》、《卡门》、《茶花女》、《歌剧魅影》……省吃俭用，荷包穿洞都要
到剧院里感受文学与音乐的魅力！
回到大马，也常找机会到KLPAC看表演，前阵子看的是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小小的剧场，感受
到了大大的艺术工作者热诚，还有我热爱文学和音乐的一颗心！有机会，你也去看看吧！先把世界名著
读个滚瓜烂熟，再找个剧院进去观赏同名剧，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感受到文学与音乐相融汇的火花在
迸发！
1.林芳宜：《既远又近的距离──文学与音乐相遇的各种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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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主题书展：阅读与创意 系列活動：講座會
One FM人气主播Angeline黄玉丽

“为什么他们都不明白我？”

李勇陞（高三理仁）纪婕妮（高二文商智）叶颂晴（高三理仁）报道
为配合我校图书馆4月份主题书展：阅读与创意，大将出版社及我校图书馆于4月20日（星期
四）联办了一场极其生动的分享会，主题为“为什么他们都不明白我？”，主讲者为首次到我校
进行分享的One FM人气主播-Angeline黄玉丽。同时，大众传播广播组、大众传播出版组、图书
馆服务团以及商学会也受邀请前来一同聆听讲座，黄主播更携带其最新力作《Power Bank 快乐 Load
不完》一书展开校园讲座。
“一千句话，不如一句令人感动的话”
讲座一开始，黄主播以非常有趣的聊天方式
和现场的听众分享“梦想与未来”。黄主播是家
中的独生女，从小就爱说话，且常常自言自语，
立志长大后要当一名主持人。这位爱说话又让母
亲感到些许担忧的小女孩，如今已从电视台幕后
的制作助理一路走到了电台的当红主播。
“一千句话，不如一句令人感动的话”。
她也透露，说话虽人人都会，但要学会用很好
的表达方式让所有人都能明白你说话的内涵不
容易。只有正确的表达，才能让他人有机会了解
你。黄主播随后与大家分享如何让他人了解自
己，她坦言一个人不论到了几岁都总有人不了解
你，而我们所能做的，唯有不要站在自己的立场

认为全世界都在与你作对，让自己陷入死胡同。
在我们的人生中，要尝试让他人了解你，也该学
会放手去接受不同的答案，让自己更快乐。
分享会最后，黄主播开放问答环节让在场的
学生发问问题，无论是广播界的知识抑或是新闻
界的八卦，她都以本身的经验以及积累的阅历回
答所有的疑惑，这也让在场的听众上了宝贵的
一课。
讲座的尾声，黄主播以“准备与累积都是未
来的财富”勉励大家要不断提升自己，让自己在
未来道路上凡事都能得心应手。短短一个小时的
讲座会让在场的我们获益不浅，黄玉丽主播也介
绍了她的著作《Power Bank 快乐 Load 不完》
，里面有许多小故事和激励人心的话语，在低落
的时候翻看会给所有人满满的正能量！

■ 讲座会结束后，黄丽玉主播也为学生们购
买的《Power Bank 快乐 Load 不完》著作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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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让别人了解你，就得先懂得表达自己
郑亦婷（初三勇）
我觉得昨天的讲座非常有趣，并没有想象中沉闷。我觉得主持人颇能带动现场气
氛，不会让整个场面陷入冷场。她说的话都很有道理：“这世上不会谁都能了解你，
想要让别人了解你，就得先懂得表达自己。”而她也非常懂得顾虑别人的感受，问些
私隐问题时会让全场闭上眼睛，谁都不会知道谁有没有举手。我希望学校以后能多办
这一类的活动，感觉真的蛮有趣！

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
郑理晏 (初二礼)
黄主播给人以阳光、友善的感
觉。她与学生进行友好的互动，让我
们放松心情。她先随机抽取几位同学
说出自己的梦想，接着让我们玩了一
个游戏——“天黑了，请闭眼”。她
让我们闭眼，并且问我们几个问题，
若是符合自己的情况就坦诚地举手，让我们诚实面对自
己的内心。

■ 黄丽玉主播和学生们玩“天黑了

，请闭眼”的游戏。

接着，黄玉丽主播拿起了一支蓝色的马
克笔，让同学解释马克笔“是什么”。同学
的反应都很热烈，但每一个答案她都能挑
出漏洞。她说，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是会说话
的，但却往往因为表达不到位，因此不被了
解。她跟我们分享了许多自己不被理解的经
历，让同学都能产生共鸣。她也跟我们分享
了她的职业生涯经历。最后，黄玉丽主播开
放了问答环节，师生提出的问题她都豪爽地
回答了。

玉主
■ 学生们认真的聆听黄丽

播的分享。

■ 黄丽玉主播让同学们解释马克笔“是什么？”，再引导大家如何“到位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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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宁静阅读到深入阅读系列報道(二)
2017 年雪隆森独中“阅读策略工作坊”
林卿卿老师报道
4月22日（星期六），我校苏进存副校长、李荣兴训导主
任、黄英莲主任、刘兼阀老师、林卿卿老师和郑吉添老师一行
六人到巴生滨华中学参加了一场由来自台湾新北市丹凤中学的
教务主任宋怡慧老师主持的阅读工作坊。这场工作坊由滨华中
学和波德申中华中学联办，从上午8时30分进行至下午4时30
分，内容丰富多元，让与会者都收获满满。

■ （左起）图书馆黄英莲主任、郑吉添
老师、刘兼阀老师、苏进存副校长、
训导处李荣兴主任和林卿卿老师与
（坐者）宋怡慧主任合影。

阅读一本书，并与之对话、分享、讨论是阅读推广者最重要的使命
工作坊一开始，宋老师就带领我们进入“从早阅读趣：晨读推广实务分享”环节，通过台上学生和
台下老师进行“实境晨读十分钟”。阅读习惯与阅读兴趣的养成并非一蹴可几，需要长期且持续不断
的进行方能见效。“晨读十分钟”是指每天早晨在学校正式课程开始之前，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书籍
或文章，安静的进行十分钟的阅读活动，每天持续的阅读习惯，比起任何活动，更有深耕效果。接着，
宋老师与我们分享依序使用四个层次的提问法，以引导学生思考与讨论所阅读的文本。该提问理念采用
ORID，又称“焦点讨论法”。
（一） 焦点讨论法的起源和内涵
焦点讨论法 （Focused Conversation Method）源于约瑟夫·马休斯 （Joseph Mathew）在二战后创
立的一种艺术对话形式，这种对话形式认为：艺术欣赏其实是一种由艺术品、艺术家和观赏者所构成三
方对话，艺术就是在对话之中思考建构个人的意义。马休斯及其大学里的同事把这种对话形式用于教学
之中，在不同的课程中引导学生进行对话和思考。同时，这种对话形式也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能够
灵活地适用于多种课程，效果显着。
马休斯的艺术对话形式后来经由 ICA （Institute of Cultural Affair）的推广而发展为一种聚焦
中心的讨论组织与问题设计方法，即焦点讨论法。焦点讨论法通过科学有序的问题设计，引导参与者感
知体验、聚焦讨论、反思评价并协同决策。如今这一方法已经在会议组织、新闻访谈、员工培训与企业
决策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目前更有国外的研究者将焦点讨论法用于学校工作和课堂教学之中，取得了理想效果，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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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讨论法基于人类对于外来刺激的反应过程，提供了一个科学有序的问题设计模式，这一模式由
四个不同层级的问题类型构成，因此亦被称为 ORID 模式：

O

OBJECTIVE
事实、印象、信息

O表示客观性问题 （Objective Question），即事实层面的问题。所谓“事实”，可以是外在现
实，如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摸到什么等；也可以是历史事实，如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
等。这类问题关注的是人的感觉、知觉和记忆，旨在引导学习者呈现不带感情色彩和主观看法的事实。
客观性问题的意义在于引导学习者回归客观事实，聚焦于同一话题，从而展开有效讨论。

R

REFLECTIVE
情绪反应、过往记忆

R 表示感受性问题 （Reflective Question），即体验层面的问题。所谓“体验”，即个体对事物
的内在反应，如有何感受、作何感想、产生哪些联想等。这类问题关注的是人的情绪、情感、想象或联
想，旨在引导学习者描述对于客观事实的内在感受。感受性问题的意义在于发掘情感世界、关注个体经
验，建立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促使讨论走向深入。
INTERPRETIVE
意义、价值、重要性、原因

I

I 表示解释性问题 （Interpretive Question），即理解层面的问题。所谓“理解”，是基于事
实和感受的意义建构，如有何价值、有何影响、如何认识等。这类问题关注的是人的认识和反思，旨在
引导学习者呈现多元观点，探讨形成原因。解释性问题的意义在于点燃思想火花、促成理性反思，在表
达、交流、论辩与反思的过程中达成自我的意义建构。这是讨论的中心环节，因而花费的时间也应该
最多。
DECISIONAL
决策、行动、未来计划、下一步

D

D 表示决策性问题 （Decisional Question），即实践层面的问题。所谓“实践”，是指向未来的
理性行动，如有何回应、作何打算、如何应对等。这类问题关注的是人的应用意识和行动能力，旨在鼓
励学习者采取积极的行动策略，开启新的可能。决策性问题的意义在于总结回顾讨论内容，面向生活实
践，促成个体转变。
通过宋老师带领大家进行“焦点讨论法”后，我们对阅读策略和提问理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反
思。要把阅读做得深入，老师带领的讨论过程非常重要，这让我们看到“学习正在发生”，讨论不是一
种简单的浅交流，而是具有批判性的深探究。提问和讨论环节设计得好，是带领学生对未知结果的创造
性探寻，有聚焦、有秩序、有效率的理性发言，促进知识传递与信息共享。
此外，宋老师认为，晨读有三部曲，老师应鼓励学生：一、在晨读时多元的阅读；二、晨读后有策
略、有方法地提升核心问题的思考；三、要能说出这本书所带来的用处。宋老师把阅读理解与策略的
概念设计到晨读和阅读课里，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读解能力，让他们读得懂、学得会，知识自然就能带
着走。宋老师长年致力推广扎根式的阅读，希望学生们能经由阅读，储备面对世界的能力，她反复强
调：“阅读是决定个人竞争力的关键核心，关乎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是终身适用的自学能力。”

■ ORID 的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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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閱讀的好處：
1.閱讀培養專注力
2.閱讀培養同理心
3.閱讀培養熱情
4.閱讀能對生命擁有敬意
5.閱讀能讓人生擁有新意
认识阅读的四大步骤
针对学生的阅读品位，宋老师也与我们分享重新认识阅读的四大步骤，
一、尊重孩子选书的权利；
二、教会学生选书的原则；
三、善用随手记录的策略；
四、指导学生扩大阅读书类。
若孩子爱读的书素养或品味不高，这时候不要直接否定他，反而要站在孩子的立场同理他，先肯定他
的阅读兴趣，再慢慢引导他，让他读得多元与精巧。很多时候，需要教会孩子用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和判断
所谓的价值观与看法，和他们多沟通、交流，讨论内容，耳濡目染之下，孩子自然学会如何选择和阅读一
本好书。她说：“当一个阅读者能替自己拟定短期、中期、长期的书单时，才有机会成为一个独立阅读
者。放手让孩子选书，也是培养其阅读品味与阅读鉴赏的方法。”
善用随手纪录策略：
1.动手贴标签：标注重点章节，避免看过就忘。
2.善用彩笔画线：红色是名言佳句、蓝色是疑问可对话、找答案。
3.阅读精华：大江健三郎之读书卡片策略。
4.阅读涂鸦本：作法因人而异，留下记忆对感知作家、生活、人群——阅读笔记术。
选书的原则：
适合自己——有趣
有方向阅读——有用
1.封面与包装：审美与品位
1.提升工作效能
2.看序、跋：主题与大意
2.注入心灵活水
3.轻松读：Easy do
3.广泛多元阅读
4.文笔通畅有感觉
5.叙述风格有趣味

阅读策略：做笔记的方法
当今时代，“学会学习，掌握未来”已经成为每位学生生活中主要的行动目标，无论是在丰富多彩
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森罗万象的知识殿堂中，能否实现梦想取决于我们是否学会了学习。阅读课的技
能培养，也在于掌握做笔记的方法。笔记是对知识挑选和压缩的过程，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力，以及大
脑对外界信息的捕捉能力。笔记是对我们学习知识重点的永久性文字记录，同样是帮助我们克服记忆局
限性的一种学习及生活方法。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除了认真倾听他人对知识的讲解，还需要及时将
自己接触到的信息重点、难点记录下来，如此才能够达到良好的信息及知识学习记录效果。当然，看一
本好书、读一篇好文章也不例外，如何汲取重点，理解和转化资讯，成为阅读策略中最重要的一环。
宋老师认为，要学生爱上做笔记，首先你得告诉他：一、以最少的字做笔记，只要写关键字就好；
二，未来企业都需要做笔记的人才；三、做笔记可以证明你是高阶系统思考的学生；四、笔记里的信息
都要非常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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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笔记的方法与好处：
1.以最少的字数或有效的方法加以重述。
2.学习删去资讯、转化资讯、保存资讯的过程。
3.深入发掘资讯、理解资讯，并赋予意义。
“如果能有策略、系统地引导学生在阅读时做书线摘要，有疑惑时标注，有感触时写些眉批，有机
会就和身边的亲友进行三分钟聊书等，会有效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此外，也可以鼓励学生撰写阅读笔
记或感想，以提升阅读与鉴赏能力。”
关于撰写阅读笔记，你可以这样做：
1.书籍基本资料：书籍的名称、出版时间、出版社、得奖记录等。
2.书籍内容：依照个人阅读习惯，做重点摘录或名言、锦句抄录。
3.作者资料：作品风格、文学地位、创作年表、相关讲座或作品展等。
4.延伸书目：与主题内容、作者作品或写作风格相关的书籍都可以纳入。
5.阅读回应：感想、批判、讨论、书评、作者赏评等。
不要把做笔记当成一项任务，而是要养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可以提升我们的学习效果，提高我们
的生活质量，帮助我们养成谨严的学习态度。宋老师在工作坊里教我们如何高效做笔记，从方格笔记法
到心智图，掌握阅读方法、抓重点和记录的技巧。
1.用方格笔记来表现“黄金三原则”
使用方格笔记可以直接让你的笔记具体“视觉效果、标题、三分法”
明白上面的内容。

这三个要素，只要一扫就能立刻

“黄金三分法”法则 ：
法则一：留出空余，行首对齐，用图、画、表等呈现”视觉效果”。
法则二：在笔记本顶部3-5厘米宽的空白区域写下标题。
法则三：按照“事实-解释-行动” ，这一“黄金三分法”，记笔记。

让头脑变聪明的笔记基本构造
0 标题空间
简洁地整理出论点与结论
2

1

3

事实

解释

行动

依据事实思考

掌握本质

解决问题

彻底执行

整理重点

写下能达到

基本原理

结果的行动项目

学生、教育界人士 ->速翻<第3章>学习笔记
上班族、做简报者 ->速翻<第4章>工作笔记<第5章>简报笔记
■ 摘自《为什么聪明人都用方格笔记本？》

2.心智图笔记法
心智图法（Mind Mapping）又称为思维导图，是一项流行的全脑式学习方法，它能够将各种点子、
想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以图像视觉的景象呈现。它能够将一些核心概念、事物与另一些概念、事
物形象地概念组织起来，输入我们脑内的记忆树图。它允许我们对复杂的概念、信息、数据进行组织
加工，以更形象、易懂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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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智图（有关心智图的由来、发展和具体做法，请参阅后页的校长采访。）

阅读的乐趣，在于透过课外书的接触，动态地观察这个世界
宋老师认为，阅读让我们的大脑可以大胆的、尽情的进行一场静态的知识革命，同时阅读也让我们
望见作家不同的生命风景。在“大阅读：生活阅读VS阅读生活”环节中，宋老师和我们分享了她在台湾
的校园里推广的一系列阅读活动，比如“假期走读”、“阅读偏向营队”、“真人图书馆”、“师生阅
读K歌大赛”、“蛋糕传情”和“E起来认识图书分类法”等。这些活动都创意活泼，让阅读不再只是静
静坐在图书馆或课室里，也可以和社会、偏乡或大自然相结合。翻转课堂，改变老师的教室氛围，让老
师用更多的点子和创意，转化成课程教材，让“阅读课室”变得活泼、多元。
正如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陈芳明教授所说：“阅读的乐趣，在于透过课外书的接触，动态地观
察这个世界。教科书所带来的知识极其有限，而且都是训诲式的教导，并且以考试为目标。课外读物的
阅读，可以使学生的心灵扩展到校园的围墙以外，教科书的格局以外，能够产生感动、喜悦、悲伤、同
情的人文精神。”
（有关活动的详情或具体操作方法，可参阅宋怡慧：《爱读书：我如何翻转 8000 个孩子的阅读信仰》一书）

结语
宋老师认为：“阅读要变成一项全民运动，必须要由校方、图书馆、老师、家庭教育四块一起配
合。”阅读推广，不再只是语文老师的责任，而应该是多方面人力、物力的配合。总的来说，推动阅
读，不是纯然地排斥影像阅读或与高科技背道而驰，而是善用工具的改变，让孩子回归到文字阅读的纯
美时代。通过这场工作坊，我们知道：“当学校重视阅读，社会推广阅读，爱读书成林成荫的机会，就
会在马来西亚，在兴华展现奇奥的实力。”
从今天起，加入阅读的行列吧！若你想保持与世界接轨的能力与旺盛的学习动机，阅读，是最好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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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孩子阅读，你可以这么做：
1.为孩子布置一个温馨、自在的阅读环境。
2.为家人留一笔买书基金。
3.陪伴孩子，从阅读做起。
4.营造和孩子聊书的氛围。
5.阅读便利贴，启动书写的契机。
6.让孩子动手整理自己的书单。
7.亲子交换书籍，建立世代共读的默契。
【参阅宋怡慧：《大阅读：让孩子学会27种关键能力》，宝瓶文化，2016年。】

推荐书单：
1.
2.
3.
4.

宋怡慧：《爱读书：我如何翻转8000个孩子的阅读信仰》，宝瓶文化，2014年。
宋怡慧：《大阅读：让孩子学会27种关键能力》，宝瓶文化，2016年。
幸佳慧：《用绘本跟孩子谈重要的事：能独立思考的孩子，到哪里都能过得好》，如何，2014年。
柯华葳、林玫伶、叶焕婷：《阅读，动起来4：阅读策略，可以轻松玩：台北VS.香港一课两教》，
亲子天下，2012年。
5. 许芳菊：《学习，动起来2上海：思考、提问、表达的学习》，亲子天下，2012年。
6. 布莱恩·史坦菲尔：《学问：100种提问力创造200倍企业力》，开放智慧引导科技，2010年。
7. 高桥政史：《为什么聪明人都有方格笔记本？》，方智，2015年。
8. 连格聆等：《五位台大生教你这样做笔记》，汉宇，2012年。
9. 游嘉惠：《给中学生的整理笔记术》，亲子天下，2015年
10. [日] 奥野宣之：《如何有效阅读一本书》，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 宋怡慧主任两本著作《爱读书：我如何翻转 8000 个孩子的阅读信仰》，《大阅读：让孩子学会 27 种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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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宁静阅读到深入阅读系列報道(三)

用心灵蓝图开发全脑、
培养思维能力和创造力
访黄秀玉校长
采访：谢晓惠（高三文商礼）王嫆晴（高三理仁）

整理：林卿卿老师

摄影：蔡美玲老师

前言
心灵蓝图法(也称心智图)是由英国的东
尼·博赞（Tony Buzan）于1970年代发明，他曾
在吸收、整理及记忆信息时遇到困难，却发现当
时的图书馆找不到教导人们如何正确有效使用大
脑的相关数据，于是他开始思索发展新思考方式
的可能性。经研究，他发现如果能善用人类头脑
的每一个脑细胞及各种技巧，会比使它们分开工
作产生更大的效率。于是他结合脑皮层处理文字
与颜色的技巧，发现只要改变笔记的方法，就能
明显帮助大脑强化记忆力。
接着，他更运用此法训练一群原被称为“学
习障碍者”、“阅读能力丧失”，同时也经常被
认为是失败者或被放弃的学生，使他们成绩大幅
进度，甚至成为同龄中的佼佼者。东尼·博赞于
1971年开始将研究成果集结成书，慢慢形成放射
性思考（Radiant Thinking)和心灵蓝图法（Mind

Mapping）的概念。（以上摘要整理自「孙易新
心智图法网站─认识心智图法」http://www.
mindmapping.com.tw及《心智魔法师》／耶鲁
国际文化出版）
心灵蓝图（Mind Map），也有人称作灵
感触发图、概念地图、思维地图，是以图像
为基础的认知辅助工具。乍看之下，心灵蓝图
就像是一张由多条色线编织而成的网子，或是
一个向外伸出许多触角的有机体。《心智图
笔记术》（晨星出版）一书指出，心灵蓝图多
年来在国内外许多知名企业和教育单位中（如
微软、3M、可口可乐、牛津大学等）都持续被
广泛应用着，无论在开会、简报、企业管理，
还是记忆或学习等领域中，心灵蓝图都是一种
能帮助使用者提升集中力、创造力和表达能力
的工具。

Q1 请校长谈谈您在兴华中学推广心灵蓝图笔记法的缘起。当时为什么有这个
想法呢？

90年代初，兴华掀开第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革命，主要体现于两个部分：1994-98年，我
们学习中国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教育理念，推行班级管理自动化以及六步教学法，培养学生的自学
能力、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培养自觉、自学、
自律的学风。
人类的左脑负责处理语言、计算和分析，主理解、阅读、书写等逻辑推理功能；而右脑则负责处理色彩、影
像、直觉、灵感等，掌握想象、记忆、体育和艺术等较为感性的部份。传统课堂上听讲，课后靠背诵课本和习题演
算的学习方式，都较偏重运用左脑，右脑的功能经常被忽略。但其实色彩和图像等视觉刺激，更能让大脑兴奋活
化，并自动记住许多事实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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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蓝图为何能帮助孩童左右脑平衡发展？
心灵蓝图本身就是一种运用到“全脑”的认知工具。制作时，孩子需要学习比较出数据的重要性，并加以分类归
纳、找出彼此间的关联，这部份需仰赖左脑发挥功用；而心灵蓝图中须以图像表达意义，还要用色彩代表事物特性，
这部份就需要右脑的帮忙。幸曼玲副教授认为，孩子刚开始都容易“见树不见林”，往往只懂得考虑结果，会忘了去
比较结果之间的关系，但“心灵蓝图会强迫你找关系，迫使我们去思考、去比较。” 心灵蓝图除了能同时刺激左右脑
平衡发展外，也是训练孩子思考力的好方法之一。

基于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认识人脑科学与多元智慧，进而了解自己的特长和学习模式，以及掌握与时
并进的学习工具和学习技巧，提升自学能力是必要的。于是1996年，校方进一步提出有效结合两个脑：
人脑科学与电脑，在教与学的应用，促进教与学的绩效。其中透过制作心灵蓝图，我们引导学生使用左右
脑，建立掌握与记忆学习重点的能力；推动多元智慧在教与学的应用，让孩子善用自己的智慧强项，加强
及拓展弱项。
多元智慧包括：
1. 语文智慧：有效地运用口头语言或书写文字的能力。
2. 逻辑-数学智慧：有效地运用数字和推理能力。
3. 空间智慧：准确地感觉视觉空间，并把所知觉到的表现出来。
4. 肢体-动觉智慧：善于运用整个身体来表达想法和感觉，以及运用双手灵巧地生产或改造事物。
5. 音乐智慧：觉察、辨别、改变和表达音乐的能力。
6. 人际智慧：觉察并区分他人的情绪、意向、动机及感觉的能力。
7. 内省智慧：有自知之明，并据此作出适当行为的能力。
参阅《经营多元智慧》，8-9页。

学校推动多元评量，让孩子多方面尝试，若发现自己的不足，就加以增强，以“经营自己的多元智
慧”。或许目前有些同学还是有自己的学习喜好，想静静一个人读书，偏向独自学习，但毕竟个人能力
有局限，现在提倡小组讨论、协同学习，要从互动、合作中学习，这是教育的趋势，以培养孩子21世纪
的能力。
21世纪的能力：
由于传统教育最重视的3R能力，即“读（Reading）、写（Writing）、算（Arithmetic）”，在工作应用上
已日渐不足，因此各国纷纷提出4C及ICT方面的能力，所谓4C即“批判性思考与问题解决（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有效沟通（Effective Communication）、团队共创（Collaboration and Building）、创造
与创新（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 4C 的能力。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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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怎么思考的？若你在街上看到一只狗，首先会想到什么？一般我们会想：“这是什么狗？雄
的还是雌的？谁家的狗？”很多的想法同时涌现，这是放射性思考（Radiant Thinking），若利用心灵蓝
图，可以快速把这些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或想法记录下来。传统点列式的记录是有次序地一条条地记录下
来，而心灵蓝图则没有限制，依据个人思考的方式，想到什么就记什么，无需考虑先后，在最后阶段才
进行整理。心灵蓝图的好处是根据人脑科学来设计，以放射式思考，让人们建立自己独特的思想及发展
出结构化的扩散式的联想。

■ 这是校长在 1996 年给老师培训时把 TONY BUZAN 书本的内容摘录成教材的一张心灵蓝图。

心灵蓝图的两大用处：
一、全脑开发、培养思维能力：如何把读到的文字和对内容的理解化成心灵蓝图。
这个过程是重点整理，可以把一本书、一个章节的内容变成一张纸，集中浓缩，重点有脉络，方便
理解和记忆。制作的过程，需要思考，提取重点和关键字，才能浓缩成心灵蓝图。萃取关键字是一种思
考能力的培养，要判断一篇文章的重点，再从中提取关键字。若掌握了这种能力，就能提高自学能力。
学会学习、学会思考，比学什么更为重要。
二、延伸不同形式的发展：如何收集资料、制作计划。
我本身在收集资料、准备讲稿或张罗某件事时，都习惯用心灵蓝图。因为我们的思维是放射性，脑海
里跑出来的点子，可以马上记录下来，想到什么就记什么。等大致想法都记录好了，再来思考要如何组
织。有些点子，还可以加以引申。有时候，也不是马上就会化成心灵蓝图，可能我一开始起了一个中心
点，搁在一边，继续工作或忙其他事务。突然想到什么新的点子，或被一些事情启发时，马上记录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再拿出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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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表现方式比单纯的文本更加接近人们思考时的空间性想象，所以可以延伸许多不同形式发展，同时也
在学习、脑力激荡、教育、文件规划、创意、记录笔记和工程图表等场合中广为应用。其特点是想法被放射状的放在
中心字词周围的节点，不需依阶层或连续安排等的优先级排列，在最后阶段才进行组织以及分类。

■ 思维导图的用途。

制作心灵蓝图有规则或正确步骤可循吗？
四大核心、七大原则：
长年推广心灵蓝图引进华人世界，并翻译过多本东尼·博赞心灵蓝图相关著作的孙易新老师指出，
心灵蓝图有四大核心：1.关键词、2.分类阶层、3.颜色、4.重要处加图示。
在《心智魔法师》一书中，东尼·博赞说明了心灵蓝图的7个原则，我们整理如下：
1.先在中心点绘制一个彩色图像→以定义主题或中心思想
2.以图像贯穿整张心灵蓝图→可强化记忆
3.字体须以正体清晰书写→方便日后回头重读
4.文字要横写在线，线条与线条间要相连
5.每个支干只写一个关键词→让关键词彼此之间足够多链接空间
6.每个主枝干系列都使用不同颜色→加深视觉印象
7.让头脑拥有充分自由→关于事情发展
以上只是帮助心灵蓝图能清楚辨识的大原则，但不是硬性规定。因为头脑产生想法的速度比书写要
快，应该先让想法倾巢而出，初步先顺势整理就好，不用担心顺序或组织错误，这样才不会打断思
维所延展出的可能性，有需要的话最后再做调整即可。

■ 东尼·博赞《思维导图》系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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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教学时...

老师可在作文教学时应用心
灵蓝图，比如写某些课题的文
章，或者定一个作文题目，让
三、四位同学形成小组。同学们
可以相互讨论，把相关课题常用
词汇写出来；用心灵蓝图收集不
同同学的意见和想法，丰富同学
们对相关课题的认识，交流和脑
力激荡、提供点子，过后让同学
们各自根据心灵蓝图的点子和自

己的想法写作文，各自精彩。每
个人的阅历不同，针对课题和看
法的探讨，角度会更丰富，除了
可以写出一篇文章外，讨论的本
身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当然，就
算不进行讨论，个别同学也可以
用这个方式记录灵感，再铺排文
章的书写。很多时候，灵感或想
法若不马上记录下来，可能稍纵
即逝。

化学教学时...
教化学的时候，我在
板书时会把所学各物质的
物理、化学性质、用途、
构造，放在同样的角落，
方便同学记忆。也鼓励学
生用心灵蓝图总结所学章
节的内容，理清细节与整
体的关系。同学的学习成

果常要被评量，要记的
内容很多，心灵蓝图就
可以发挥促进学习和记
忆的作用。有些人对图
像敏感，也有人对文字
敏感，多运用脑图可促
进全脑的运用及提高思
维能力。

Q2 原来校长推行 Mind Map 笔记法已有 20 年之久，请问校长是以什么方式进
行推广？

从1996年开始至今，所有的兴华师生应该都学过Mind Map。当时我们通过培训老师，让班导师在辅
导课上教导同学们相关的知识以达到向全校师生推广此笔记法的目标。以后每年，所有新教师都会接受
短期的Mind Map培训，同学们在初一学习技巧工作坊也学习如何制作心灵蓝图。近年来也有很多相关的
APPS，可以用电脑制作，教务处也一直在进行校本培训。心灵蓝图自1996年以来就是兴华师生必学的笔
记技能。
电子版本的Mind Map工具：
智图软件工具(Mind Map电脑软件)
Mindjet公司的Mindjet是专业的心灵蓝图工具，
XMind.net公司的XMind有跨平台开源码版和商业专业版及分享网站提供
微软的Visio 2002及以上版本提供了部分绘制心灵蓝图的功能

Q3 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的学习或做笔记方法，为什么校长依然推广心灵蓝图？
其实我们采取开放的态度，毕竟现在也出现了很多的笔记法，大家可以选取适合自己的方法，但我
仍提倡心灵蓝图，因为我始终认为它能有效拓展多元智慧管理系统以及优秀的思维培训工具。
“以个人的心像图作为思考的中心起点比文字更能激发全脑思考。结合左右脑的各项智能，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
加多元化。心灵蓝图充分利用了左右脑所有的各项智能：文字、数字、逻辑、顺序、表单、节奏感、空间、色彩、想
象力、图像等，可说是一种容易使用又非常有效率的工具。”
参阅《心智图法进阶篇》，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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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向学生介绍使用心灵蓝图的优势。

Q4 听说校长本身常在思考议题和开会时使用心灵蓝图，请您介绍其优势？
我发现在不同时间看同一个议题会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常常会补充新的资料。心灵蓝图较为自由，
不需要考虑事情的先后顺序，它能让我非常方便的加入相关的资料，延伸出更丰富的内容，同时见林又
见树，容易观清点与点之间的关系，达宏观微观之妙。

Q5 心灵蓝图发展至今，因个人的使用偏好或学习习惯，延伸出了不少新的
做法。请问校长对此现象有何看法？

我认为初学者最好是用最正宗的方式去了解学习。在学习初期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来做，这样才能
真正掌握心灵蓝图的精髓，为以后在应用过程中不断地创新和突破奠定坚实的基础。若已充分了解心灵
蓝图的功能和好处，当然我并不排斥学生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或想法把Mind Map 画出来，从而展现
出创意的心灵蓝图。现在，市面上也推出了许多电脑软件，有各式各样的呈现方法。我们学东西不能只
是学方法而已，必须有所体会掌握其精神，再进一步升华。

Q6 请问校长是否会继续在校园推广心灵蓝图笔记
法呢？未来有什么具体的想法或展望吗？

创造力是21世纪教育重点培养的关键能力之一，扩散思维
（Divergent Thinking）讲究可能性而不是正确框架的思考，是创造
力的基础。而用心灵蓝图记录点子的方法正是扩散思考好用的工具之
一，过程中可激发及延伸无限的观点。学校将继续新生和新老师的培
训，并鼓励老师在教学上带领学生使用心灵蓝图。

Q7 给学生们在学习路上的一句话。
“Change is a new normal nowadays”同学们要善于学习，勇于
改变，并以创新思维看周遭的人事物。

■ 校长分享她制作的心灵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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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推荐书单：
1. 东尼·博赞，巴利·博赞：《心智图圣经/心智图法理论与实务篇》，耶鲁，2007年。
2. 东尼·博赞：《超有效心智图学习法》，商周出版，2015年。
3. 戈登·德莱顿：《学习的革命—通向21世纪的个人护照》，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4.
Thomas
Amstrong：《经营多元智慧—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源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
司，1997年。
5. 曲智男：《画出你的世界：思维导图实战手册》，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
6. 孙易新：《心智图法进阶篇：多元知识管理系统2》，耶鲁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

■ 校长推介的图书，是《画出你的世界 思维导图实战手册》，左为《多元知
识管理系统 2》。

■ 校长向学生们及林卿卿老师畅谈心灵蓝图笔记法
的缘起。

参考书目：
1.
2.
3.
4.
5.
6.
7.
8.

高诗佳：《向课本作家学习写作：用超强心智图解析作文》，小萤火虫，2017年。
施翔程：《用心智图写作文》，晨星，2011年。
胡雅茹：《心智图笔记术：将脑中智能以清晰的脉络呈现图像化思维》，晨星，2017年。
内山雅人：《天才笔记术：灵活运用心智图，实现思考转换的方法》晨星，2017年。
孙易新、王心怡：《心智图学习法套书4》，商周，2016年。
梁容菁, 孙易新：《心智图写作秘典》，商周，2015年。
赵胤丞：《画出完美心智图超简单：30分钟才能说清楚的事，一张图就能一目了然》，开企，2016年。
大岩俊之：《心智图读书术：教你如何用一张纸做笔记、一眼抓住重点》，晨星，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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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书讯
文 / 翁柳洁老师

我读《我当黑帮老大的一天》——
对“研究”二字之反思
你若问我，为何选择读这本书？这本书，当时（即2016年11月）是摆在咱们图书馆新书的区域，我总
会在那逛逛。那时我特别着迷印度文学（其间也正在阅读《Q&A》，也是一本相当迷人的书）！随手打开
此书，看看介绍，那几行字深深吸引着我。首先作者是印度人，其二是因为这本书是针对他在贫民窟的研
究，所做的田野调查。那个时候，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学生。他踏入大学附近几如废墟，
且住满贫穷黑人的国宅区，目的是想找人回答“都会区贫穷现象”的研究问卷。但却被其国宅黑老大调
侃地说“想了解我们这些人，你最好和他们往来，搞清楚他们做什么，怎么做。你那种问题不会有人回答
的，你必须了解年轻人为什么要在街上混”。他说的是如此贴切，也在讽刺圈外的一群研究者。
故事正是从“问卷”开始，即围绕在作者所踏入的“泰勒国宅”而展开！
在读这本书以前，我的好奇心似乎被锁紧了。你们是否好奇，任何一个行业，甚至是一些较稀有行业
之人的生活？想过“大哥大”的生活是如何的吗？或者一个贫穷之人，他们到底是怎么过活的？你也许会
回答我很多你曾看的文字描述，或者各种统计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概念，但我们（或说研究者）却忘了我们
应该走入（注：即走进他们的生活圈子）去探讨。比如说，网络世界带领着我们做各种的事情，看各种的
资讯，有人或许会认为，哪怕不出门，我也可以知道天下事，这也是我们小时常常挂在嘴边的“秀才不出
门，能知天下事”。我不否认这个确实很好，但我想说，若有那样的可能，或许走出我们的“门”，去看
看世界，我们会得到不同的体悟，甚至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贫民窟，或许我们从各种管道上都知道它的存在，或许在我们的脑海中也能勾画出一些画面。但在我
看了这本书以后，我觉得自己所知道的是多么的肤浅。他们的生活因为贫穷所导致的无奈与无助，他们必
须想尽办法让自己可以活下去。也许他是个皮条客；也许他是个在楼梯间召唤客人的妓女；也许他是个贩
卖毒品的小子；也许他是地下市场的小贩；不管他在楼里的身份是什么，整体文字描述体现的一个最重
要的现象，就是大家在努力让自己活着。因为贫穷，犯罪的可能性自然就高，所以就会有黑老大来管着他
们。不管你是做什么的，都得给黑帮一点“税”，那在你遇到任何麻烦，他们就是你可以求助的对象，或
者说，他们是保你安全的人。你可能读到这里会很疑惑，那“警察”呢？嗯，警察不会来，救护车也同样
不会来到这个地方。

作 者：苏西耶·凡卡德希著（Sudhir Venkatesh），赖盈满译
出版社：时报文化
分类号：C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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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很清楚地反映了贫民窟的社会现象。比如某章节，是针对地下经济市场的研究。你可有想过
他们的收入吗？到底在一个贫民窟的社区里，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以外（或许我们都有很多先入为主的想
法），其实可有想过他们每个月，或每一次的交易可以换来多少钱？在这本书里，清楚告诉你，什么行业
赚得最多，也告诉你其他行业的大概收入。比如泰勒国宅的妓女，每周有100美元的收入；而收入最差的
是捡废铁之人，其收入每月100美元。你可有想过，如我一个月给你100马币，你还能怎么生活？尤其，当
你还有家庭需要兼顾。这，是我无法想象的。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
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触在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情感处理。此书作者的研究对象不是特定的
某个人，但却多亏了黑帮老大JT的帮助。JT甚至也以为作者会为他写传而有优越感。人与人的相处，总
是一门很大的学问，相处久了，JT也习惯了作者的存在。到后期，JT也很积极地安排作者去参加上层
的聚会，只是作者的论文总有尾声的一天。此时，作者还是得出席那些聚会，只是要如何去交待——作者
作为一个研究者，他的研究已经到了尾声，或者说已到了需要离开的时候？或许研究者（不管任何领域，
任何人）一开始都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以贡献于这个社会。或许希望在展现了贫民窟的现象后，他们的生活
可以有所改善。但，实际上会是如何？那所谓的“研究”，其目的或意义是否可以达到？我对作者书中的
一句话，总是感触颇深。“我忽然明白自己这些年来到底做了什么：我来、我看、我拿走……我可以选
择何时离开国宅，他们不能。等我结束研究贫穷，他们还是要继续贫穷活著，很久很久。”对于读者而
言，我看到的是作者和他们住在一起前前后后近十年，这一点已让我非常佩服。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接
触到的，远远比统计的数据来得真实，也刻画出真实的贫民窟。
若你对贫民窟有着好奇，不妨翻阅此书！

阅读分享会小宣传
若您对村上春树的文学有兴趣，欢迎您到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同时，您也可以报名我们6月20日的村
上春树阅读分享会，与我们畅谈村上春树文学带给您的感动！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村上春树与他的文学世界
主持人：林卿卿老师、地点：科技楼7楼、时间：7月5日(三），3.10pm-4.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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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学年第二学期行政历【第一阶段】
周次

日期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各学生团体训练营／生活营／校外比赛
7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筹备工作

准
备

2

合作单位

各相关团体

课外活动处

注

筹委会/工委会

全国华文独中教育学术研讨会暨教享悦教学成果
发表会

27/05~28/05

董总主办
教育研究与发展组
协办

全体老师

27/05 雪隆八独中球类赛
/
“希望之谷”社区关怀活动
11/06 认识科系与职业~“参访Astro综合传媒娱乐公司”

27/05~31/05

体育处/工委会

相关教职员/参赛代表

认识科系与职业~“参访巴生中央医院”

1

负责单位

27/05

(六)

辅导处

学生自由报名

06/06

(二)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高中学生(自由报名)

07/06

(三)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高中学生(自由报名)

8.00am~4.00pm

8.00am~3.00pm

认识科系与职业~“烘培工作坊”

10/06

(六)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高中学生(自由报名)

8.30am~12.30pm
Le Cordon Bleu
Malaysia

第12届管乐团演奏会

10/06

(六)

管乐团

课外活动处

7.30pm~9.30pm
朝阳堂

可兰经降世日公共假期

12/06

(一)

初中外宾演讲【主讲：柏剑先生】

13/06

(二)

训导处

初中各班学生/班导师

1.50pm~3.00pm
朝阳堂

高中班会

13/06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二级外宾演讲【主讲：莫淑卿讲师】

13/06

(二)

辅导处

高二班导师/学生

1.50pm~3.05pm
大讲堂

年级组长会议

13/06

(二)

训导处

各年级组长

3.15pm~4.45pm
训导处会议室

15/06

(四)

教务处

科组长

2.40pm~4.00pm
Chrome Lab

70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彩排

15/06

(四)

训导处/课外活动处
/学长团

表演团体

3.10pm/朝阳堂

70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16/06

(五)

学长团/筹委会

训导处/课外活动处

8.15am

《促进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之学生数据库建置与
使用》工作坊

17/06

(六)

校长室

行政各处
/全体谙华文老师

8.00am~12.30pm
讲堂

English Teacher CPD Session 4

17/06

(六)

ELC

全体英文老师

8.30am~11.30am

兴华中小学教师节晚宴

17/06

(六)

兴华中小学联委会

全体教职员

7.00pm
朝阳堂

各科教研会议

19/06( 一 )

科组长

科任老师

时间表另行公布

行政会议

19/06

校长室

行政各处

高三生物专题研究海报成果展

19/06~23/06

高三生物科任老师/
高三理各班学生

教务处/总务处

高中周会

20/06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初中班会

20/06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促进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之学生数据库建置与
使用》工作坊(英语)

20/06

(二)

ELC

全体英文老师及
不谙华文国文老师

日本升学说明会

20/06

(二)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自由报名/欢迎家长
出席

20/06

(二)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自由报名/欢迎家长
出席

20/06

(二)

校长室

行政各处/全体老师

2.45pm~4.45pm

初一班导师

3.10pm~4.20pm
训导处会议室
3.10pm~4.20pm
训导处会议室

12/06
科组长会议
/
17/06

19/06
/
专题讲座：How Liberal Arts Education
24/06 Life Fruitful【主讲：Mr. Takeuchi】

开始

Makes Your

校务会议

(一)

初三至高三学生

初三至高三学生

初一班导师会议

21/06

(三)

训导处/初一级联
组长

初二班导师会议

22/06

(四)

训导处/初二级联
组长

初二班导师

学生仪容检查

23/06

(五)

班导师

各班学生

高三成年礼专题讲座【主讲：曾广志医生】

23/06

(五)

高三毕联会/课外活
动处

全体高三学生

呈交第二学期活动计划表

23/06

(五)

学会负责老师

课外活动处

开斋节公共假

25/06

(日)

一休、二休、放学
(3.05pm~4.30pm)
科技楼9楼-创新楼

2.00pm~4.00pm
2.45pm~4.00pm
科技大楼Chrome
Lab
2.45pm~4.00pm
协作学习室(2)

1.15pm~3.05pm
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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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项目

2017年 5月号

进行日期

负责单位

合作单位

注

开斋节公共假期

26/06

(一)

开斋节补假

27/06

(二)

兴华70周年校庆史诗舞台剧集体排练(一)

27/06

(二)

工委会

相关团体、老师及
教练

9.00am~4.00pm
朝阳堂

28/06

(三)

训导处/初三级联
组长

初三班导师

3.10pm~4.20pm
训导处会议室

29/06

(四)

训导处/高一级联
组长

高一班导师

3.10pm~4.20pm
训导处会议室

高三生与全体老师拍毕业合照

30/06

(五)

高三班导师/高三毕
联会

课外活动处

7.25am~8.00am

行政会议

30/06

(五)

校长室

行政各处

高一级校园清洁服务(一)~高一理忠、孝

01/07

(六)

高一级联学生自治会/高
一班导师

训导处

2.00pm~4.00pm

EAP Showcase

03/07~04/07

ELC

EAP学生

一休/科9楼

招收2018年度醒狮采青贺岁队员

03/07~20/07

醒狮策划小组

相关学生

韩国升学说明会

03/07

(一)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自由报名/欢迎家长出席

招生宣教工作讲解会

03/07

(一)

辅导处/训导处

班导师

3.10pm~4.30pm
讲堂

招生宣教运动推展礼及组织工作

04/07

(二)

训导处/班导师

行政各处/全体师生

第9~11节

2017新任老师培训课(三)

04/07

(二)

教务处

相关老师

3.10pm~4.30pm
Chrome Lab

Submission of ‘My School’ Poster Competition

04/07

  (二)

ELC

各年级学生

05/07~06/07

ELC

初中部学生

一休/科9楼

26/06 初三班导师会议
/
01/07 高一班导师会议

03/07
/
Junior Research Paper Showcase
08/07

初三至高三学生

3.15pm~4.30pm
科技大楼Chrome
Lab

高二班导师会议

05/07

(三)

训导处/高二级联
组长

高二班导师

3.10pm~4.20pm
训导处会议室

高三班导师会议

06/07

(四)

训导处/高三级联
组长

高三班导师

2.00pm~3.10pm
训导处会议室

台湾升学说明会

06/07

(四)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自由报名/欢迎家长出席

初三至高三学生

3.15pm~4.30pm
科技大楼Chrome
Lab

高三成年礼彩排

07/07

(五)

高三班导师/高三毕
联会

全体高三学生/行政
各处

3.10pm~5.00pm
朝阳堂

台湾高等教育展

08/07

(六)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高三学生(自由报名)

8.00am~12.00pm
PWTC

高三成年礼

09/07

(日)

高三班导师/高三毕
联会

全体高三学生及家长
/行政各处

9.00am/朝阳堂

加拿大升学说明会

10/07

(一)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自由报名/欢迎家长出席

初中周会

11/07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高中班会

11/07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中国升学说明会

11/07

(二)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初三至高三学生
自由报名/欢迎家长
出席

Hari Bahasa

13/07 (四)、
14/07 (五)

国文科研组

教务处

初三至高三学生

3.15pm~4.30pm
科技大楼Chrome
Lab

2.45pm~4.00pm
科技大楼Chrome
Lab

10/07
/
15/07 纽西兰升学说明会

13/07

(四)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初三至高三学生
自由报名/欢迎家长
出席

行政会议

14/07

(五)

校长室

行政各处

English Teacher CPD Session 5

15/07

(六)

ELC

全体英文老师

8.30am~11.30am

高一级校园清洁服务(二)~高一理仁、爱

15/07

(六)

高一级联学生自
治会
/高一班导师

训导处

2.00pm~4.00pm

高一级校园清洁服务(二)~高一理仁、爱

15/07

(六)

高一级联学生自
治会
/高一班导师

训导处

2.00pm~4.00pm

3.15pm~4.30pm
科技大楼Chrome
Lab

2017年 5月号

周次

6

7

日期

行事项目

进行日期

合作单位

注

18/07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初中班会~学生操行自我评量

18/07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校务汇报会／“与兴华同行”迷你马拉松工作
会议

18/07

  (二)

校长室

行政各处/全体教职员

2.45pm~4.45pm

Cambridge Exclusive Workshop

18/07

  (二)

ELC

CUP

2.00pm~4.30pm

18/07

  (二)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初三至高三学生
自由报名/欢迎家长
出席

2.45pm~4.00pm
科技大楼Chrome
Lab

20/07

(四)

课外活动处

华乐团

7.30pm
大讲堂

学生仪容检查

21/07

(五)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兴华70周年校庆~
兴华大讲堂(二)洪兰教授主讲

21/07

(五)

筹委会

家教协会

8.00pm~9.30pm
大讲堂

“与兴华同行”迷你马拉松

22/07

(六)

体育处

全体师生

7.30am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大赛

22/07

(六)

留华同学会

课外活动处

1.30pm~3.00pm
讲堂/国字型课室

初中周会

25/07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高中班会~学生操行自我评量

25/07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训导处/全体高一级
学生

1.50pm~3.10pm
大讲堂

17/07 德国升学说明会
/
22/07 金门县国乐团演出

高一级联论坛

25/07

(二)

高一级联学生自治会/
班导师

认识科系与职业~‘电子商务’讲座

25/07

(二)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初三至高三学生
自由报名/欢迎家长
出席

2.45pm~4.00pm
科技大楼Chrome
Lab

25/07

(二)

辅导处

相关班级班导师/学生

2.45pm~4.45pm
忠礼堂

26/07~27/07

训导处

初一全体女生

24/07 EQ培训课程(三)~初一仁、和、平、礼
/
29/07 初一女生注射预防子宫颈癌疫苗

2.00pm~3.30pm
讲堂

IELTS备考课程讲解会

27/07

(四)

ELC

高三级学生自由报名

行政会议

28/07

(五)

校长室

行政各处

EQ培训课程(三)~初一忠、孝、爱、信

28/07

(五)

辅导处

相关班级班导师/学生

2.45pm~4.45pm
忠礼堂

国家元首诞辰公共假期

29/07

(六)

兴华70周年校庆史诗舞台剧集体排练(二)

30/07

(日)

工委会

相关团体、老师及
教练

9.00am~4.00pm
朝阳堂

学会负责老师

课外活动处

本周

教务处

初三、高三班级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01/08

(二)

初一级联学生自
治会
/班导师

训导处
/全体初一级学生

1.50pm~3.10pm
大讲堂

02/08

(三)

训导处

辅导处

3.10pm~4.20pm
训导处会议室

音乐(地点：隆中华)
初中科学(地点：First City University)

05/08

(六)

教务处/科组长

相关科任老师

学科自主专业发展日(二)

05/08

(六)

教务处/科组长

相关科任老师

音乐、科学与英文
组除外

高一级校园清洁服务(三)~高一理信、义

05/08

(六)

高一级联学生自
治会
/高一班导师

训导处

2.00pm~4.00pm

继续初中统考预试

07/08~09/08

教务处

初三班级

继续高中统考预试

07/08~10/08

教务处

高三班级

08/08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08/08

(二)

高二级联学生自
治会
/班导师

训导处
/全体高二级学生

1.50pm~3.10pm
大讲堂

10/08

(四)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初三至高三学生
自由报名/欢迎家长
出席

3.15pm~4.30pm
科技大楼Chrome
Lab

初中、高中统考预试

01/08~04/08

全校班会

01/08

初一级联论坛

9

负责单位

高中周会

初三级联课活动暂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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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7
训辅会议
/
05/08 雪隆森独中学科教学分享交流会

07/08 全校班会
/
12/08 高二级联论坛
认识科系与职业~‘医药卫生科系’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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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项目

合作单位

注

(四)

行政会议

11/08

(五)

校长室

行政各处

12/08~13/08

辅导处

学生自由报名

朝阳堂

07/08
阳光天使志工培训营
/
12/08

English Teacher CPD Session 6

12/08

(六)

ELC

全体英文老师

8.30am~11.30am

兴华70周年校庆史诗舞台剧集体排练(三)

13/08

(日)

工委会

相关团体、老师及
教练

9.00am~4.00pm
朝阳堂

高中周会

15/08

(二)

课外活动处

行政各处

初中班会

15/08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二)

初二级联学生自
治会
/班导师

训导处/全体初二级
学生

校长室

行政各处/全体老师

2.40pm/讲堂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初三至高三学生
自由报名/欢迎家长
出席

2.45pm~4.00pm
科技大楼Chrome
Lab

15/08

14/08 校务汇报会
/
19/08 澳洲升学展

15/08   (二)

1.50pm~3.10pm
大讲堂

15/08

(二)

17/08

(四)

ELC

高三级报名学生

2.00pm~4.30pm

课外活动处

2.00pm~4.30pm
朝阳堂

四大团体步操比赛

19/08

(六)

学长团/圣约翰救
伤队/
童军团/少年服务团

全校班会

22/08

(二)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兴华70周年校庆史诗舞台剧集体排练(配合灯光、
音响及LED荧幕) (四、五、六)

22/08~24/08

工委会

相关团体、老师及
教练

9.35am~5.00pm
朝阳堂

香港升学说明会

22/08

(二)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21/08
派发统考预试成绩报告表
/
26/08 学生仪容检查

初三至高三学生
自由报名/欢迎家长
出席

2.45pm~4.00pm
科技大楼Chrome
Lab

24/08

(四)

初三、高三班导师

教务处

25/08

(五)

班导师

各班学生

兴华70周年校庆“风雨远航•兴耀七十”史诗舞台
剧公演

25/08

  (五)

工委会

全体师生

8.00pm/朝阳堂

兴华70周年校庆学生学艺展

26/08

(六)

工委会

全体师生

2.00pm~6.00pm

兴华中小学暨校友会创立70周年联欢晚宴

26/08

  (六)

工委会

全体师生

7.00pm/朝阳堂

各相关团体

课外活动处

体育处

参赛代表

吉打

相关学生

9.00am~4.00pm

各学生团体训练营／生活营／校外比赛

短
假

负责单位

10/08

IELTS 备考课程水平测试

11

进行日期

兴华70周年校庆~
兴华大讲堂(三)赵伟校长主讲

初二级联论坛

10

2017年 5月号

全国独中球类赛

27/08
2018年度醒狮密训
/
03/09 国庆日公共假期
哈芝节公共假期

27/08~31/08
28/08~30/08
31/08

(四)

01/09

(五)

醒狮策划小组

上课日：65 天 短假：9 天

“兴·阅”—布可共读计划
目的：透过分享阅读，推荐好书！不一定要看名人推介，我校也有老师推荐的好书！
联办单位：图书馆、教务处、资讯出版组
协办团体：图书馆服务团、大众传播出版组
宣传方式：图书馆壁报、图书馆部落格及面子书、兴华月报
活动日期：25-5-2017~30-6-2017

学生于推介书目中拣选喜爱的书籍阅读，
并递交读后感
目的：提升学生的语文表达能力。
活动日期：1-7-2017~1-8-2017
·各组参赛作品将从中选出“每周一‘兴’”，并将获得赠送礼物
·可选择手写或打字。手写版请交到图书馆柜台，打字版请EMAIL到hhlibrary2016@gmail.com

从老师推荐的好书中，
评选出最受欢迎的 2017 年十本好书
目的：透过分享阅读，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判断及欣赏能力。
活动日期：2-8-2017~15-8-2017

每位推荐书籍的老师将得到一份精美小礼物。
巴生兴华中学图书馆
https://www.facebook.com/hinhualib/

巴生兴华图书馆
http://hinhualibrary.blogspot.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