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成年礼

王康宇、苏垲渝（高三文商义）报道

高三成年礼意味着高三学生迈入社会的新阶

段，往追寻梦想的道路奔去。我校高三生成年礼于

7月9日（星期日）在朝阳堂举行，主题为“感恩·

责任·奋发”。出席者除了主宾丹斯里杨忠礼董事

长、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黄秀玉校长、家教协

会主席陈伟后、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我校三机构

同仁、老师外，还有来自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的郭艳

光校长。当天参与活动的高三生和家长共有一千六

百余名。

全体高三生先行入场，于各自的座位上迎接家

长入席，学生们此刻的心情是既紧张又期待。待所

有嘉宾就座后，成年礼正式开始。首先由全体高三

学生诵《大学章句》，激情澎湃的朗诵声令人动

容，场面昂扬！

主持人林明发校友继而为大家简单介绍成年礼

的由来及含义。主宾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也不忘对

高三学生们的未来给予一番勉励的话语。他表示，

■	主宾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右）与黄秀玉校长见证高三成年
礼仪式。

成年礼的目的不应只是年龄的积累，在心理上也该

有觉醒。紧接着进入简单且隆重的系领带仪式。家

长为孩子系上领带，意味着学生们不再是父母眼中

的小宝宝，从此将从家庭中毫无责任的“孺子”

转变为正式跨入社会的成年人，成为合格的晚辈，

以及扮演各种合格的社会角色，同时也懂得独立思

考，成为可担当责任的成年人。

成年礼上，四位高三生代表钟其冏（高三理

孝）、林祖恩（高三文商礼）、李心怡（高三文商

和）及林晓艳（高三文商信）先后上台念出家书，

言语真挚恳切，台下的父母和学生不禁感动落泪。

接着，全体学生拿出已写好的家书与父母分享。家

长在读着自己孩子的家书时热泪盈眶，脸上写满了

幸福与感动。此外，大会司仪亦念诵古箴言：“行

必履正，无怀侥幸”，意谓学生在成功的道路上必

须脚踏实地，不奢望意外的成功。

成年礼在全体高三生演唱主题曲《生命的蜕

感恩·责任·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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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中落幕。成年礼标志着同学们已踏上人生崭

新的里程碑和美丽的蜕变期，期待我校学生在蜕

变之际，敢于承担，自律自强，抖擞地展翅飞

翔。所谓成人，即从真诚出发，走在人生的正途

上，朝“感恩·责任·奋发”努力，掀开人生新的

篇章。成年礼的仪式虽然只是一时，但其所代表

的意义，却是一生的。

■	高三理忠师生与家长合影。

■	四位高三生代表先后上台念出家书，言语真挚恳切。

■	家长阅读孩子亲手写给父母的家书。

■	家长为孩子系上领带，期许孩子带着祝福与叮咛，展
开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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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更加可贵
温集权（高三理忠） 

成年礼,是人类为了庆祝

其成员长大成人者而举行的

礼俗仪式。兴华为18岁的我

们举行了成年礼，显然就是

要提醒每一位高三学生已经

成年。我们必须具备应有的

感恩、责任与奋发之心。对我来说，也许这就是成

年礼最大的意义。记得当我爸看见了“责任”这个

字的时候，对我说：“儿子，这就是你需要学习

的。”学习如何做人,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有责任感

的人。

这次的成年礼,我清楚知道了成绩固然重要,但

亲情更为可贵。谢谢赋予我生命的家人，如果没有

他们的一路栽培，我也不会出现在这成年礼，生命

的价值也截然不同。以前的我有点迷失了方向,但

经过这次的成年礼，我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并对

此抱持希望。但愿自己未来能为社会带来贡献。

怀着感恩之心
陈谟芳（高三文商义）

光阴似箭，童年时期盼

长大，如今我已成年了。而

成年礼给予我一个很好的机

会，让我可以好好地对父母

的养育之恩表达谢意，也思

考何谓“成年”。通过成年

礼，我学会了勇敢地表达自

己，说出心底的话，也体会

了什么叫做责任，更懂得何

谓感恩。

18岁的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我经

历过风风雨雨，品味过无数酸甜，“经一事，长一

智”，所有经历都使人一天天长大，变得更成熟。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经历，都让我渐渐学会怀着感恩

的心，感恩我所遇到的美好事物，也感恩所有在我无

助的时候给予最大支援的师长、家人和朋友们。

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择善固执、自律自强、奋发拼搏，好好地为自

己的将来做准备，为爱我的人创造幸福的明天，做

个充满正能量的人！最后，我要大声地说：“我已成

长！”感恩兴华让我拥有一个意义非凡的成年礼。

消除与孩子的隔阂
赖贵明先生（高三文商礼赖迪舫父亲）

成年礼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通过它，我们

和孩子更互相了解。对此，我们很满意这次的成年

礼，因为它消除了我们与孩子间的隔阂，让我们将

心比心，去理解彼此的情感。

■	家长赖贵明夫妇与女儿赖迪舫。

2017年 7月号  HIN HUA MONTHLY 3



■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于7月9日

高三成年礼上致词全文：

本校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副董事长卢金

峰、校长黄秀玉、校友会主席余安、家教协会主

席陈伟后、各位三机构理事、老师、家长和同

学，早安。

成年礼，是文明社会接受一个人已经具有进

入社会的能力和资格的重要人生仪礼，也是人生

阶段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成年礼不是年龄上的累

积，而是标示着心理上该有的觉醒，提醒自己，

告示身边的人：我已经长大，我准备好面对接下

来的人生了。

同学们，当你们还是孩童时，家里的长辈、

父母，为了你的成长、健康、就学，以夜继日地

为你奔波张罗，确保你健康长大，提供你舒适的

环境，关注你的学习，孕育你的品德。学校里的

老师，敬业乐业的提供你汲取知识的养分、开拓

你看世界的视野、培养你待人处世的能力，给你

表现自己的舞台。

今天是兴华中学为高三学生举办的成年礼，

延续过去的主题内涵：责任、感恩、奋发，这六

个字，承载了父母和师长们对你们的期望。在过

去，不管家里、学校发生什么事、有钱没钱、事

情好或不好，好像都是大人们的责任。现在你们

已经成年，要有担当的勇气和责任，不仅要对自

己的行为和将来负责任，也要对家庭、社会，甚

至对国家都有一定的责任感。不要抱怨周遭人事

物如何对不起你，而是紧紧记住，你有责任也有

能力改变周遭，所谓的明天，是你今天努力负责

任的后果。在接下来的成长过程，同学们难免碰到挫

折和困难，要有承担的勇气，才能成长，才能培养出

更强大的力量，走更长远的路。

在同学们蜕变成大人的时候，一定要回顾，这一

路上是怎么长大的、是谁一路上给你扶持。当一个人

回头去衔接过去的成长经验，才能认清现在的一切都

不是理所当然的，才能对将来有所展望。当一个人能

够体认到家长、学校领导、三机构、老师和身边的人

如何在生活中帮助自己，就应该有感恩和体恤的心，

才会努力奋发做好自己，而不辜负他们的一番苦心和

殷切的期盼。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就会对人生有所期

待，而不至于在茫茫人海中失去方向和人生的乐趣。

七月，是同学们积极备考的季节。我期许大家秉

持责任、感恩、奋发的内涵，订定学习目标，努力学

习，考取好成绩进入高等学府深造或进入理想的职

场，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回馈所有成就你一生的

人，对学校、社会、国家做出贡献。

谢谢！

勇于承担，蜕变成长
杨忠礼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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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高三成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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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全体师生、家长、校友及热爱运动的社会人士齐参与迷你马拉松，展现热爱兴华的心。前左起为黄秀玉校长、
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工委会主席朱运铁董事、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尤瑞泉董事、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苏顺
昌董事以及叶进来董事。	

林意晴 ( 初三爱 )、黄乐仪老师报道

庆祝兴华创校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与兴华

同行”迷你马拉松于7月22日（星期六）在万众期

待下如期举行。天未破晓，同学们就穿着学校派发

的指定服装，鱼贯进入校园，是项赛事共有4050人

参加，是巴生区学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赛跑活动。

上午7时10分，各班

班导师进班点名，并派

发号码布和检查卡给同学

们，并在按长铃之后率领

大家列队前往集合地点。

篮球场和仁爱广场前的空

地上，同学们比肩接踵、

人声鼎沸，无不展示出他

们的蓬勃朝气。嘉宾们入

座后，上午7时30分开幕

仪式正式揭开序幕，管乐团奏起了国歌和校歌，场

面庄重。

工委会主席朱运铁董事致词时表示，做为我校

创校70周年系列活动的第二炮，“与兴华同行”

迷你马拉松除了运动本身所带来的强身保健的功能

之外，同时也具备了“促进全体兴华人的友谊与团

结”的特殊功能及意义。

“我校经历了70年的沧桑茁壮发展，今天不论

是硬体建设、学生人数、课外活动及学术成绩各方

面，在全国独中之间都处于顶尖。我们之所以能取

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全体董事、校友、

老师、家长、学生及所有热爱兴华的人士，在过去

的70年的时间里都一直和兴华在一起，陪伴着兴

华，与兴华同行。”

他说，参加“与兴华同行”迷你马拉松的逾

4000人之中，除3400位在籍学生之外，有650位参

赛者是公开组的。公开组的参赛者主要有董事、老

师、家长、校友及其他一些热爱兴华及热爱运动

的人士，这完全体现及符合了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 

——	与兴华同行。

■	工委会主席朱运铁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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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并且斗胆要求校方在未来的日子

里，每两年、甚至是每年举办这一项活动，让更多

的学生、家长、老师、董事、校友以及热爱兴华的

人士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永远与兴华同行。”

致辞完毕，在几位同学的带领下，场上的同学

纷纷跳起了热身操，活力四射。随着舞曲的尾音落

下，仪式结束，比赛接着开始了。在体育处苏爱云

主任的指挥下，各个组别按照比赛次序列好队，在

鸣笛声响起之时，跑出校园，开始奋力冲刺。一路

上，每一小段路就可以见到站岗的圣约翰救伤队、

童军团和工委会成员的身影。即便烈日当空，他们

也不辞劳苦地站在路边维持秩序以及保证大家的人

身安全。这段路程，不仅有参赛者挥洒下的汗水，

也有这些无私的自愿工作者们的付出和努力。

上午9时半左右，所有参赛者都已陆续安全地

回到校园。仁爱广场人潮汹涌，大汗淋漓的参赛者

列队向记录处的工作人员登记参赛结果，同时领取

参赛纪念牌。不仅如此，仁爱广场边也设有美禄供

应处，以便同学补充体力。在等候颁奖典礼期间，

■	各个组别按照比赛次序列好队，在鸣笛声响起之时，跑出校园，开始奋力冲刺。

■	开跑前参赛者先进行热身操。

部分的同学聚集在篮球场上打球，不由得让人感叹

一句“年轻就是有用不完的体力”啊！

上午10时，获奖者集合在颁奖台附近，等候着

司仪播报出自己的名字。周围观看颁奖典礼的同学

也十分捧场，每当自己的班级成员上台领奖时都会

给予高声的欢呼以示支持。颁奖典礼虽简单却隆

重，用时30分钟结束，为本次赛会画下一个完美的

句点。

■	逾 4000 人参与“与兴华同行”迷你马拉松，场面盛大！

扫描 QR 码观赏当

天盛况。或链接 :	
https://goo.gl/SLCs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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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奖者采访
黄乐仪老师、林意晴（初三爱）、郭颖瑜（初三平）采访

参赛是坚持锻炼的动力
陈海元（男宿将组冠军）

我参加过两届兴华的越野赛跑，这是第一次参加兴华迷你马

拉松，并且荣获冠军宝座，我感到十分开心。我和太太时常参加

赛跑活动，每个月至少会参与两项赛事，这也是我们每一天都坚

持锻炼的动力。

为了能够不断超越和突破自己，我不曾停止过跑步训练。我

有一班同样热爱跑步、且常常一同锻炼和参赛的朋友，使我的锻

炼过程充满乐趣。倘若兴华再次举办越野或马拉松赛跑，我一定

义不容辞再来参加。这不仅仅基于自己对跑步的兴趣，也希望通

过亲身参与表达对独中教育的支持。

获奖是荣誉与肯定
翁月蓉（女宿将组冠军）

这是我第三次在兴华举办的赛跑项目荣获冠军，过去曾蝉联

两届越野赛跑冠军，心里自然是十分的满意和开心。冠军于我而

言，不仅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肯定。我热爱跑步，每个星期至

少有三天会去运动，让自己维持健康的体魄，也充满活力。

平日只要能够抽出时间来，我一定会参加类似的赛跑活动。

我连续三年参与兴华的赛跑项目，不仅仅是兴趣，还为了表达对

独中的支持、对兴华的关爱。我相信往后兴华所举办的越野或马

拉松比赛，都少不了我的身影！

增加锻炼的机会
陈可譞（女子公开组冠军）

在这次的迷你马拉松荣获公开组冠军，证明我的专长并没有

退步，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这也是我第一次获得那么大的奖

杯，我感到十分开心。我正在修读大学的运动竞技系，平日养成

运动的好习惯，也借此强身健体。

此外，我也参加过许多校外的长跑活动，增加锻炼的机会。

我觉得要赢别人，就得先赢自己，不管多累，都要有毅力坚持下

去。身为兴华校友，对往后兴华所举办的大小活动我都会继续支

持，为母校尽一份力。最后，我想在此祝兴华，70岁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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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最佳成绩
杨宇川（男子公开组冠军）

初三那年我参加了两年一度的越野赛跑，一开始是基于好奇

而和朋友一起练习，后来渐渐体验到了跑步的乐趣，发现锻炼很

重要，所以就一直坚持练跑的好习惯。一个星期中有六天的时间

我都会到离家不远的公园去跑步，我会视情况来分配时间，每天

最少跑30分钟，最长则跑1个小时半。

今年回校支持这项活动，除了基于校友的身份表达对母校的

支持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年举办的迷你马拉松意义非凡，这

是配合兴华70周年校庆的活动，不容错过。

当获知自己荣膺公开组冠军，我感到很惊讶，同时也很开

心，因为我的状态很好，写下我长跑记录中最佳的成绩，我以17

分43秒完成了全长5公里的长跑。詹荣贵老师还对我开玩笑说，

让我往后不要再参加这类的活动，否则他没机会拿奖呢！我很满

意这次的佳绩，这证明了我这些时间以来的锻炼是有效的。

打好扎实的基础
梁硕灵（男甲冠军，高三理仁）

配合兴华70周年校庆，迷你马拉松取代了两年一度的运动会,这是一种新的体验,相

比以往的越野赛跑,有着不同的气氛,热闹许多,留给我们美好的回忆。我获得了冠军,出

版组老师邀请我与大家分享成功的秘诀。

我想，一份耕耘一分收获,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的成功背后付出许多的汗水、泪

水、牺牲与挫折。扎实的基础很重要，否则纵使你一步登天了,但很快的,将瞬间从高空

坠落,因此奠定基础才是最重要的。对跑步有兴趣的学弟妹们,可以加入田径校队哦,或

许你就是下一个记录保持者!

此外,特别恭喜我的好兄弟 ——	林哲宇,我们一起训练,他是一个真正努力的人,总

是那么积极,热血沸腾。虽然这次没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我们并没放弃。还有一位让我颇受感动的同学是黄敬

玮,他对跑步完全没任何经验，却在赛前几个星期邀请我和哲宇一起练习，还向我借了战靴,奋战到底，誓不

低头。皇天不负苦心人,最终他如愿在众参赛者获得第50名。

当然,也要恭喜所有参与者，无论得奖与否,最重要是尽力付出过了,特别是甲组的同学,一路上水泄不通

依然完成了挑战。最后,我要感谢父母,师长和同学们给予的支持,以及校方举办本次活动，让我们有不一样的

体验,也谢谢资讯组的老师给予我机会在此与大家分享感言。谢谢！

随机应变，坚持到底          
吴宇竫（男乙冠军，初三爱）

我的启蒙恩师、我的生活环境、我身边的人……各种不同的因素，造就我参与长跑

项目。在首届兴华迷你马拉松获得冠军，我感到万分高兴。平时都在认真练习的我，在

比赛中遇上了出乎意料的事——跑到中途，右鞋掉了！我第一次遇到这种紧急状况，当

后脚跟被踩，鞋子脱落的那一刻，我心想：绝不能因为一只鞋而辜负了自己长久以来的

训练，因此我右脚单着袜子、左脚穿着鞋子，就这样左右不平衡地完成了比赛。朋友帮我捡起鞋子，一路追

在后头。事后，这在师生间引起热议，变成一个连我自己也觉得好笑的话题，十分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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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当我们为自己的目标前进时，也要随机应变，千万别因突发状况让机会溜走了。尽管再辛苦，机

会也只有那么一次，要咬紧牙根坚持到底。如果当时我去捡回鞋子，说不定就不会是我想要的结果了（注：

男乙冠军与亚军仅相差10秒）。我要继续努力，将来在校外比赛中也要摘下金牌！

永不放弃
曾意雯 (女乙冠军，初三智)

赛前几个月，我不仅在田径队练习，也自己安排额外的练习时间。我趁星期四大家

都有学会时，和一些田径队的朋友到校外按路线练跑。练习过程十分辛苦，需要顶着烈

日的照射，偶尔使我产生放弃的念头。但是当我回想自己所付出的汗水和努力，以及老

师用心的训练，我不想就这么半途而废。

开跑时，有三、四个人跑在我前面，我心想再不追上去恐怕就来不及了，所以我拼

命追赶，跑上第一位。跑了一段距离后，对手还一直在跟上我的速度，当时我已经有点

累了、很想放弃，但是我告诉自己“还没到达终点，就不可减速”。我继续跑完，终于

得了第一名，可是我的秒数还不够快，我会继续努力。在此感谢校方的栽培，以及身边

朋友的鼓励与支持。

毅力换取胜利的果实
黄汶凯（男丙冠军，初一孝）

赛前为了达标，我每个星期二都会展开训练。第一次练习时，老师带领我们去跑路

线，在老师带领下我记住路线了，往后就自己跑。虽然练习时非常辛苦，遇到许多困

难，但我还是坚持每个星期二的锻炼，因为班导师（潘明联老师）说：“辛苦只是一

时，但得到的成果都是自己的！”在练习时，这句话一直浮现在我脑海里。

比赛当天，我既兴奋又紧张。进入校门后，我反而感到非常振奋，想要快点比赛。

热身操后，每一组陆续开跑，我站到前面以便和后面的人拉开距离。开跑时，我避免跑

在人群中间，这会让自己缺氧。

跑的过程非常累，但我还是保持速度，不让强敌离开我的视线。半途我曾想放弃，

但我对自己说：“这么辛苦练习为了什么？都跑到半途了为什么要放弃？快点跑完就可以休息了！”于是我

坚持下去，要抵达学校时，还有几个对手跑在我的前面，我在最后100米时爆发，拼命向前冲，直到抵达学校

拿了名次牌才停下来。

我感到非常开心，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因为疲累而放弃，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我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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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有跑步的习惯
方颖颖（女丙冠军，初一廉）

得到了冠军宝座，我感到非常惊讶，也出乎我的意料！我平日还蛮喜欢跑步的，平

均每星期跑步一次，所以不会为了比赛而特别练习。

刚开跑时，我是落在后头的，渐渐我超越了其他人。最后路段，我感觉全身乏力、

无法前进，但还是咬着牙关挺了过去，跑完全程五公里。我想，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坚

持不懈，勇往直前。跑步是个有益身心的户外活动，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实践。

黄乐仪老师、陈慧仪（初三廉）采访

工委与校友采访

爱我兴华，与兴华同行
苏进存副校长（总裁判）

这是我校第一次举办迷你马拉松比赛，与过去举办的越野赛跑的不同点在于：迷你

马拉松是完全开放式的活动，即校外人士都可报名参加；越野赛跑则只开放给校内师

生、校友、董事及家长。本次举办“与兴华同行•迷你马拉松”比赛，除了推广运动强

身健体的功能，也具备另一层特殊的意义 ——	促进全体兴华人的友谊与团结，同时也

是兴华创校70周年的纪念活动。 

活动日期订于7月22日，是为了让校内外的参赛者都能感受到创校70周年的喜悦，

促进大家对兴华的情感。筹备过程中，特别感谢工委会主席朱运铁董事、三机构成员、体育处苏爱云主任、

篮球校队教练暨校友会理事王振扬、校友会成员、全体师生及各制服团体给予团结的力量，让此活动能够顺

利地进行。

对于首届迷你马拉松比赛，整体上外界人士反应颇佳，总参赛者人数超过4000人，其中3400位为在籍学

生，650位为公开组的老师、家长、校友、董事以及热爱兴华、热爱运动的人，这完全呼应了活动主题“与兴

华同行”。此外，筹备小组也成功争取到为在籍的学生订制3400件运动服，以及愿意为参赛者们制作纪念牌

的厂家。纪念牌是为了鼓励参赛者，不一定要脱颖而出才是胜利者，只要成功跑完全程，得到了这枚纪念牌

就是胜利者。校方也成功争取到了美禄公司赞助一辆美禄流动饮料车在校园内为参赛者派发美禄。

身为活动总裁判，我对这项活动整体感到满意，我们已达至初步宗旨与预期的效果。活动顺利结束，非

常感谢所有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支持兴华，甚至在兴华的未来扮演承先启后、对兴华不离不弃的人。希望拥有

这种爱校精神的人士，能够永远与兴华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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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拍摄，千张照片
颜志坚校友（V′art PhotoBooth老板）

我是兴华校友，今天带领我的团队共7人回母

校，赞助此项活动的即拍即洗照片，我们准备了摄

影器材、布幕、灯光、照片冲洗器材等，免费为现

场的老师、学生以及参赛者等免费拍摄1千张照片。

我毕业于2011年，念完平面设计后出来创业至

今6年，一开始，是王振扬学长来找我为“与兴华

同行”迷你马拉松比赛设计海报，后来聊起活动需

要赞助商，我自告奋勇在自身的专业领域回馈母

校，因此提出赞助照片拍摄与冲洗。这是我毕业后

第一次凭自己一点微薄力量为母校贡献，我感到十

■	颜志坚校友（左一）带领七人工作小组为大家拍摄
一千张免费照片。

分荣幸，看到母校迎接70岁诞辰，也深感骄傲！

同学们若欲浏览更多当天的活动照片，可到面子书加 V′ART专页，我们会上载所有照片，让大家除了手上

已冲洗的照片，也留存e档。这一次回到兴华，感觉就像回家，我考虑加入校友会，将来继续参与更多母校的

活动。

涓滴成河，为母校献力
王振扬校友会理事（征求组）

本次活动，全体征求小组成员齐心合力寻求赞助商，我们首先锁定校友，特别是

邀请一些对运动倍感兴趣的校友共襄盛举。其中，KCBC赞助1万令吉，其他如海鸥集

团、99 Speedmart等，各赞助5千令吉，四方捐献涓滴成河，为母校70周年校庆活动尽

份绵力。

整个征求活动大约历时2个多月，过程相当顺利，那些有能力的校友都十分爽

快，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作为回馈，我们也在颁奖台的屏幕、起点与终点的充气

拱门，以及全体参赛者与工委的衣服上注明赞助商，聊表谢意。

本次活动经费，60至70%由赞助商赞助，其余则从报名费筹集。4千多位参赛者，只要成功跑完全程，每

人都可获得一面纪念奖牌。此外，为纪念70周年校庆，今年的奖杯有别于以往，制作特别精美、奖杯也特别

大，奖杯上注明“兴华70周年校庆”，意义深远。

许多校友纷纷回校，大家把这天当成回校联谊日，我们的署理董事长、董事、老校友、家协理事等也携

带眷属纷纷下场去跑，大家志在参与，得不得奖是其次，主要是相约回校看看，老友相聚，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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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男生宿将组 陈海元 19:22 邱华生 19:39 林伟文 20:00

女生宿将组 翁月蓉 24:22 黄博颖 24:46 梁爱华 28:58

男生公开组 杨宇川 17:43 陈琼沁 19:01 郑理航 19:17

女生公开组 陈可譞 22:32 邓显慧 26:14 颜佳妮 26:17

男生丙组 黄汶凯 初一孝 20:11 谢子彦 初二廉 20:17 刘昱辰 初一廉 20:19

女生丙组 方颖颖 初一廉 25:01 陈艾嘉 初一孝 25:09 蔡婉萱 初二平 25:21

男生乙组 吴宇竫 初三爱 19:33 钟征锋 高一理孝 19:43 王光俊 高一理爱 20:47

女生乙组 曾意雯 初三智 24:57 辜子珊 高一理义 25:05 林静 高一理爱 25:30

男生甲组 梁硕灵 高三理仁 17:19 林哲宇 高三理仁 18:43 郑学聪 高二文商勇 20:09

女生甲组 纪婧温 高二理忠 20:46 王佳雯 高三理忠 23:25 谢巧云 高三文商平 26:11

总成绩

■	男生宿将组 ■	女生宿将组

■	男生公开组 ■	女生公开组

■	男生丙组 ■	女生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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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乙组 ■	女生乙组

■	男生甲组 ■	女生甲组

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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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华教，宣扬兴华教育
招生宣教运动推展礼

为了延续华教精神，传承母语教育，招生宣

教是每所独中的使命。从1968年至今，招生宣教

俨然已是动员全体兴华人宣扬华文教育的常年活

动。7月4日（星期二）我校在朝阳堂举办一年一

度招生宣教运动推展礼，初中和高中分成两个时

段举行。初中推展礼于下午1时15分举行，高中

推展礼则定于下午2时15分。

推展礼以播映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的影

片拉开序幕。透过短片，我们了解华教从1819年

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以及先贤们为了捍卫华教无

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在不利华教的种种政策下，

我们的民族教育仍在风雨中茁壮成长。

萧佩雯（初一爱）报道

苏进存副校长致词时表示，招生宣教推展礼

旨在把我国教育发展、国际教育发展趋势、华教

问题，广泛传达给华社，同时让更多华小毕业生

了解独中、了解兴华，选择到独中、到兴华继续

中学教育。身为独中的一份子，我们有责任参与

招生宣教运动，让更多人了解华文独立中学，了

解我们的学校。

接着，合唱团带来了《一颗种子》及《把根

留住》两首意味深长的歌曲，展现了兴华心系华

教、热爱与维护母语教育的精神。推展礼结束

后，班导师随即带领同学回班组织招生宣教

工作。

■	合唱团演唱《一颗种子》及《把根留住》两首意味深长的歌曲，展现了兴华心系华教、热爱与维护母语教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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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与优质的全方位教育

■	苏进存副校长

苏进存副校长于7月4日的招生宣教运动

推展礼上致词，全文如下：

校长、副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

午安。

我们通过短短的十五分钟华教短片，概括了

解华教运动发展的轨迹，走一趟华教运动发展之

旅，每年七月，我们进行招生宣教运动。什么是

招生宣教运动？那是把我国教育发展、国际教育

发展趋势、华教问题，广泛传达给华社，同时让

更多华小毕业生了解独中、了解兴华；到独中、

到兴华继续中学教育。

借着今天这样的场合，大家齐聚一堂，一起

反思与理解，华文教育两百年历史，两个世纪，

承载着许多先贤们的坚持、奋斗。上个世纪60年

代末，马来半岛上的华文中学从原有的71所，因

接受改制，而剩下16所，随后改制后的董事会复

办独中，目前马来半岛上拥有37所华文独中（东

马有23所）。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提醒。

目前，国际学校、私立学校等因政策松绑，

到处林立，是当今新的局面，突显了教育的多

元，而华文独中如何在这国际巨变的洪流中，占

有一席位置，这个挑战与考验，程度之强，一点

都不弱于过去的各种挑战。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当前国际大环境、国内环境、冲击与挑战，

无处不在。我们独中教育不仅得与时并进，更必

须办出自己的特色。

因此，我们有责任让更多人了解华文独立中

学，了解我们的学校，在宣教和招生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对当前国际、国家教育发展趋势及历史演进

都能有一定的理解，又热情自信地介绍自己、介绍兴

华中学。

兴华中学提供了全方位教育，让每个同学在校的

六年学习历程中，都能建构自主学习与创新思维的能

力，有数位科技素养的能力，有具备未来在职场上工

作与生活能力的培养，呼应廿一世纪关键能力的

需求。 

这几天，同学手上就能拿到兴华简介册子，同学

们有系统地理解兴华教育，担起这传承的任务与使

命，过去的学长姐给你介绍兴华，今天你也将兴华介

绍予小六学生与家长，这是一种传承精神，我们大家

把自己的角色实实在在做好，告诉社会大众，独中教

育不仅是民族教育，更是优质的全方位教育。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社会评鉴兴华最直接的就

是看全体兴华人的整体表现，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

我们全体师生都是兴华的形象大使，向世人展现兴华

的内涵，并赢得信誉，赢得口碑。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把招生宣教运动做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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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国文课的印象是什么？坐在课室，托着

腮帮子，懒洋洋地听课？还是认真上课，勤做笔

记、参与学习？为了提升同学们对国语的学习兴

趣，国文科教研组于7月12以及14日在朝阳堂举办

了“Sehari Berceria Bersama Bahasa”国语日。

活动期间，各班按照轮序，前往朝阳堂参加语文

闯关游戏，包括：Uji Minda、Roda Bahasa以及

Peribahasa Bergambar。各班代表及现场抢答分数

累计的总积分，将决定团体奖的成绩。现场抢答者

也获赠一枚特别的纪念徽章。

7月12日（星期三）上午8时，第一轮参与游戏

的九个班级陆续进场。大会恭请校长、四位副校长

及三位国文科教研组组长携手按下电脑按键，台上

的白色屏幕随即投影出开幕动画，带出活动主题，

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下拉开序幕！

全校班级分批进行活动，以每15分钟参与一项

语文游戏的模式，逐站挑战、累积积分。

第一个游戏站为“Uji Minda”。各个参赛组将

收到四张问卷，四位组员在解答四张题卷后交给评

审鉴定，方可再领取另外四份题卷。比赛时间为15

分钟，以最终获得最多正解的组获胜。第二个游戏

站为“Roda Bahasa”，参赛者在该站列队按下红

色按钮，银幕上的轮盘就会旋转，当指针停，参赛

者就会得到相应的问题，答对者得1分。最后一项

是难度极高的“Peribahasa Bergambar”，每组参

赛者通过一台放映20道问题的笔电上提供的图片，

来联想出符合图片的谚语、成语或者格言，并记录

在纸上。

除了各班代表的参赛，主办单位也为各班观

赛的学生设计现场抢答环节。三个游戏站的同学

竞相抢答，场面沸腾，呼应了“Sehari Berceria 

Bersama Bahasa”的主题！

今年首创以游戏站串联国语学习的的活动模

式，掺杂了竞赛及嘉年华的元素，大大颠覆了同学

对呆在教室学习国语的刻板印象。除了深刻体验到

学习国语的乐趣，同学们也在主持游戏、回答问题

及填写回馈表等不同层面的参与过程，展现自己应

用国语的能力，值得赞许。

国语日语文问答比赛得奖名单成绩如下：

Hari Bahasa 2017
Sehari Berceria Bersama Bahasa

国语日
活动

周艺敏 ( 初三仁 ) 、丁慧湘（初三爱）报道

■	黄秀玉校长在众副校长及国文教研组组长陪同下按下电
脑按键，为国语日活动掀开序幕。

■	同学们热烈讨论题目，找出最正确的答案。

初一级杰出奖：初一信；佳作奖：初一孝；

安慰奖：初一忠、初一平。

初二级杰出奖：初二忠、初二孝、初二勇；

佳作奖：初二礼、初二廉；安慰奖：初二义、初二和。

初三级杰出奖：初三勇；佳作奖：初三平、初三和；

安慰奖：初三爱。

高一级杰出奖：高一理义；佳作奖：高一理忠、高一理爱；

安慰奖：高一理孝、高一理信。

高二级杰出奖：高二理孝；佳作奖：高二理忠、高二理仁；

安慰奖：高文商平、高二文商和。

高三级杰出奖：高三理忠、高三理仁、高三理爱；

佳作奖：高三理孝；安慰奖：高三文商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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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积极的学习兴趣
洪思琪（高一文商礼）

三项游戏中，我最喜

欢的项目是Peribahasa。

通过这项游戏，我学会了

很多新的词汇，收获颇为

丰富，过程中所学到的新

词汇，有助于我日后运用

在作文上。游戏刚开始

时，我们班的表现不算太积极，甚至有些冷场。

但是后来前排的同学把知道的答案传给后排的同

学，让大家都有答题的机会，气氛渐渐沸腾了。

今年的国语日十分有趣，由于活动完全以游

戏的方式进行，因此不会像以往的静态活动那般

枯燥乏味。通过比赛，同学们之间会产生动力及

竞争力，学习意愿更为积极。希望来年还有类似

的活动，提升大家积极学习国语的兴趣。

喜欢这样的学习方式
爱华丽亚（初三爱）

这次国语日我与其他

三位同学代表班上参加 

Uji Minda。参加比赛的

原因是因为我对此活动深

感兴趣，同时本身也有信

心应战。比赛时，我和队

友之间的合作非常默契，

遇到不会答的问题，我们

都会互相讨论。这次的活动形式十分特别，由于

各个项目都是通过游戏比赛的方式进行，每位同

学都有机会参与，我个人十分喜欢这样的学习方

式，感谢老师与筹委们的用心。 

■	国语日在全体老师一起合影后，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下拉开序幕！

■	活动含三个部分，即Uji	Minda（上图）、Roda	Bahasa（中图）
及 Peribahasa	Bergambar（下图），同学们皆积极讨论和参与。

2017年 7月号  HIN HUA MONTHLY 19



Laporan Hari Bahasa
文 / 林秋虹老师（国文科教研组组长）

Objektif Hari Bahasa pada tahun ini adalah 
untuk memupuk minat pelajar dalam pembelajaran 
Bahasa Malaysia melalui permainan.

Pada awal tahun kami sudah merancang untuk 
mengadakan aktiviti permainan bahasa pada tahun 
ini dengan bertemakan Sehari Ceria Bersama 
Bahasa. Oleh sebab aktiviti kali ini melibatkan 
semua kelas, maka kami terpaksa menjalankan 
Hari Bahasa dalam dua hari. Setelah banyak kali 
bermesyuarat dan berbincang dengan guru-guru 
Bahasa Malaysia serta Ketua Unit Akademik  Puan 
Koh, akhirnya pihak sekolah memutuskan untuk 
mengadakan Hari Bahasa pada 12 dan 14 Julai 
2017.  

Untuk mencapai objektif kami dan bersesuaian 
dengan tema Hari Bahasa, iaitu "Sehari Ceria 
Bersama Bahasa", maka kami telah menjalankan 
aktiviti permainan bahasa ini dalam dua cara, iaitu 
pertandingan dan karnival. Tiga jenis permainan 
bahasa yang telah kami sediakan untuk para pelajar 
dan setiap kelas wajib menghantar tiga kumpulan 
yang terdiri daripada empat orang peserta masing-
msing bagi setiap permainan. Markah yang 
diperoleh daripada ketiga-tiga permainan ini akan 
dijumlahkan untuk menentukan kelas mana yang 
layak untuk mendapat sijil cemerlang, kepujian dan 
saguhati.

Kami menjalankan aktiviti permainan bahasa 
ini berdasarkan stesen. Tiga stesen mewakili tiga 
jenis permainan bahasa, iaitu Stesen 1, Permainan 
Uji Minda, Stesen 2, Permainan Roda Bahasa dan 
Stesen 3, Permainan Peribahasa Bergambar. Pelajar-
pelajar masuk ke dalam dewan mengikut sesi yang 
telah ditetapkan. Acara kemuncak pada hari tersebut 
ialah permainan bahasa yang disediakan khas 
untuk para penyokong kelas masing-masing. Kami 
juga telah menyediakan cenderahati kepada para 
penyokong sebagai insentif. Di luar jangkaan kami, 
sambutan para penyokong begitu hangat sehingga 
kami khuatir cenderahati yang telah kami sediakan 
tidak cukup untuk memenuhi permintaan!

Kami telah meminta pelajar untuk mengisi 
borang maklum balas yang kami sediakan. Pelajar 
diberi masa seminggu, iaitu dari 12 hingga 19 Julai 
untuk mengisi borang maklum balas ini. Tujuan 
borang ini adalah untuk mendapatkan maklum balas 
pelajar berhubung dengan aktiviti permainan bahasa 
yang telah diadakan sebagai penilaian keberkesanan 
aktiviti dan penambahbaikan berterusan.

Pada keseluruhannya, kami berasa puas hati 
dengan sambutan hangat dan memberangsangkan 
yang diberikan oleh pelajar. Sambutan hangat 
daripada mereka merupakan suntikan motivasi 
dan semangat buat kami semua. Di sini saya ingin 
merakamkan sekalung penghargaan dan ucapan 
ribuan terima kasih kepada semua pihak yang telah 
banyak memberikan kerjasama untuk menjayakan 
Hari Bahasa. Bukan senang untuk menjalankan 
suatu aktiviti yang melibatkan pelajar seluruh 
sekolah. Tanpa kerjasama daripada semua pihak, 
nescaya Hari Bahasa dapat berjalan dengan lancar. 

Akhir kata, biarlah saya berkongsi serangkap 
pantun bersama-sama rakan seperjuangan saya 
yang telah bertungkus-lumus untuk menjayakan 
Hari Bahasa ini.

Pergi ke gunung buat khemah,
Ambil pisau untuk diasah,

Walaupun kerja susah dan payah,
Hati puas kerana semuanya c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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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恩、邱杰胜（高三文商和）报道

■	黄秀玉校长（左）赠送纪念品予曾广志博士（中），右为谢锡福副校长。

高三毕联会于6月23日（星期五）在科技大楼

大讲堂，邀请了澳洲 Griffith 大学医学院医疗人

际沟通高级讲师曾广志博士，给即将离开校园的同

学带来一场愉快的高三成年礼专题讲座。

“选择与心相连的事，然后努力。”曾博士强

调，18岁的年轻人面对人生未来的态度绝不能苟

且，除了认定自己的目标以外，还得下一番苦功。

努力的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反省检视：对自己的目

标投资了多少时间？倾注了多少心力？

然而，付出了不一定能够成功，每个人都必须

领悟“失败是生命的一部分”这道理。更重要的

是，一旦失败，要懂得如何再爬起来。对于“如何

再爬起来”，曾博士建议把所思所想写下来，只要

写下来，一切都终会有头绪。曾博士赞扬我校的

《生命指南针》，指出这在学生生命探寻旅程中给

予了重大帮助，劝勉同学们善用。

曾博士透露自己因为天气因素，放弃了到台大

念书的机会，选择到天气相对温暖的高雄升学。针

对升学之路的选择和对大学的考量，曾博士有他的

一番见解 —— 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换句话说，

进到什么大学并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同学们念书

的方法和做人的原则。

曾博士就此引出“发奋的技巧”，指出只要拥

有好的发奋技巧，凡事都能事半功倍。同学们现处

于大数据时代，资讯瞬息万变，现在学到的知识或

许会过时，但那并不是障碍，因为读书并不仅仅是

求知识，比“学习内容”更重要的是培养一套有效

的“学习方式”。简言之，只要有鱼竿在手，就不

怕钓不到好鱼。因此，同学们应抱着“自我教育，

终身学习”的生活态度，来应付世界的千变万化。

此外，曾博士以四个观点作总结，予成长的路

上的同学们参考：

1.读懂一本书

这里指的是“自己”这一本“书”。人总会感

到困惑，但其实困惑往往源于内在。人们常疏于自

我理解，于是只能在自己设下的网中兜圈子，走不

出来。对此，曾博士鼓励同学们应时时反省，以了

解自己的起心动念，如此一来，前方的路才会少些

自己所建构出来的障碍。

2.珍惜有缘人

以最适当的方式对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表达

爱。但这并不容易，因为每个人对爱的理解不一

样：有的人认为语言是爱；有的人觉得行动才是

爱；有的人认为赞美也是爱......同样一种表达爱

的方式，有的人感受得到，有的人却感受不到，因

此，对有缘人必须尝试了解，并且勇于表达爱。

高三成年礼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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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怀感恩心

懂得感恩的人最幸福，虽然还是会遇到挫折，但生命中

大部分时间，会是快乐的。快乐是一种选择，当遇到不顺，

必须懂得抒发。曾博士提出了人的“脆弱性”，当这股“脆

弱性”被迫压抑，长期累积下来，终会导致一些不幸的发

生。如果有人愿意在你面前哭泣，那同时代表了两件事：他/

她很勇敢；而你可以学会如何支持一个人。学会陪伴身边的

人，同时也感谢在漫长生命道路中出现的所有人。

4.明了天、地、人

责任感产生的前提是明白自身与有关人、事、物之间的

关系。曾博士认为人人都应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生命哲学，

对自己和地球、自己和大自然、自己和世界、自己和社会、

自己和他人以及自己和自己之间的联系，进行透彻的了解，

只要理解之间的关系，自然会产生行动。

曾博士作了以上总结后，讲座会随之结束。愿所有的高三

生们奋力前进，在狂风暴雨之时，仍能坚韧地昂首阔步。

成为可以应对问题的人
黄学谦（高三文商义）

曾博士透过本身的故事来带出演

讲主题，内容生动有趣。在我们即将

成年的这个阶段，需作好准备面对社

会赋予的一切压力。从我们打起高三

级领带的那一刻起，就该是个可以应

对及解决问题的人了。谢谢曾博士在

这短短的时间内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启

示和欢乐。

真正的我由自己所定义
李欣斐（高三文商信）

我非常喜欢曾博士的讲座，他不止与台

下观众有诸多互动，言谈也很有趣，打破了

我以往对传统讲座的刻板印象。

曾博士说：“Have courage to express 

our feelings and to live a life true to 

myself.”相信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往往

不敢在大众面前表露情绪，害怕的就是别人

的否定或批评。这句话点醒了我，真正的

我该是由自己掌控而非他人所定义。

听了这场讲座，就如同上了一堂宝贵的

课，为自己充了电。希望日后还有机会可以

出席曾博士的讲座，再次获益。

■	曾广志博士

■	曾广志博士幽默的讲演，博得全场同学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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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兰与你谈科学大脑与阅读

黄乐仪老师报道

7月21日（星期五）晚间8时正，我校于科技大

楼大讲堂迎来70周年校庆第二场兴华大讲堂主题演

讲，邀请来自台湾的洪兰教授与大家谈“科学大脑

与阅读”。

洪兰教授是台湾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

所长，多年来致力于脑科学的研究，以及相关知

识在教育的应用和推广，曾获美国NSF博士后研究奖

助，常应邀至各界演讲，每年展开超过100场的演讲。

洪教授表示，她将通过本场讲座与大家探讨从

大脑科学来看阅读。她说，人类和黑猩猩有98.5%

的基因相同，但这剩余的1.5%，造成了两者文明

上巨大的不同，关键在于人类具备文字的传承与阅

读能力。人的经验会受到时空的限制，但是文字能

超越时空的限制，阅读使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通过阅读，我们将别人的经验内

化成自己的，用有限的生命去学习无限的知识。联

合国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指出，读写能力 

（literacy）是21世纪知识社会的共同货币，它决

定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是阅读障碍者。但他了

解阅读的重要性，治国时期大力推广新加坡的全民

■	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左二）赠送纪念品予洪兰教授（右二）以表谢意。卢金峰副董事长（右一）及黄秀玉校长（左一）
陪同。

阅读，全面提升人民的阅读素养，使新加坡具备立

足国际的竞争力，跃为亚洲四小龙。” 

大脑的各种功能

接着，洪教授透过投影人脑功能结构图，为大

家介绍人类的认知、学习、情绪与特定的脑结构之

间的关系。她说，人脑是自然界中最复杂的系统之

一，在这个系统中，多个神经元、神经元集群或者

多个脑区相互连接成庞杂的结构网络, 并通过相互

作用完成大脑的各种功能。人有四个脑叶，分别是

前叶（Frontal lobe）、顶叶（Parietal lobe）、

侧叶（Temporal lobe）、后叶（Occipital lobe）

及小脑（Cerebellum）。前脑称为“总裁脑”，是

大脑的总指挥，掌管计划、策略、情绪控制等，前

脑受伤，会导致一个人的人格改变。

大脑中有一个主管记忆的部位，叫做“海马

回”（Hippocampus），这个部位受伤就会得失忆

症或阿兹海默症。

“所以我们常跟家长讲，不管孩子的功课怎

样，也不能抓他的头去撞墙，更加不可打耳光。一

旦前脑受伤，孩子的人格特质也会跟着改变。”

兴华 7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兴华大讲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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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补充，不打孩子耳光，也是防止伤害孩子的

耳膜。我们的耳朵很重要，研究发现重听的人容易

得忧郁症。人类是群居的动物，都需要朋友，而说

话是最快、最方便的沟通方式。 

噪音干扰学习

此外，洪教授也提醒家长为孩子塑造良好的学

习环境，包括让孩子远离噪音。耳朵的听觉是我们

身体中最早成熟的感官，噪音会引起头痛，使人情

绪浮躁，实验发现噪音会对大脑的神经组织带来伤

害，在89分贝的噪音下长大的老鼠，智商较低、迷

宫学习得慢、神经连接稀疏。人的耳朵不像眼睛，

不喜欢可以不看，耳朵关不掉，持续不断的强迫收

听是精神虐待，声音大到121分贝，7秒内听觉神经

细胞就会死亡，中国人放鞭炮是130分贝。

“所以，我们不要放鞭炮，这不但造成空气污

染、耳朵伤害，还浪费钱。民俗有好有坏，好的要

保留，坏的要去除。”

我们的学习从“认知”开始。大脑

接收到字形、字音刺激后，会先把它们

放进工作记忆区，等到意义整理出来后

再放到长期记忆区。大脑里的工作记忆

区有两个特色，其一是存放空间短，一

次只能记五至九个字，因此全世界的电

话号码不敢超过八个数字。

此外，大脑容易受语音干扰，我们

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写信时，如果旁边

有人在说话，往往就会把他的话也写进

去了。因此当孩子在做功课时，家长最

好关掉电视、收音机等，以免对孩子造成

干扰。

■	人有四个脑叶，分别是前叶、顶叶、侧
叶、后叶及小脑。

记忆就是熟悉度

人类的记忆分为感觉记忆、短期记忆与长期记

忆。感觉记忆是从任何感官之影像、声音、味道和

触觉所得到的印象，持续时间大约只有1到2秒。

记忆并不是在接触讯息时就自然产生的，它必须经

过有意识、主动的处理历程，并与原有的知识网路

联结上后才存在。多数讯息在脑海会先经过简单编

码，给予短期储存；而一些重要的信息，则会经过

较复杂的编码，进一步转成长期记忆。

有一个很有名的记忆实验，给西洋棋大师和新

手看一盘下残的棋，请他们按棋谱重新摆回。新手

看五分钟，无法把棋摆回去，大师略看一眼，摆放

的正确率百分之百。大家都以为大师记忆好，其实

不然，当棋子没有按照传统的棋谱位置，而是随意

乱摆时，大师跟新手的复盘表现一样差，大师失去

了熟悉棋谱而节省脑力的优势。

“记忆就是一个熟悉度，意义帮助登陆。要增

加记忆度，熟悉度很重要，扎实地下苦功是所有成

功的起点，这关乎大脑上的运作原理，因此学习是

偷懒不得的。”

游戏是大脑的开胃菜

洪教授补充，很多家长从小就让孩子读经，但

从大脑科学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分析：儿童在不理

解的基础上被迫死记硬背长篇大论的经典，是毫无

意义的；即使硬背下来，遗忘的速度也会很快，将

来长大后能遗留下来被“反刍”的知识量极少。她

不赞成孩子读经，因为这会剥夺孩子游戏的时间。

游戏对孩子极其重要，我们称之为“大脑开胃

菜”（brain delecter）。研究已发现，游戏正是孩

■	噪音会引起头痛，使人情绪浮躁 , 对大脑的神经组织带来伤害。

HIN HUA MONTHLY  2017年 7月号24

文接上页



子学习最快的一种方法，各种连大人都想不到的新

奇玩法，会刺激孩子的大脑神经做出前所未有的联

结。在游戏时，大脑会分泌一种称为BDNF（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的神经营养素，

帮助神经生长，使神经产生更多分叉。透过游戏，

孩子累积各式各样的经验去帮助他分辨和归类外面

的世界。游戏是成长过程重要的一部分，孩子的好

奇心是创造和学习的原动力，父母不要剥夺他体验

大自然的机会。

情绪会改变大脑

洪教授提醒在座的家长，孩子做功课之前不要

骂他们，因为情绪是最强烈改变大脑的因素，我们

都有类似的经验，被老师叫到黑板前解题，本来会

的都不会了，强烈的恐惧使我们的交感神经启动“

战跟逃”的模式，当交感神经启动时，与生存无关

的一般日常活动会暂停。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PNAS），汶川大地

震幸存者的脑功能出现变异，幸存者脑部主宰情

绪、记忆功能的部分组织，在地震发生后25天内就

出现焦虑、忧郁或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等症状。强烈

的情绪会改变大脑神经的联结，学生不可以对学习

产生恐惧，当我们恐惧时大脑另一套系统在运作，

它是为生存，不是为学习，因此家长要让孩子保持

良好的情绪，才会产生高效的学习和创造力。

分数和成绩不代表全部的你

洪教授呼吁家长们不要因为考试分数打孩子，

有的父母要求孩子考100分，少一分打一下，这是

不可理喻的。人不可能样样拿100，就连家长本身

也不可能总考100分。孩子考试成绩不好，很可能

还有其他因素干扰。

她和大家分享其任职阳明大学医学系时，有个

学生每次考试都紧张到腹泻，只能坐门边的位子，

好跑厕所。老师问他为何一到考试就紧张？他说

他是他们村里考第一名的人，是全村放鞭炮送进来

的；谁知道进到阳明大学，才发现全班同学都是各

校的第一名。他的压力很大，深怕自己表现不佳，

无颜见江东父老。老师多次尝试开导他也不见效，

他一直泻到大三，直到毕业后偶然在山区遇到一位

老人，听了其见解，才不药而愈。

老爷爷说，从隋朝开科取士到清末这一千三百

年，只有十五人“三元及第”，即乡试、会试、

殿试都第一。其中唐三人，宋六人，金一人，元一

人，明二人，清二人。人数这么少，说明此事之

■	儿童大脑神经系统的发育。

难，但现在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一个人即便三元及

第，若没有做出一番事业，一样被历史淡忘，第一

名的意义何在？他终于领悟，样样考第一，但对社

会没有贡献，即如同朽木。

洪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分数和成绩，在离开

学校后不能代表你的全部，家长们不要再以分数衡

量孩子。”

运动与睡眠影响学习

运动能够帮助记忆和学习，当我们运动时，大

脑会产生三种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dopamine）

、血清张素（ S e r o t o n i n ）和正肾上腺素

（adrenaline,epinephrine,AD）。这些神经传导

物质都跟学习与记忆有关，所以孩子运动后的学习

效果比较好，记忆力比较强。

当我们运动时，大脑会衍生神经滋养分子

（BDNF），使神经细胞长出新的分支，它会跟突触

上的受体结合，增强电流讯号的强度，使讯息得以

快速发送。BDNF可以促使神经元联结，增加大脑的

可塑性，制造新的血管以运送生长因子，强化大脑

功能。

BDNF可以启动基因，制造出更多的BDNF、血清

素和蛋白质。血清素跟记忆和情绪有关，它可以帮

助孩子控制大脑情绪，并中断大脑中焦虑的神经回

路。如果缺乏BDNF，大脑会自行断绝跟外界的联结。

运动能使大脑年轻

洪教授进一步分享，运动使大脑加速运转，

有运动的老鼠负责记忆的海马回比没有运动老鼠

的大了15%，重9%，神经细胞的树状突和突触增加

了25%。有运动的2岁老鼠大脑，与6个月大的老鼠

一样年轻；有运动的老鼠大脑，遭活性氧氧化分

解的脂肪与DNA比较少。此外，运动也可以防止注

意力失调与过动症（ADHD），当运动到最高心率

80%时，大脑会产生多巴胺，而治疗ADHD的利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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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alin）就能使大脑中的多巴胺比较多，而且

没有副作用。

忧郁症、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和老人失智

症是耗费最多社会成本的慢性疾病，阅读与运动

是防止大脑老化最好的方式，它们都能使脑细胞活

化，增进大脑神经联结的密度，运动对第二类型的

糖尿病有帮助，初期的糖尿病病人若能每天运动、

控制饮食，可以不必服药。

睡眠帮助学习

在自然界中，哺乳类以上才有睡眠，哺乳类以

下我们称之为休息，而鸣禽在学唱歌的时候例外。

对鸣禽来说，公鸟会唱歌而母鸟不会，唱歌的能力

取决于雄性荷尔蒙的存在与否。母鸟的大脑缺少一

些专门联结其他神经细胞的神经元，这些神经细胞

就是鸟会唱歌的原因。在注入男性荷尔蒙之后，母

鸟的大脑长出这些神经元，使它可以唱歌。如果公

鸟晚上不睡觉，隔天就唱不出好听的歌，母鸟就不

会跟它交配。

人类的睡眠约90分钟一个循环（婴儿是60分

钟），每个循环中分成四个阶段，每到第四阶段进

入慢波睡眠时，大脑会分泌生长激素。生长激素有

助长高，因此“一暝大一寸”的说法是正确的，婴

儿比平常睡多一点，48小时后就能长高一点。

讯息处理和记忆都需要经过固化的阶段

（consolidation），在慢波睡眠（slow wave and 

REM）时，大脑会分泌重要的神经传导物质，如生

长激素、血清张素及正肾上腺素，这些传导物质跟

记忆有直接的关系。睡眠时，胶质细胞会打开特别

的管道，让大脑氧化所产生的废物和有毒物质如造

成失智症的蛋白质，透过脊髓液排出，当我们睡眠

时这些管道的活化程度是清醒时的十倍。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孩子要睡得饱，学习才会好。

■	在慢波睡眠时，大脑会分泌重要的神经传导物质，这
些传导物质跟记忆有直接的关系。

研究者发现，一觉睡到自然醒后，我们的头脑

最清楚，记忆力最好，是心智警觉的高峰，最适合

背生字、写文章、做要用脑力的事。当孩子累了就

叫他去睡一下，哪怕是打个盹十五分钟，醒来后，

学习的效果特别显著。

梦的必要性

做梦跟学习也有直接的关系。每个人睡眠时一

定会做梦，大脑会在梦中对白天发生的事进行整

理，去芜存菁，同时活化相关的神经回路，孔子

的“温故而知新”，也可以用来说明大脑神经机制

的运作。许多人说他一觉睡到天亮没有做梦；其实

他有梦，只是忘记了。一个人平均每夜做四到五次

梦，但是只有天快亮，睡眠浅时做的梦才会记得。

为何我们记不得梦？因为梦是生存行为的预演，若

记得会混淆事实。为了保护我们，大脑的记忆机制

只让我们记取睡眠浅的梦，以免醒来后和真实混淆

不清。

倘若不能睡觉、做梦，会导致我们的大脑前区

严重受损，每晚睡眠时间少于三小时，会使人体的

免疫力下降50%。科学家曾对以色列士兵做过一个

睡眠实验：一组士兵学习后继续展开巡逻；另一组

则去睡觉。实验结果发现，经过一夜睡眠的士兵较

能记住前一天所学习的生字。另一个以大学电机系

学生做的类似实验，也证明当学生无法解题时，请

他暂停学习，睡一觉补充精神，则该组学生较之没

有睡眠继续埋头解题的学生，解题能力提升了百分

之二十二。

很多时候，我们对问题冥思苦想不得其解，却

在梦里的灵光一闪中找到了答案。德国化学家柯库

尔（Friedrich August Kekule）在梦中看见一只蛇

咬住自己的尾巴，因而发现苯分子是环状结构的，

打破在此之前化学界误以为所有分子的原子都是以

直线链接的迷思。1936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罗伊

（Otto Loewi）在睡眠状态中发现神经脉冲的化学

传递，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

梦是情绪的排解

做梦，是情绪的排解。如果一个人连续五天不

做梦，很有可能在第六天梦到一脚踩空的梦境。这

是由于肌肉需要5至10分钟慢慢放松，如果做梦时

肌肉没有放松，会让人起来梦游。为了避免梦游，

大脑会下放松的指令，这时候就有突然在楼梯上一

脚踩空，蹬下去的感觉，这时肌肉张力就消失了。

鬼压床、梦游、说梦话、尿床等异样睡眠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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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Parasomnias），都发生在睡眠的慢波线周期

（slow wave period）,跟该放松而未放松的肌肉有

关。当进入第四阶段睡眠时，肌肉已经完全放松，

一切静止。然而大脑有时会突然醒过来，由于肌肉

张力还是松的，就会觉得呼吸不过来，这时联想到

以前听过的恐怖故事，就误认为有鬼压在身上 。

洪教授笑言：“鬼压床是自己吓自己，梦游者

外表看起来和我们日常一模一样，只是当下没有意

识而已。至于尿床的孩子，一般上膀胱比较弱；更

多时候是心理上的问题，因此家长不要打孩子，恐

惧会导致尿床。孩子尿床，家长到中药店买十颗白

果炖肉给孩子吃，持续一段日子就会好了。”

不存在“输在起跑点”

人的大脑是环境与基因互动的产物，随着环境

的需求而改变内在结构和功能。事实上，我们很难

记得三岁以前的事，因为大脑中处理记忆的海马

回尚未完全发育，这是我们有“童年失忆症”的缘

故。一般人要到三、四岁才会对童年生活有所记

忆，除非某件事对其产生很大的情绪影响（如惊

吓、恐慌、哀伤等）。

一般人都认为神经细胞不会再生，直到九十年

代的科学实验发现，大脑中与学习和记忆有关的

海马回会持续产生新的神经元。这个实验让我们看

到没有所谓的“输在起跑点”，更没有“三岁定终

生”这回事。大脑是“用进废退”的，在我们一生

中，大脑的神经联结都在不停地改变。

大脑的运动皮质区分别和手及脚都有联结，就

算某些部位截肢了，大脑该部位的神经元也会自行

改变，寻找联结点。一些天生没有手的孩子，他们

的脚指头可以打得很开，可以用脚穿针、用脚戴隐

形眼镜。显然，左脑和右脑的功能可以互换互补。

肢体的功能是可以转换的，大脑的神经回路可以影

响肢体，所以神经受伤的人越早治疗，多刺激神

经，越能收到效果。

经验及情绪会改变大脑

以大脑回路的效应而言，洪教授提醒家长不要

对孩子讲负面、有伤害性的语言，要多讲正面、

鼓励的话，因为经验及情绪可以改变大脑。每一个

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合，你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

的你。如果每天想不好的东西，负面情绪的神经会

扩大，当再度碰到类似的情境，你的情绪就会被引

发。孩子的情绪窗口在五岁就关闭，所以孩子最好

从小自己带。坏习惯养成以后很难改，纵使改了，

偶尔还会再犯，因此一开始就把孩子教好可以减少

差错。

“婴儿一出生就会模仿，模仿是最原始的学

习。家庭是孩子最早的学习场所，父母是孩子最早

的老师。教育孩子方面，学问可以交给老师，品德

父母责无旁贷。孩子六岁以前家长要训练他把情绪

养好；十二岁以前，就能把行为养好。家长对孩子

最大的影响力，是在他小的时候；小时候没有教

好，长大就没办法教了。唯有和孩子同步成长，孩

子才会一直尊敬父母。”

阅读是站在巨人肩膀看世界

经验及情绪会改变大脑，而阅读是获取经验的

最佳管道，所谓“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经验要

靠时间换取，阅读使我们快速汲取他人方方面面的

经验，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洪教授鼓励大家广泛阅读，以增加背景知识。

你的背景知识决定你所看到的东西，同样的知识，

背景知识不同，解读就不同，如《蒙娜丽莎的微

笑》，如果我们将作品雾化让大家猜，大部分人凭

隐约的轮廓即可猜中；但是同一幅图展示在非洲穷

乡僻壤，则该地居民会认为画的是两坨牛粪。阅

读能够改变大脑，文盲与识字者的大脑在脑岛前区

血流量不同，在胼胝体后区也有不同，识字者的较

厚，左脑活跃地区很大，大量阅读才是真正提升阅

读能力的方法。

21世纪，知识不再分课内课外，课外知识

越广、课外读物越多，学习课内知识越轻松，

因为知识是相通的。正如犹太教《传道书》

（Ecclesiastes）所言，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已

■	大脑是“用进废退”的，在我们一生中，大脑的神经
联结都在不停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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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阅读带

给我们智慧，父母应从旁协助孩子培养阅读兴趣，

鼓励孩子广泛阅读。人天生不一样，但是教育让我

们拥有一样的机会；人人的天赋不同，但教育的立

足点是一样。课外书看多了，知识吸收也多，孩子

就会有庞大的背景知识，背景知识广泛，孩子就会

比别人强。

话说回来，阅读并不是唯一的学习方法。有些

人的视觉学习能力比较慢，有阅读障碍，可透过

听觉法学习。历史上许多名人，如爱迪生、爱因斯

坦、李光耀、丘吉尔等，都有阅读障碍，但在采用

别的方法学习后，依然能对人类做出很大的贡献。

说故事是一种心智训练

洪教授鼓励家长训练孩子说故事，她和大

家分享哈佛大学语言教育学家凯瑟琳．史诺

（Catherine Snow）教授的一段话：“说故事是一

种心智训练，五岁时会说故事的孩子，四年级时学

业表现比较好。说故事能够锻炼我们的组织能力、

词汇、想象力、掌握知识的连贯性，这是语文能力

的指标。说故事的人不但要把故事内容忠实地传递

出去（记忆力），还要解释故事内容（表达能力）

，以及融汇自己的见解（价值判断），它动用到了

所有学习所需要用到的认知能力。”

此外，洪教授也呼吁大家向“开元故事法”的

创立人、澳门大学教务长彭执中学习。彭先生主

张按孩子兴趣和需要去说故事，以建立亲密的亲子

关系并培养孩子各方面的素质。为了培育和启发女

儿，过去七年来他深入钻研如何给孩子讲故事，创

造出别开生面的“开元故事法”，连教育家金树人

教授也对其深表敬佩。

“家长可以透过说故事，在不知不觉中教会孩

子做人做事的道理，跟孩子一起编故事，不但增加

孩子的学习能力，也促进天伦之乐。”

用你的长处跟别人竞争

最后，洪教授勉励大家了解自己的长处，接受

自己的短处，再用你的长处跟别人竞争。爱因斯

坦曾说过：“每个人都是天才，但如果用爬树的能

力来评断一条鱼，它将终其一生认定自己是个笨

蛋。”

家长不要用别人的尺，衡量你的孩子。2000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微观计量经济学开创者詹姆

斯·约瑟夫·赫克曼（James Heckman）表示，最后

决定一个人成败的不是智商（IQ），也不是成绩

平均绩点（GPA），而是自我控制的能力（self-

control）、正直的品德（integrity）和毅力

（perseverance）。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成功的人

不是赢在起跑点，而是赢在转折点。自制力是一

切美德的基石，加上正直品德和毅力，是所有成功

人士的人格特质。从古今中外所有成功者的例子看

来，成功的条件不在聪明智慧，而在人格特质，聪

明只是使这条路好走一点而已。没有“自制、品德

和毅力”这三个条件，再聪明的孩子也不会成功。

因此，家长要让孩子的智慧发展，也切莫忽略孩子

品德的培养与情操的提升。

“出来社会，人际关系非常重要，有好人缘贵

人才会提拔你。如果你很高傲，再聪明也没有人肯

提拔你。每个人都需要朋友，有一个好朋友，你不

会自杀；有三个好朋友，你会特别快乐，因为介绍

信需要三封。”

讲座结束前，洪教授以几米写在绘本的一句

话，和所有在座的家长共勉：当风可以这么温柔地

对树说话时，为什么父母总是学不会温柔地对孩子

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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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随着许多拥有拍摄星空功能的手

机的推出，“手机星空摄影”也掀起了一波

浪潮。为了让学生了解手机星空拍摄的技

巧，天文学会于7月13日（星期四）上午1时

15分在科技大楼大讲堂举办一场天文讲座，

邀请陆维强讲师在我校大讲堂主讲“手机星

空摄影”。陆讲师从2002年起开始接触天文

摄影，至今已长达15年。

对于手机星空摄影，并不是每一个品牌

的手机都能进行拍摄。在此之前，让我们了

解一些手机星空摄影的基本设定：首先，

我们需将相机的模式转换成手动或专业模式

（Pro Mode）；接着需要调节感光度（ISO）

，感光度需达1600以上；然后再调节相机的

曝光时间，较佳的曝光时间为30秒或以上；

过后要自行手动对焦（Manual Focus）；设

定完毕后，即可开始进行拍摄。由于不是每

一款手机都拥有以上的功能，因此只有一部

分的手机才可以进行星空拍摄。

拍摄星空，无比简单又轻松！

张羽晴（高一理仁）报道

手机星空摄影讲座

■	将相机模式转换成手动或专业模式（Pro	 Mode）；接
着需要调节感光度（ISO）、曝光时间和对焦。

陆 讲 师 也 推 荐 了 一 些 适 合 拍 摄 星 空 的 手 机 ，

如：Honor 8/8 PRO、Nubia N12、Nubia Z11、Huawei P9/

P9 Plus、Huawei Mate 9/Mate 9 Pro以及Huawei P10/P10 

Plus，对手机星空摄影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进一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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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手机星空拍摄的效果无法媲美专业的数码相机，

但是相对而言，手机比相机轻巧方便得多，可以随身携

带。但愿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天文摄影也更加普及化，

人人都可拍摄星空，无比简单又轻松。

■	陆讲师用手机拍摄到的天蝎座及银河。■	与会者观看陆讲师用手机拍摄的天文照片。

此次机器人体验营让同学们获益良多，除了进

一步了解机器人的操作及使用，也激发了同学们对

机器人进一步的兴趣。

开拓视野
潘宇玲（高一理仁）

参加机器人体验营是因

为我想从中获取更多有关机

器人的知识。我最喜欢的环

节是同学们依照指示，齐心

协力组装机器人的部分。同

时，我觉得主讲人以问答的形式与同学们互动交流

也为活动添加了不少乐趣，答对的同学可获得精美

的小礼物，非常吸引人。通过这次的机器人体验

营，我从中得到了很多新的科学知识，开拓视野。

本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个很不错的体验，若还有类似

的活动，我必定参与。

学习编写程式
李潮源（高一理信）

经过机器人体验营，我学会了许多关于机器人的发展等新知。机器人对于人类来说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为我们带来许多便利。这一次台湾虎尾科技大学设计的体验

营，让我更进一步了解机器人的一切，学会编写机器人的基本程式——	 Arduino。我很

庆幸参加了这一次的体验营，大开眼界！

■	同学们协力组装好的六足机器人。

文接Pg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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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组装属于你的机器人！

机器人体验营
林如心（高一理义）、洪振丰（高一理忠）报道

为了让高一理科的学生体验机械手臂的控制及

简易机器人的制作，学习机械手臂Arduino的基本

知识及机器人操作原理，进而培养学生对机器手臂

Arduino 控制的兴趣，台湾虎尾科技大学于7月13

日（星期四）下午1时15分至4时30分在我校科技大

楼物理实验室举办机器人体验营，共有20位高一理

科生报名参与。营会负责人兼主讲人为台湾虎尾科

技大学自动化工程系李广齐教授，以及电子工程系

王荣爵教授。

此次营会的主要活动内容包括介绍台湾虎

尾科技大学、机械手臂介绍、设定与程式撰

写、Arduino程式控制简介与控制实务操作，以及

介绍台湾虎尾科技大学的智慧型机器人系统实验室

研发产品。活动的形式为5人一组，共分4组，每组

配有一架手提电脑，以方便同学们进行实时练习。

教授介绍机械手臂Arduino的功能及使用方

式，并教导同学们编写程式，例如：如何让LED

灯闪灭及手臂旋转等简单的操作。5分钟的休息时

间，同学们纷纷上前仔细观察机械手臂Arduino的

操作模式，“电子专题”选修课的同学也利用这个

时机与教授交流。随后，教授介绍了台湾虎尾科技

大学所研发的各式机器人及其功能，并播放机器人

功能影片，其中包含四足爬墙机器人、六足越障机

器人及球型六足机器人等，同学们啧啧称奇。

最后环节，是同学们最期待的 ——	机器人制

作体验。同学们领取材料后便兴致勃勃地制作机器

人。大家依照手中的说明书，一步一步地组装，虽

然屡次失败，但在同学们的坚持下还是成功组装了

起来，有二足的、四足的、六足的、甚至还有依照

自己的想象组装起来的机器人。看着自己辛苦组装

的机器人“活”了过来，空气中弥漫着满满的成就

感和喜悦。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活动完美

地画上了句号，但学生对机器人的学习旅程而言，

不过是画上一个短暂的逗号，期待将来有更高阶的

学习尝试！

■	左一起为王荣爵教授、机器人学会负责老师黄树群老
师及李广齐教授。

■	5 人一组，每组配有一架手提电脑，让同学们进行实
时练习。

■	同学们分工合作组装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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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环境 — 喻肇青教授
亚太地区美展教育课程（一）

吴静儿（高二理孝）、颜学恩（高一理爱）报道

7月13日（星期四），台湾国家教育研究院亚太

地区美感教育中心莅临我校，与美术学会进行交流。

我校高中部59位同学有幸参与由台湾中原大学景观

系喻肇青教授主持的“生活与环境”的美感教育实

验课程。此活动于下午二时在科技大楼协作学习室

进行，旨在培养同学的美感认识和感悟及促进我校同

学和台湾美育中心的交流。

当天的第一个环节，俞教授让同学们欣赏一张张

不同的画，请大家指出其“美”之所在。每张图限时

三秒钟，目的是为了训练同学在短时间内找出“美”

的能力，并将感受表达出来。同时，这也让同学们学

会欣赏别人心中的“美”——	 通过大家的分享知道

身边的人所感受的“美”是什么，理解他人的看法与

自己的异同之处，了解到每个人对“美”的定义都

不一样。例如：“混乱”也有混乱的美、“平静”对

一些人来说不是一种美而是空虚的感觉。这也增广了

大家对“美”的认知。原来“美”有一定的原则和条

件，画面凡是有和谐、对称、对比、多元、统一、纹

理或细致等元素，都较会让人感觉到美。

接着是“体验校园之美”环节。教授提供了一张

由四个角度摄影的校园航拍图，让同学分组讨论对校

园的想法。教授给了同学们三张贴纸，分别代表美、

不美和其他。同学们兴致勃勃发表了天马行空的意

见，并把意见都写在照片的周围。经过二十分钟的讨

论，教授请各组派一位代表同学发表意见。大部分

同学认为，学校的外观整齐、设备齐全，兴华园是学

校最美的地方；而空间太小、太拥挤则是其“不

美”之处。最后，同学们也提供了具体建议，比

如学校的草地较少，可考虑在大楼的顶楼种植花

草，增添校园的绿意。

这次的讲座让同学们受益匪浅，学习到了“

美”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某个画面

不美，除了因为该画面少了一些“美”的基本元

素外，也可能是我们少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因

此，学会观察、欣赏、体验很重要。美术，就是

能让我们学会这些技能的一门学科。此外，我们

也应学会关注自己的感受，发现美的同时，也发

现某一件事物可以改进的地方，提出建设性的建

议。这次的讲座虽然只有短短两小时，但同学们

收获甚丰，希望未来还有更多机会出席相关的美

术讲座。

■	同学对“美”的定义皆写在白板上。

HIN HUA MONTHLY  2017年 7月号32



用心去感受美
李肼升（高三理忠）

我觉得这次的

讲座让我对美有更

深入的了解和体

会，不再局限于眼

睛所看见的，而应

用心去感受，多去

注意生活周遭所

忽略的美。我认

为，“发现美”是

需要经验累积和用心培养的一种能力。

踏上寻找美的历程
高伟洋（高三理孝）

从 这 个 讲 座

中，我学到了很多

关于美的事物、体

验与看法。当然，

每个人的感觉与想

法都不一样，我们

也不应随便否定别

人对于美的感受与

观点。另外，对学

校的看法的活动环节，使我们对于每天

身处其中的校园多了一份认识，发现其

美的地方，也提出可改进之处。

美是无所不在的
吴欣怡（高一理爱）

我觉得非常荣幸可以参与这个小

型讨论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也受益匪浅。第一个环节——	看图并

表达自己的感受让我学习到“美”是

无所不在的，任何人事物都有自己独

特的美。每个人对美的定义也不同。

这个环节训练了我的观察和表达能力，也让我学习到从别

人对“美”的诠释中，理清自己对于“美”的感受。

第二个环节非常贴近我们，因为学校是我们的第二个

家。这让我们学会观察并体会兴华的美，无论是学生在操

行与品德上的良好行为，抑或兴华环境的美，都是属于“

兴华独特的美”。我们应该好好的将“兴华美”传承下

去，让兴华变得越来越美好。

■	同学们兴致勃勃发表了天马行空的意见，并把意见都写在
照片的周围。

提升生活与环境美感
谢金聪老师（美术科教研组组长）

来自中原大学景观学系喻肇青名誉教授和美术学会会员进行美感教育实验课程

分享暨参访活动，因此我于前一周四就和学生们进行分组口头报告，请他们发表

对校园的生活与环境美感的看法和追求，他们的设计各具亮点，展现多元丰富的知

识，所发表的计划创意、创新，闪烁智慧之光。

交流当天，喻教授引导学生对美感教育展开系统化的探究与理论应用，进行存

在美学的分析。接着，他分发一张校园鸟瞰图予各组学生，请大家就如何提升校园环境美感展开思辨与交

流。学生们从美感应用的角度，热烈发表各自的绘图计划，并就作品的优缺点展开交流。

交流会结束前，喻教授对我校学生表现赞誉有加，并希望将来有机会到校举办一场工作坊，引导大家

更深一层理解与认识生活与环境的美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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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馥蔚 ( 初三信 )、卢家欣（初三平）报道

7月13日（星期四）下午2时半，台湾台北艺术

大学副校长张中煖教授前来我校为舞蹈社训练102

位学员。张教授首先吩咐学员们分成两个大圆圈，

然后不跟节拍地喊出自己的名字。每位学员都喊完

之后，就进行加强版，即：喊完名字后，用四拍做

出自己的舞蹈动作，并移动到另一位同学面前，一

人接一人轮番下去。这个游戏是让学员们能专心感

受拍子。

随后，张教授要大家动起来，当她拍掌时，学

员们必须马上凝定不动。这个活动可以让学员们

学会善用所有空间与放肆自己，也能让身体放松下

来。接着，张教授又让大家注意聆听她喊出的数字

来找到自己的组员并做指定动作。这个项目是为了

让大家静下心聆听与感受当下。

玩木偶游戏的时候，张教授请大家各找一个同

伴携手完成，在指定的拍子下由同伴操控自己，

运用身体不同的部位来做出动作。张教授希望学员

们想象自己就在舞台上，要把每个部位的姿势做到

最好。于是，大家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展现出最

美的姿势，有蹲着、站着、躺着等等，画面十分唯

美。紧接着的活动是由一方牵着另一方的手的情况

下做出动作，而两人的手心必须紧黏着不可分开。

张教授藉此让大家知道在一个极限的空间里，也能

靠发挥想象来展现漂亮的舞姿。

接下来的进阶版更升级了难度，得由五个同伴

手心连手心不放地做出动作，学员们分组展现成果

予教授欣赏。这个活动除了增进彼此的感情，也培

■	大家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展现出最美的姿势。

■	由同伴操控自己，运用身体不同的部位来做出动作。

声音与身体 — 張中煖教授
亚太地区美展教育课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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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舞蹈动作都有意义
梁文慈（初一忠）

这个课堂，我学习

到很多很多。张中媛教

授教导我们如何打拍

子、认节奏和相关的舞

蹈细节等。此外，张教

授让我们以2人1组的方

式来进行一个简单有趣

的游戏，目的是使我们知道舞蹈的动作可以

很美、很优雅，又或者很狼狈。张教授一直

在课堂上强调，有自信的舞者才是最美的。

而我更认为一个有自信的舞蹈员加上付出

100%的努力，才是最美最闪亮的。以前的我

总是认为舞蹈不过如此罢了，只要将几个舞

步跳完就算完成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错

了！舞蹈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有它

们存在的意义。对于这次张教授的到来，我

感到格外的惊喜和开心，希望往后还有机会

得到她的指导。

养了默契。当下学员们非常开心，每人脸上

都挂着笑容。最后，大家围成一个大圆圈，

用三或四个字形容各自的心情。

张教授的到来让整个舞蹈社增添了愉悦

的气氛，学员们也从中学习良多，例如：舞

姿不仅仅是手和脚的动作，也要运用到腰

部、头部等来展现出灵活的姿势。课程于下

午4时20分结束，学员们非常感谢张中煖教授

的到来，让大家满载而归。

对舞蹈社有所帮助
林春兰老师（舞蹈社负责老师）

张中煖教授的指导，意义是为

了促进彼此感情、人际沟通和团队

精神。此外，也教学生调整姿态，

包括站立纠正与各部位的协调。这

些对舞蹈社员来说都蛮重要的，因

此我对此活动非常满意，不但可以

让学生学习新的跳舞技巧，活动内容也很新鲜。

用想象力表现美感
潘庆佑（高一理爱）

今年是我第一年加入舞蹈社，

也是第一次接受台湾张中煖教授的

教导。原本就抱着期待及兴奋的心

情，希望可以从教授的身上学习到

许多东西。这次活动分成了许多环

节，其中让我最喜欢的是两人一

组，即一个人可以控制另外一个人的身体，摆设出自己想

要的动作画面。我喜欢这个环节是因为可以运用个人的想

象力来表现出想要的美感，同时也灵活运用了身体上的各

个部位，让整体呈现更加突出及立体化。

对于教授的教学方式，我觉得非常满意。她设定的活

动让大家可一起参加并乐在其中，难度也不会很高，非常

有趣，同时也促进了学员之间的感情。教授想要传达的是

在受限的情况下，把身体各个部位运用到既合适又极致，

这样不仅能表现出美感，最重要的是能把舞蹈的精髓呈现

给大众，让大众感受舞蹈的美。

■	张中煖教授希望学员们想象自己就在舞台上，要把每个部位的姿势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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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生物专题成果展
洪欣玲、陈奕骏（高三理仁）报道

今年高三理科生在颜毓菁老师带领下，完成了

为期半年的专题研究，并在6月19日至23日，在科

技大楼9楼创新楼举办历时一星期的高三生物专题

报告成果展。此次成果展的目的在于肯定高三理科

生的合作学习与专题探究能力，并普及科普知识，

进而提升同学对周遭环境的了解与关怀，培养尊重

及珍爱生命的态度。是项专题报告，从成立小组和

确定题目开始，接着完成资料搜集和文本报告，最

后在各小组完成呈现后，将所有研究精华结合到一

张海报上，是一项考验沟通与协作，探究与发现的

长时间学习历程！

本次成果展主题如下:

Ａ. 守护我们的家园

1. 海洋的花朵 ——	珊瑚

2. 有塑料袋？无塑料袋？

3. 十八丁红树林

4. 白蚂蚁

5. 农药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我就藏在你肚子里）

Ｂ. 今天吃什么？餐桌上的环保课题

6. 有机，还是商机？

7. 我们身边的咖啡

Ｃ. 永续、人人都帮得上忙

8. 与大自然的约会（荒野小战士）

9. 五条港的未来

10. 粪便大审核

11. 生物燃料

Ｄ. 生命的奇迹与危机及人文关怀

12. 露宿街头的生命

13. 老鹰，老鹰，今天去哪里啊？

14. 海龟与海龟蛋的生态

15. 西南天地间 ——	恩典之家个案研究

16. 希望之谷1 ——	希望之谷未来展望与民生问题

17. 毒品人生2 ——	了解戒毒者的生理和心理反应

18. 马来西亚濒临绝种的动物及保育

19. 流浪猫狗的命运探讨和正确的饲养观念

   （他们的心声）

E. 疾病人生

20. 肾脏的疾病以及治疗（你的肾，我来救!）

21. 揭开食物过敏不为人知的一面

22. 胃疾病的探究

23. 毒品人生1 ——	毒品在身体里做了什么？

   （HOW毒YOU毒？！）

24. 抗生素泛滥（怎么又是你？）

25. 白喉病变异了吗？

26. 麻风病的研究（麻风，你好不好？）

27. 带状疱疹（生蛇之“此蛇非彼蛇”）

F. 健康生活

28. 冷饮对人体的影响

29. 兴华生的素食文化

30. 溺在保健的海里，真的好吗？

31. 看不见的眼睛（眼镜不见了）

32. 快餐知多少

33. 哪个帅锅最好

34. 运动伤害的预防与治疗

颜毓菁老师指出，学生的用心、创意及投入的

时间精力有目共睹，不容质疑。学生精心制作的海

报融合美术与学科知识，是科普、美育及合作精神

的体现！为期半年的专题学习活动，老师陪着34

组同学从无到有、一步一脚印地完成专题报告及展

示分享。过程中，各小组经历了沟通合作、意见磨

合、大胆挑战，藉由访谈、问卷分析、实地考察等

资料收集整合，展现无限的潜能及团队精神。

颜老师表示，感恩同学们的积极主动与配合，

参与之中的所获所得只有同学自己最能深刻感受，

也让大家在精采的高三生涯中投注了更多生命色

彩。她喜见同学们愿意与自己、他人、环境对话，

更感受到大家有着一颗柔软善良的心。最后，颜老

师想对高三同学说:“没有什么过不了的事，态度

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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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生物专题报告成果展圆满举行，感谢台前幕后师生们的用心。

这次成果展吸引了许多师生前往参观，参

展的同学在海报设计上都花了很多心思，让人

眼前一亮，激发观众进一步了解相关课题的

兴趣。透过观众的宝贵意见，也让大家知道可

以改进和加强的地方。此外，通过问卷回馈得

出参展者票选最佳专题报告为“E23How毒You

毒？！（高三理孝）”，次之为“F33哪个帅

锅最好（高三理爱）”，第三和第四名次分别

是“D13老鹰，老鹰，今天去哪里啊？（高三

理忠）”和“E27生蛇 （高三理仁）”。

■	颜毓菁老师在展场指导同学口头讲解的技巧。

■	这次成果展吸引了许多师生前往参观，参展的同学在
海报设计上都花了很多心思，让人眼前一亮。

■	同学为参观者讲解该组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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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体验
谢幸容（高三理仁，生物专题小老师）

去年及前年来参观高三生

物专题报告成果发表会的时

候，我只是走马看花，没有很

认真去看待学长姐的成品。这

次生物专题报告的各组别，每

个人都花了半年时间努力去

完成，不但一次又一次找老师

讨论、三番四次被要求重新修

改，还要抽时间做问卷调查、

访谈等，整个过程忙碌且充实。当我投入参与，才

了解到自己一开始以不认真的态度来面对别人认真

完成的报告，真的很糟糕。

我相信认真投入完成这份生物专题报告的所有

人，收获必定是满满的。不只是知识上的收获，还

有去访谈或实地考察的过程中所得到的珍贵体验。

同学们分别去了麻风院、戒毒所、洗肾中心、红树

林，甚至有些人还参与了荒野保护协会的活动等

等。除了学会去同理受顽疾所折磨的病人心情，也

去看看在我们平日生活以外的世界，去了解生命的

价值。

我们把这段时间的收获分享出去，就是举办成

果展的目的。这半年并不是浪费时间在赶报告，更

不是从网上copy & paste变成一本厚厚的、没有感

情的书。虽然我们这组不是做得最好的，可是我们

一起做报告的过程很开心。也谢谢其他组别，让我

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更要谢谢老师，这份报告改

变了我许多价值观。感谢来参观的所有人，你们的

意见会让我们以后做得越来越好。感恩！

热爱世界
郑育文（高三理忠，生物专题小老师）

“我们热爱这个世界，

才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

生物小老师是我自初三

到高三四年以来的身份。这

四年的小老师生活里，收获

最大的便是高三这一年。第

一学期结束前，老师召集了

四班的八位小老师，组成一

个筹备团队，负责的项目从主题海报设计、布置人

手安排、宣传到问卷分析，所有工作由各班小老师

认领。筹备工作为期三个星期，间中还包括了两个

■	最佳专题报告第一名为 E23“How 毒 You
毒？！”（高三理孝）。

■	最佳专题报告第二名为 F33“哪个帅锅最好”
	（高三理爱）。

星期的短假，但是因为科技的方便，一切顺利进行。

这是我们额外的假期工作，不仅要处理好自己原本的

生物组海报和青蛙骨骼标本，还要抽时间处理展览事宜。

我的工作是设计主题海报，虽然花了不少时间，

但却乐在其中。因为我热爱生物，我热爱这个世界，

希望这个展览可以让同学和老师们学到新知，了解到

生物就在我们生活中。小老师们协调理科班同学布置

各自的海报，看到大家把海报摆出来以后，我们都心

感欣慰。这半年来的专题制作，让我们更了解生命的

意义，从中学习如何去关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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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专题报告第三名为 D13“老鹰，老鹰，今天
去哪里啊”（高三理忠）。

■	最佳专题报告第四名为 E27“生蛇”（高三理仁）。

引发思考
黄心怡（高三理爱）

这次报告给我最大的启发

是对生活环境的更多认识。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应该对

社会、环境等课题有一定的

认识与了解，并尽己所能地

去付出和给予帮助。这次的

专题研究报告就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平台，不仅让我们有

机会了解各个专题背后的故

事，更引发了我们的思考。这在我们的学习生涯里

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

专题研究报告属于团队合作的任务，我们都扮

演着不同的角色，我学会了如何在发言者和聆听

者这两个角色当中互换，以达成团队合作的最大成

效。身为一位研究者，我觉得自己对问题的思考还

不够透彻，这是需要改进的部分。

看到这次的成果展，我觉得大家的表现都非常

好。每一个组别都有各自精彩和值得学习的地方。

能够从别人的成果中学习其优缺点，不负老师如此

用心良苦的教学设置。

团队力量
黄子桓 （高三理忠）

报告从无到有，过程虽

不易，但收益良多。这次专

题研究带给我的最大感触就

是对大自然的了解，以及生

态的保护，非常多意想不到

的收获。团队的力量举足轻

重，无论是外出参访还是资

料整理，我都尽量参与，让

报告在大家的群策群力下完成。

制作报告以后，我体会到我们确实需要对大自

然持有一颗善心，也需要更进一步了解与生态系统

息息相关的事物。此次报告为高三生物课带来不一

样的面貌，无论在生物知识、团队合作、沟通交流

上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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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级主题壁报班际赛
陈慧琪（高二理孝）报道

为配合亲师交流日的进行，并且传

达同学们对父母的情感，高二级联学生

自治会举办了2017年高二级主题壁报班

际赛。为了装点班上的壁报，同学们运

用巧妙的构思，制作精巧的手工，将身

边的小物品变成了赏心悦目的艺术品。

各班独树一帜的壁报各展心思，更是传

达了同学们对于父母难言的情愫。例如

高二理信的壁报以各个同学的家庭照为

主体，吊挂以及装饰方式别出心裁，不

仅表达了家人间亲昵的情感，而同学们

在各张照片下方的手写留言更是将自己

对于父母的爱表露无遗，洒落在壁报周

围的手工康乃馨除了突出双亲节的主题

外，也使整体观感生色不少。

高二级联组长黄燕娣老师表示，此

比赛的设立主要是为了配合亲师交流日

的进行，有些班级亦可将所设计的壁报

作为当天的摄影背景。

“大体上，我对各班的表现甚是满

意，文商班的表现尤其突出，其创意独

树一帜，手工精巧细致，令人惊艳。我

建议把这项活动推广到各级，以比赛的

形式进行，成为促使同学们认真对待壁

报设计的推动力。”

另外，黄老师认为，此项活动需要

改进的地方在于，比赛的期限太短且接

近期末考，导致各班的进度都很匆促，

来年应多关注活动的时间安排，以让同

学们有更宽裕的时间准备。

高二级联组长刘兼阀老师则认为，

通过这项活动，能够提供学生展现创意

与潜能的平台，并且发挥生生互助或协

作学习的可贵精神。各班整体上的表现不俗，绝大部分班级呈现的内容都切题，但在设计与创意上，文商班

表现则较为突出。刘老师补充说道：“至于改进之处，我希望文商和理科班能一致完成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并且利用自治会的力量广泛宣传和推广这项比赛的意义。最后，我建议这一项比赛能够成为一项例常活动，

让初一到高三的各班引用各级德育主题，发扬感恩的美德。” 

是次高二级壁报比赛颁奖典礼于7月5日（星期三）在科技大楼大讲堂举行。首先，由李增注老师点评每

一班的作品，接着由黄燕娣老师公布比赛结果，刘兼阀老师颁发礼物给予获奖班级。其中冠、亚、季军分别

为高二文商和、高二文商智及高二文商勇，而高二理忠则获得了“最契合主题奖”。

■	高二级主题壁报班际赛冠军（高二文商和）。

■	高二级主题壁报班际赛亚军（高二文商智）。

■	高二级主题壁报班际赛季军（高二文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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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文商和荣获高二级主题壁报
班际赛冠军，由刘兼阀老师颁发
礼物给予获奖班级。

为课室增添生气
郑桂妮师（数学老师，高二文商平班导师）

本次活动是为了配

合亲师交流日而进行，

让家长们感受到孩子的

内心世界。整体上，我

觉得高二级的同学们都

抱持着认真的态度去装

点各班的壁报，成果各

有特色，颇显用心。我

班的壁报虽称不上能够

在众多壁报中脱颖而出，可是却反映了同学

们的积极与用心，更为课室添了许多生气。

珍惜努力的过程
郑慧茹（高二自治会主席，高二文商和） 

壁報比赛进行以

来，可以看得出同学的

用心及努力，最重要的

不是成果而是过程，是

大家分工合作一起完成

壁报制作的珍贵时光，

令人难以忘怀。希望同

学们可以从比赛中学到

分工合作的重要性，此

外，也谨记感恩并不只是口号，必须要付诸

行动，感恩父母给予的一切。

■	高二文商智荣获高二级主题壁报
班际赛亚军。

■	高二文商勇荣获高二级主题壁报班际
赛季军。

■	高二理忠获得“最契合主题奖”奖项。左为刘兼
阀老师，右为黄燕娣老师。

■	最契合主题奖（高二理忠）。

发挥创意与美感
林咏航（高二文商平）     

壁报比赛这个想法是由我们所

有高二自治会代表一起想出来的。

举办这个比赛是想配合双亲节，在

亲师交流日 那天让家长们眼睛一

亮，同时感受到孩子们的用心。这

次的比赛，各班都发挥了强大的美感与创意，我相信家长

们看了都会给一个大拇指。非常感谢所有的同学给予的配

合，也谢谢所有老师抽空评分。在此祝全天下爸妈双亲节快

乐，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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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独中科学营
从繁星到海洋，我校唱丰收

奖   项 姓   名

最佳个人

奖银牌

黄冠华（高二理孝）

最佳创意

实作奖

郑育文（高三理忠）、洪慧珆（高三理孝）

最佳科学

实验奖

黄靖翔（高二理仁）、朱汶炅（高二理信）、 

陈嘉庆（高二理义）、黄冠华（高二理孝）

黄乐仪老师报道

■	第 13 届全国华文独中科学营我校唱丰收。

我校学生于5月26日至30日在郑佩意老师、张丽芳老师的带

队下，漂洋过海前往沙巴参加由崇正中学主办的第13届全国华文

独中科学营。赛前以黄树群老师、林玉莲老师为首指导同学，在

师生共同努力下，同学表现优异，摘下最佳创意实作奖以及最佳

科学实验奖。此外，高二理孝黄冠华更荣获最佳个人奖银牌，为

校争光。下列为获奖名单：     

本届营会主题为“从繁星到海洋”，鼓励营员“抓一把星

空，取一瓢海水，挥洒在科学的梦里”，开拓营员对科学求知的

精神，同时促进大家对大地、海洋有不同视角的认识。在4天3夜

的营会中，营员们参与了各式精彩的活动，包括：夜谈、科学实

验竞赛、科学创意海报、大师演讲、与大师对谈等。本届大师演

讲邀请现任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暨天文物理研究所教授吴俊辉博

士分享“宇宙·人生”、现任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农环境生物与渔

业科学学系教授郑学渊博士分享“从大海看大海”,以及台湾国

立成功大学医学检验生物技术学系黄温雅教授分享“神奇的检验

医学”，扣人心弦的演讲启迪新知，使营员满载而归。   

导师与团队共创荣耀
黄靖翔

（高二理仁，最佳科学实验奖）

这次代表学

校到沙巴崇正中

学参加全国独中

科学营，对我来

说是一次很好的

体验。这是我第

一 次 参 与 全 国

独中科学营，从

中学到了许多新

事物。一开始进行校内选拔时，我以

为自己与高三学长们竞争是毫无胜算

的，但最终却出乎意料地被选上了，

我想也许是学长们专心备考统考而把

机会让给我们吧！

获选后，我们与树群老师开了几

次会议讨论科学营的事项。老师指导

我们着手准备科学营的竞赛方向，比

如该上网查询什么资料、比赛时该注

意什么细节等。此外，老师也提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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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比赛时应该注意礼仪，抱持着“输赢第二，友

谊第一”的风度与友校交流。经过几次会议后，我

们都对科学营有了初步概念，也树立健康的心态对

待本次比赛。

在科学营里，我体验了很多新的学习方式，除

了有幸见到来自国外知名大学的教授，也与其他

独中的学生交流、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此外，营

会活动也要求我们学习如何与他校的人合作完成

竞赛，促进了我们的社交和沟通能力。其中一个环

节，我们也需要去思考如何将所学的知识用以改善

人类生活，并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构思。过程中，不

仅让我们见识了他人的创意构思，同时也在积极互

动中开拓视野。

我校同学很荣幸地获取了优异的成绩。我们都

很开心，毕竟能在那么多精英中脱颖而出，十分光

荣，也不辜负校方对我们的苦心栽培。我认为能取

得优异的成绩并不只是个人的功劳，更多的是指导

老师和团队的协作，无论少了哪个因素，都不可能

缔造如此辉煌的成绩。总而言之，五天的营会让我

获益不浅，感谢校方给予我们机会，也希望校方继

续培育学弟妹，未来取得更好的成绩。

期盼来届再创高峰
黄冠华

（高二理孝，最佳个人奖银牌 、最佳科学试验奖）

这是我第一次以参赛者

的身份参加全国独中科学

营，学到了很多课外知识。

科学营的每一项活动，需要

我们与友校同学合作，我也

从他们身上学习新知。大师

演讲环节，我更是对天文、

海洋与医学等方面的课题有

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学会如

何快速抓取重点，与大师交流。

本次科学营恰逢期末考后，我们来不及做充分

的事前准备，只好在每一天科学营活动结束后的晚

上，花10到20分钟来了解隔天比赛的课题，集思广

益。本次成绩，我认为更多是奠基于我们平日对科

学的热忱与好奇，日常学习为我们打下基础，热忱

与好奇心驱使我们愿意主动学习。

荣获最佳个人银带奖，我真的很惊讶，毕竟是

第一次获此殊荣。我们的组没在创意实作环节得

奖，令我有点自责，经检讨我认为我们竞赛时要更

果断、不可过度迟疑，希望大家从犯下的错误中改

进。能获奖当然十分开心，也激起了我的斗志，期

许自己在下一届科学营表现更出色，更果断、

勇敢。

大师演讲激励人生
郑佩意老师（领队老师）

本次营会，令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大师演讲环节，吴俊

辉教授分享的“宇宙·人生”

。吴教授主要研究宇宙学、

循环量子引力、宇宙微波背

景、宇宙残陷、黑暗力量等理论，他以浅白的字眼

表达深奥的理论，我等门外汉，对天文涉猎不多，

但都能理解。

其中，吴教授问大家：“你现在看到的我，是

此刻的我吗？”当下我心里的疑问是，难道不是

吗？吴教授说：“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此刻的我，

即使你离我很近，3米的距离好了，你看到的是过

去的我，光的速度以3x108ms-1进行，3米除上光

速，答案是0.00000001秒，因此，你看到的我是

0.00000001秒前的我。你现在看到太阳的光，其实

是8分钟前的阳光。”我心中不禁哗然！

除此，他还提出我们所认识的宇宙只占了5%

，其余95%，有所谓27%的黑暗能量，68%的黑暗

物质。最令我赞叹的是莫过于他所分享的人生经

历——	小时候，他为了证明月球上有嫦娥，利用家

中水管自制望远镜。22岁，他在台湾大学物理系勉

强毕业，成绩非常糟糕，后来服役时因操劳过度送

院，医生诊断他全身有70%的肌肉坏死！交往5年的

女朋友也与他分手了，当时他非常崩溃，几乎自我

放弃。

后来，凭着信念，他终究度过了人生中的低潮

期。他对我们开玩笑说，幸亏当时没有跳海自杀，

不然怎能把现任的太太娶回来？他勉励台下的学

生，对于你想知道、想要做的事，就勇敢去做！不

要害怕出错。做错了不要紧，知道问题在哪里，去

更正、改善，没有人有资格取笑你。吴教授的演讲

使我感动，因为他以自己的生命在影响着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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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chool’ Newsletter 
Competition

■	Winners from the senior category smiling for the camera with Mdm Boo and Ms Evon.

Reported by ELC

Hin Hua High School turns 70 this year. As Hin 
Huarians, we know, deep in our hearts, that our school 
has gone through ups and downs before it stands out 
as one of the highly prestigious secondary schools in 
Klang today. 

In conjunction with Hin Hua’s 70th anniversary,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has also organised 
three inter-class competitions themed ‘My School’ to 
celebrate our school birthday. 

The	 first	 competition	 to	 kick	 off	 in	 the	 first	
semester was ‘My School’ Newsletter Competition, 
with the aims to raise students’ awareness of school 
affairs	and	to	help	develop	their	research	and	writing	
skills	 with	 collaborative	 efforts.	 This	 competition	
was open to all students from Junior and Senior 
levels. They were encouraged to form groups of not 
more than 5 and produce an A3 size newsletter in not 
less	than	400	words	to	convey	the	significant	theme.	
They had to focus on at least two sub-topics of the 

following as their content: school events, educ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community & charity, 
international / national events, history, school hero 
and campus facility.

Many English teachers made it as one of the 
projects that involved all their clas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students got to know more about 
their school through interviews and research, as 
well as acquire some skills to write news reports 
and design layout. We received plenty of entries, 
especially from Senior classes. Every single copy 
of newsletter contained a creative masthead, catchy 
headlines, news articles on various topics and 
significant	 photographs	 with	 interesting	 captions.	
They were the outcome of participants through 
collaboration. We thank all the participants for their 
concerted	 efforts	 and	 congratulate	 the	winners	 on	
their winning pieces which are informative and 
inno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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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ers from the junior category smiling for the camera with Mdm Boo and Ms Chua.

Congratulations to the winners of 
the Newsletter Competition 2017

CATEGORY: JUNIOR

PRIZE WINNER CLASS
Excellent Award Wong Jia En, Ler Jie Yi, Yang Ze Wen, Jared Lau Zilek J3 Adelaide
Excellent Award Song Yew Ling, Let Ern Chi, Lim Jia Zhen,  

Yong Wai Ling
J3 Adelaide

Excellent Award Poh Jia Jun, Kok Zhen Kang, Guoh Macy, Loo Li Ying J3 Canberra
Consolation Kuan Kwok Yong, Benjamin Ang, Gan Hong Ywee, 

Junson Ho 
J3 Adelaide

Consolation Nicole Chan, Lim Kai Jie, Ian Tan, Ong Li Zheng J3 Canberra
Consolation Ng Seen Xuan, Ng Shi Yuan, Ser Li Yan, Pua Si Tong, 

Lim Yen Thung 
J2 Los Angeles

CATEGORY: SENIOR

PRIZE WINNER CLASS
Excellent Award Tan Kanon, Heng Zi Xin, Gan Ming Min, 

Yeong Jing Jing 
S3 Washington

Excellent Award Tan Huai Chyi, Wong Kuan Hua, Eric Sim Jun Yang, 
Goh Jia Shen, Liow Zee Wei

S2 Adelaide

Excellent Award Wong Shu En, Gan Ming Ru, Tan Min, Hew Shyn Yi, 
Lee Jia Hoong

S1 Adelaide

Consolation Chai Yan Lin, Chan Jia Min, Tan Chien Hong S1 Washington
Consolation Chua Jing Lun, Lee Yuan Fu, Toh Gee Yang, 

Hing Mok Jiun
S3 Washington

Consolation Ong Rou Mei, Lee Shi Yen, Lee Shao Xuan, 
Wong Kong Lung

S2 Adela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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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Kanon, Heng Zi Xin, Yeong Jing Jing, Gan Ming Min (S3 Washington) 

Producing a newsletter was not an easy task. We greatly appreciate our beloved teacher, Ms Evon for 
guiding	us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the	process	was	the	usage	of	academic	
terms. Luckily, we had Ms Evon helping us out. Besides, teamwork was the most crucial part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We really enjoyed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the newsletter and it is a memory to be remembered 
forever.

Song Yew Ling, Let Ern Chi, Lim Jia Zhen, Yong Wai Ling (J3 Adelaide)

To	be	honest,	we	were	not	very	clear	about	what	to	do	with	the	newsletter	at	first.	Then	we	consulted	Ms	
Chua and our friends for more tips. Soon we started our project by allocating our duties. Every teammate had 
a topic to write about, so the tasks could be equally assigned. We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interviewing some 
classmates from the original class to make our content more solid and interesting. The newsletter was soon 
completed	without	difficulty.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our	teamwork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king	
of our newsletter.

■	One of the winning pieces of the Excellent Award
   (junior category).

■	One of the winning pieces of the Excellent Award
   (senior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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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升学说明会及专题讲座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于6月20日（星期二）

下午2时45分至4时安排了日本升学说明会及专

题讲座，迎来两所日本大专学府，即立命馆亚

洲太平洋大学（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简称APU）及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Yamanashi Gakuin University）的国际博雅

教育学院（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简称iCLA）。

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升学说明会在协作学

习室（一）举行。莅临我校的代表包括当天的主

讲人 ——	国际学生招生办公室高级辅导员末永拓

海先生（Mr. SUENAGA, Takumi）、招生办公室协

调员中村美智子小姐（Ms. NAKAMURA Michiko）及

APU马来西亚代表Mrs. Ho Sook Fan。

说明会伊始，末永拓海先生表示，APU被日

本政府评选为该国数一数二的国际化大学；日本

其中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报纸《日本经济新

闻》也于2016年6月8日的报道中指出APU被日本企

业人力资源部门评选为全国最国际化大学，盖因

该校拥有50.3%的国际学生，来自全球90个国家及

地区；该校的教师也非常多元化，来自全球25

个国家及地区。

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APU）基于自由，和

平和人性化、国际间的相互理解及亚太地区的未

来形态等理念于2000年创办建校,是一个多元文

化、多元交流的学习环境，并且提供英语和日语

林纪一报道

■	末永拓海先生（Mr.	 SUENAGA,	 Takumi）正为同学们详
细讲解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的概况。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双语的本科课程，这在日本大学中是少见的。另外，

该校的商业课程亦受到日本其中3个国际商管学院促

进协会（AACSB）的认证，且2016年毕业生的就业率

高达91.6%，分布在各行各业。末永拓海先生也表示

该校提供非常丰富的学费减免奖学金，分别减免30%

、50%、65%、80%或100%的学费直至毕业为止。

末永拓海先生也说：“日本是世界第3大经济

体，科技昌明，社会高度发达，是世界上数一数二最

安全的国家。也许大家对日本的固有印象是生活费高

昂，但那只是在东京首都圈一带，别府市相对之下生

活费廉宜许多。”最后，末永拓海先生也和同学们分

享了2018年的入学申请资讯，并期许未来有更多的马

来西亚学生前往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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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厢的专题讲座由来自日本山梨学院大

学国际博雅教育学院（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简称iCLA）的院长特别顾问兼

国际事务执行董事武内隆明先生（Mr. Takaaki 

Takeuchi）在协作学习室（二）揭开序幕。此讲座

有关博雅教育，题为“How Liberal Arts Education 

Makes Your Life Fruitful”，意即“博雅教育何

以丰富你的一生”。

首先，武内隆明先生以老子的名言，即“积思

成言，积言成行，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积性成

命”，向同学们带出了“心灵（思想）改变生活  

（命运）”的概念。接着，武内隆明先生投放一张

全人金字塔的图像让在场同学观看：全人金字塔共

分三层，最顶层为知识，中间层为智慧（包括自身

的智慧、与他人相处的智慧及工作时的智慧），而

最底层则是天赋（包括生理、性格及自我价值）。

武内隆明先生表示，“越顶端的越容易习得，而越

底端的越难改变，因此知识的累积是轻而易举的，

反而天赋的改变需要经过一番考验。”

另外，武内隆明先生也向同学们展示了一些大

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其中包括独立自主能

力、行动执行能力、沟通能力、热心投入工作、发

现问题的能力、灵活性、抗压能力、具有伦理思维

及与人合作的能力。他强调，“通过博雅教育的熏

陶，学生们都能学习到这些能力，并将其运用在自

身、人际关系和工作中。”

接着，武内隆明先生向同学们解说什么是博雅

教育，并表示其有三个特点，即广泛、均衡及连

接。广泛指的是涉猎广泛，即课程跨度很大，修习

定量推理的同时也修习人文社会；均衡指的是课

程分配均衡，计有社会科学、定量推理、健康与健

身、人文学科及大大小小的工作坊，符合把人培养

成「生活人才」这一教育理念；连接指的则是透过

学科的相互交叉，强化左右脑的连接及并用。武

内隆明先生也表示博雅教育采取小班制，强调主动

学习，并要求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以单一职业为目

标，而是具有多面向的。

随后，武内隆明先生也向同学们介绍了山梨学

院大学国际博雅教育学院的相关详情，该学院几乎

大部分的课程都采用英文授课、师资优秀，其中大

约有80%的外籍教师及采取小班制（1名教师对6位

学生）。此外，该学院也主张21世纪的教育理念，

即培养同学的批判性思考、创意、独立自主能力

及世界观（Critical，Creative，Independent & 

Global，简称CCIG）。再者，由于该学院位于日

本，相对于美国的顶尖博雅教育学院，学费廉宜、

治安良好，且也提供日语课程及日本文化活动，让

学生在就学期间能够深入了解日本语言及文化。最

后，结束讲座前，武内隆明先生也表示该学院每年

会提供若干不同种类的奖学金给国际学生，其中包

括学费减免25%、50%、75%及100%，并期许我校学

生能在将来考虑赴山梨学院大学国际博雅教育学院

深造。

■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李辉祥主任与日本山梨学院大学国
际博雅教育学院的代表合影，中间立者为武内隆明先
生（Mr.	Takaaki	Takeuchi）。

■	武内隆明先生为同学们介绍何谓博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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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凯铷（高二理忠）、陈慧琪（高二理孝）采访

我校四名学生——黄骏宥（高二理仁）、蔡

潍泽（高二理忠）、罗加竣（高二理忠）及朱

汶炅（高二理信），于今年6月6日（星期二）

成功发射一颗探空气球“兴华2号（HinHua-2

）”至大气层。这是继我校学生于2012年完成

国内第一个气象气球升空的创举后，全马第二

批中学生进行该项计划。不同的是，此次发射

计划完全为我校学生自主策划，不仅探测器由

学生亲手设计与制作，就连降落伞也是自己缝

制，为目前国内中学生首作此举者。

整个计划的过程，无论是从最初的设计构

想到寻求批准及赞助，或者是与本地大学和民

航局合作再到最后发射、回收等，都是一般中

学生难以获得的体验。因此，我们特邀请HH-2

的发起与主导人——黄骏宥同学受访，藉此分

享其特殊的经历。

1.骏宥你好，听说你们团队在今年6月假期间，发射

了一颗探空气球到大气层。请简单介绍这个计划。

其实各国气象局一般都有定时发射携带气象仪

器的探空气球到大气层，这涉及到气象局、民航

局等相关单位及组织的合作。在气象观测方面，探

空气球可以测量空中的气压、气温、相对湿度、风

向和风速五项气象因素，作为天气预报的依据。长

期对天文的兴趣与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阅读文

献，并与指导老师陈伟伦作各方面讨论，逐渐渐形

成发射“兴华2号”高空气象球的计划。此外，由

于大气层中的平流层空气稀薄，属于近太空的极端

Dream Maker 筑梦者
高空气象球“兴华 2 号”发射计划

访黄骏宥同学

前言

环境，因此可用来检验我们所设计的装置能否在低

温、低气压、高辐射的太空环境中运作，并从中纠错。

HH-2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探测器、降落伞和氦

气球。其中探测器是最为复杂的部分。由于我们需

构思全新的设计，对于中学生而言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参考了许多来自外国与本地大学的探测器设计

后，最终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全新装置。HH-2大小适

中，10cm x 10cm x 12cm的体积可置于手掌上，结

构上则是基于立方卫星CubeSat的铝材设计。其内

部有6个主要的电子零件：主控制板、主要通讯器

LoRa、次要通讯器、GPS、Data-logger，以及气压

■ HH-2 升空前的合照。左一起为陈伟伦老师、朱汶
炅、罗加竣、黄骏宥和蔡潍泽。

2017年 7月号  HIN HUA MONTHLY 49



与温度感应器。另外，还需保温及回收装置，即为

探测器表层及降落伞。在发射探空气球后，我们就

能得知此设计构思是否可行，由此检验我们技术与

知识的成熟度。

与此同时，我们必需在发射前两个星期，向马

来西亚民航局（DCA）提出申请。在过程中，学校

协助审核及检阅文件。，让我们顺利提呈。由于探

空气球可升至最高离地面40公里，气球在上升的过

程中必定会经过客机飞行的高度范围（距离地表7

至12公里），所以此计划存在撞上飞机的风险。只

有当得到DCA的批准以清空该时段、该地点空中的

飞机后，我们才能发射，且必须时时对DCA汇报进

■	由于活动会在一个空旷的住宅区草场上进行，未免有
事情发生，先前往 Hulu	Bernam 警察局备案。

■	探测器的外观设计。内部由微控
制器主板、两个通讯系统模块、
全球定位系统模块以及气压与温
度感应器模块所组成。另外还搭
载了两部录像头。外围以 15 层
的镀铝聚酯薄膜包围，以保持探
测器内部的温度。另外还有 4 个
小小实验仓，进行与生物有关的
实验。

展。批准后就必须根据探测器的重量着手订购气球及氦气。由于本地

并无商家售卖探空气球，我们只能从印度购得氦气气球。而在衡量许

多因素后，我们决定于丹绒马林（Tanjong Malim）发射，并于适耕庄

（Sekinchan）回收。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必须找到能装下170厘米高氦气瓶的箱型

车及司机，并在发射前一晚到达发射地以了解地理环境。所幸学校和

伟伦老师在这方面都给予援助，计划才能顺利进行。按照原定计划，

我们预计早上7时发射，一路追踪至9时30分可成功回收，并取得照片

与实验结果。但天有不测风云，HH-2发射时使用的气球不是原定的型

号，所以它比预定的飞行高度多了5公里，也因为如此，使降落地点从

原定的适耕庄稻田，移至离热浪沙滩40公里远的适耕庄外海。

2.请问HH-2有何特别之处？

HH-2最特别的一点，在于它的设计是由我们学生自己构思的。其

实我们可以选择直接沿用过去探测器的普遍设计，但觉得自己的能力

可以达到更高的层次，于是决定放手一搏。HH-2特别的另一主要原

因，在于其电子零件。其所含的电子零件都是能让普通业余电子爱好

者轻易掌握，且价格相对低廉，而过往的探测器都使用较昂贵、复

杂、难用的材料制作，且多是直接购买现成的装置。因此我们利用简

单易学又便宜的零件，便组装成等效甚至更佳的探测器，是为一突破。

此外，在保温措施上，我们抛开了传统利用保丽龙保温的方

式，改而使用广泛应用在人造卫星上的多层隔热系统（Multi-Layer 

Insulation），这常见于人造卫星的金色表面。保丽龙之所以可在地

面上有良好的隔热效果，是因为其拥有许多充满空气的小孔而成为热

的不良导体，但在高空时，空气几乎稀薄到不存在，且热也不再以对

流的形式传递，而是以辐射的形式传播，所以在高空使用保丽龙隔热

效果极差。而MLI的原理则是把多层的镀铝聚酯薄膜（Mylar）叠在一

起，反射内部电子零件所散发的热辐射，把热留在舱体里，进而起到

保温作用。

降落伞也是一大特点。此降落伞是由我们一针一线缝制而成

的，具体来说，大部分是由我母亲完成。我们使用的伞布（RipStop 

Nylon）及伞绳（550 Paracord）皆符合军用标准，就连用来缝制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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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须使用坚韧的尼龙线。因此，我们的降落伞

绝对有一定的水准。

最后，我们还在探测器上搭载了两台小型摄

像头，可拍摄平流层环境、地球地平线曲面等。

另外，四个实验舱的其中三个分别置放了林玉莲

老师提议的蚂蚁、发芽绿豆与未发芽绿豆种子，

另外一个则放了去年科学营开幕仪式时，组员所

建议的棉花糖。如此一来，我们的探测器便在最

初的目的上延伸出更多的功能，除了可以进行额

外的探究实验，也同时让学校的老师及同学参与

其中，进而扩大此计划的影响力，鼓舞更多人进行

类似的科学计划。

3.请问进行这项计划的动机为何？

小学四年级时，我参加了学校举办的一日

游，行程中有一景点为国家天文馆。在那里，

我看到了许多太空探索的相关物品，例如Orlan

与Sokol太空服、Viking火箭引擎等，这可说

是我对太空探索的启蒙。此后，我便对太空探

索抱着满腔热情。同年，探索频道（Discovery  

C h a n n e l）也播出了许多关于阿波罗计划

（Apollo Space Program）的一系列纪录片，

看着人类做出比自己巨大的火箭，甚至敢探索未

知，更让我心生向往。初一年级某天的第二休息

节，我在食堂饮水机前的布告栏上看到了一篇报

道，内容是关于奕盛学长主导的“氦鹰号”探空

气球。当时候我便对自己说，有一天也要进行类

似的计划，HH-2的种子就这样种下了。之后，我

带着第一个作品 ——	HH-1参加吉隆坡工程科学

展KLESF科技竞赛，期间评审批评我的作品无实

际用途，让我下定决心进行HH-2探空气球计划，

并藉此证明自己。

■	同学在网上购买电子板块零件，自行进行编码，制作
出这个地面 Lora 接收器。

■	HH-1 火星登陆器模型。

■	HH-2 内部构造。

4.HH-1和HH-2两者之间有何关联？

HH-1是个火星登陆器的模型，它和HH-2

的关联在于它们都是基于我的兴趣而发展出

来的作品，是我为太空探索梦想努力的产

物。我和当时的组员也以此获得了2015年

KLESF科技竞赛的铜奖。虽然HH-1赢得了铜

奖，但却被评审批评为无实际用途，甚至断

言马来西亚近几十年内不可能有太空计划的

出现。这些话带给我极大的打击，同时也更

加巩固了我立志完成HH-2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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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择在6月6日发射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主要原因是6月至7月份雨量较少，天气较好。

而6月恰好有学校假期，对于身为学生的我们较为

方便。至于选择6月6日则是因为这天恰好是诺曼底

登陆的纪念日（D-Day），诺曼底登陆是二战的一

个转捩点，象征着非凡的成功。

6.为何会以学校命名你的计划？请谈谈学校及老师

们对你的影响。

以学校命名作品主要是我一直以身作兴华人为

傲。学校的老师们是我生命里的一盏盏明灯，我很

感激他们无论在HH-2还是生活上所给予的启发。在

近几个月，我有一个科目迟交作业，甚至交白卷，

那位科任老师竟然没有放弃我，而是给予我很多的

鼓励与包容，让我感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我非常

非常感恩老师。只可惜我成绩不好，不能以考取好

成绩的方式来报答老师们的恩惠，所以只能在我热

爱的领域中，表现我对学校的感谢，HH-1得奖便是

其中的例子。碰巧今年是兴华70周年校庆，因此我

想以HH-2作为送给兴华的70岁生日礼物。

7.请分享你们在进行HH-2计划期间的特别经历以及

面对的困难。

从筹备到发射，我们经历了许多超乎意料的事

情，也正因此，本次发射经验毕生难忘。

研发初期，我们发现Arduino Uno的记忆容量不

足，这是此次计划的第一个挫折。在烦恼之际，本

地电子公司Cytron恰巧在两天后推出了类似，但容

量更大、处理速度更快的电板，当下的感觉就像似

上天在默默支持这项计划的诞生。再来，我非常感

谢Cytron的工程师 ——	黄明哲先生，他给予了许

多程式上的帮助，也教会我们如何使用Lora Shield

进行通讯，若没有他的帮忙，HH-2也无法成功。

此外，我们在向马来西亚民航局（DCA）提出

申请时，也一度遭到拒绝。由于6月学校假期是航

空繁忙的时段，发射HH-2的申请被Subang机场否

决。经过多次的调解与退让下，才成功获得批准。

同时，身为学生的我们由于没有经济能力，在资金

方面也遭遇困难。我们在各自的班上自主募款，向

身边的人解释并筹募经费，但仍不足够。所幸最后

得到一家科技公司老板热心赞助，我们才得以租借

氦气瓶。

发射期间，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主要有三件。

第一件在发射前一天，降落伞刚缝制完成，来到

学校后，我们才发现结还没打好。情急之下，我们

想到了常在脸书分享手工制品的蔡美玲老师，于是

便飞奔到资讯出版室请她帮忙。蔡老师在了解状况

后，便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帮忙我们打好所需的

8字结，同时该室也瞬间成为我们的FOB（前线作战

基地）。如果当时她不在，HH-2就无法如期发射了。

再来更夸张的是，发射前一天我们的氦气球还

在印度，没有气球根本就无法发射。还记得当天早

上我打了40多通电话到相关部门，包括Poslaju、

气象局、KLIA-2及博特拉大学。首先是向Poslaju

确认气球所在地，得到的消息是6天后才会送抵马

来西亚。当下听到后，我们差点昏倒，因为已经没

有条件等待。经过讨论，我们寻求两个可能性的支

援：马来西亚气象局（MET）与博特拉大学（UPM）

。气象局的回应是：气球为国家财产，无法卖或给

我们。于是，我们只好战战兢兢地打给最后的希望 

——	 UPM，我向一位教授说明状况，他要我等待10

分钟让他去检查实验室是否有多余的气球。10分钟

后电话响了，好消息，有一颗额外的库存！虽然不

符合我们原本的重量设计，不过在大略估算后发现

仍可使用，我们非常兴奋，立即把行李搬上校车，

驱车到UPM拿气球。

我们在UPM受到热情友善的对待，该位博士也

把气球免费送给我们，但条件是必须时时汇报进

展。之后，他还带我们参观Putra Space的实验室，

让我们看一台可接收人造卫星讯号的大型天线。我

■	气象球于早晨 7时许释放升空，
以每秒 5 公尺的速度上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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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进行了许多技术与知识上的交流，他也提点我

们发射时需要注意的细节。

最后则是在准备回收时，收到了探测器即将

着陆的讯息，我们很着急，因为它将降落在海上

而非地面。当下马上急着寻找渔夫带我们出海回

收，此时恰好一位友族同胞从我们面前路过，伟

伦老师便向前询问是否有船可带我们出海搜寻，

没想到他竟答应了。我们谈妥价钱后，渔夫便去

准备出海所需的燃料与器件。与此同时，我们小

组展开讨论决定出海与留下的人选，毕竟这是一

场赌上性命的冒险。最后大家决定一起出海，为

避免出事却无人知晓，我们便在脸书发布信息，

表示若下午2时以前我们没有报平安便请报警。

将近1小时后，渔夫终于准备就绪，我们很兴奋

地上了船，开始这趟回收之旅。出海的路上，许

多经过的渔夫告知风浪很大，海象非常不好，劝

我们尽快回岸，可是我们当下一心只想找回那个

探测器，所以便继续前进。眼见离岸越来越远，

心中既恐惧又夹杂兴奋。离岸将近12公里时，因

组员们都感到极度不适，我们便停下讨论是否该

继续前进。组员们决定不再向大海挑战而返回岸

上，当下我有点失望，但事后才意识到这决定是

对的，要是真的出海至离岸40公里，极可能已经

罹难。
■	这是地面接收器最后侦测到探测器降落的位置，距离

海岸有 40 公里之遥。由于当天的海面情况恶劣，海
浪高达 1 公尺，因此未能出海回收，实属遗憾。

■	因一个气象球的关系，
同学们前往博特拉大学
请教该大学	 PUTRA	 Space	
的专家关于技术和知识
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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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真的非常幸运，全程一直

都受老天眷顾。如果在当时其中一环出差错，我们

就不会成功。此次的发射气球之行，可说是一场大

冒险。

8.对于没有成功回收HH-2会否感到遗憾可惜？

当然觉得可惜，毕竟花了大约1年多的心血在

这探测器上，它就犹如我的孩子般。当最后确认真

的找不回后，我心里郁闷了很久，甚至回到家看着

空空的桌子流下了眼泪。此外，HH-2上也承载了许

多仪器和资料，例如气压、GPS、影片等。我们利

用追踪时所测得的气压，换算后得出HH-2估计最高

达至距离海平面33.139公里，这很可能是我国有史

以来升得最高的探空气球。但这些宝贵的资料全随

着HH-2沉入大海，因此，我们没有强而有力的证据

可向相关单位提出证明与申请，非常可惜。但我们

也由此发现计划中思考得不周全之处。我觉得或许

这就是HH-2的命运，除了天空之外，大海也是它的

归属，它的牺牲是有价值的。无论如何，HH-2将是

我中学生涯中，另一个美丽的遗憾。

9.谈谈深刻影响你的人或事件。在梦想的路上是什

么支持你坚持不放弃？你的座右铭又为何？ 

首先，影响我最大的就是我的“义父”——	陈

伟伦老师，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他常在我失

落时给予陪伴，指引我人生方向，也时常督促我什

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得以发射这颗气球也要感谢

他的全力支持与帮助，没有他，我们将难以完成这

个计划。他有如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挚友。

另外，还有黄树群老师。在一个偶然的机缘

下，我加入了机器人学会，而当时黄老师邀请了我

和嘉庆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	Arduino，这个微控

制器（Micro Controller）就此成为我人生中的助

推器。如果当初我没有接触Arduino就不会有今天

■	学生在事后使用所收集到的气压资料进行高度
换算。最后收集到最高高度的气压为 786Pa，
并换算后得出 HH-2 估计最高达至距离海平面
33.139 公里。

的HH-2。老师时常给我许多督促与建议，同时也给

予我莫大的支持与鼓励。

接着是教务处的许梅韵副校长。还记得我们第

一次见面是在初三时，我向她发表我的第一个计

划“HH-1 MARS LANDER”。后来阴差阳错下，我当

上了2016年全国独中科学营开幕仪式的组长，并

由此更深入地认识了许副校长。在此次计划里，许

副校长给予了我们莫大的支持与帮助，包括取得校

方的批准与校车的租借等。如果没有许副校长的帮

忙，我们绝对不会那么轻易达成目标。

此外，我还想感谢一个对我来说很特别的人，

他让我学会了成长、面对、珍惜和感恩自己拥有的

一切。也许现在他已不在我身边，不过我非常、非

常感谢他曾经出现在我的人生里，为我带来阳光与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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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谢。感谢我老妈、氦鹰探空

计划主导人陈奕盛学长、马老板、Cytron工程师、

刘凯铷同学、陈慧琪同学、马来西亚航空局、UPM 

Putra Space、蔡美玲老师、带我们出海的渔夫、实

验室助理们等人。

我会如此不轻言放弃，是因为这是我中学最大

的梦想之一，当然要坚持到底。另外，班上同学们

也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还记得当初向大家筹募发

射款项，目标原为六百令吉，后来竟然筹到了一千

令吉，同学们对我的信任与期待是我坚持下去的重

要原因。

我最喜欢的人生格言是亚里斯多德的“没有一个

杰出的人物不是一个疯狂的混合体（No great mind 

has ever existed without a touch of madness）”

和爱默生的“热情是勤奋之母，没有热情就无法

实现伟大的目标（Enthusiasm is the mother of 

effort, and without it nothing great was ever 

achieved）”。

10.有什么话想对兴华的学弟妹说？若要进行类似的

计划，需要具备什么特质与条件？

可以定义你人生的不只是考卷与成绩单，在这

个年纪我们都很迷茫，总是希望可以得到别人的认

可，同时世界也希望我们成为他们所想要的 ——	

一个努力读书的乖孩子，长大成为一个“有用的

人”。可是请你记住，你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与同

意，最重要的是你要认清自己的样子，喜欢什么、

想要什么，学会塑造自己、活出自己，没有人能够

■	高 空 气 象 球 HH-2 的 队
友。右一起为黄骏宥、朱
汶炅、罗加竣及蔡潍泽。

永远伴随你。你只会活一次，世界很大，不要限制

自己，要勇于发展自己的兴趣，挑战并突破极限，

勇于尝试并失败，失败永远是种选择，无敌的成功

是无数次失败的产物。还记得高一始业辅导时，

叶福兴讲师询问我高中的目标，我就懵懂地简单回

说：“我要打破界線（break the boundaries）”

，现在我也成功完成当初的目标。乔布斯曾经说

过：“求知若饥，虚心若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如果你问我何来的胆子去进行这项

计划，也许是傻到一种境界后便不再害怕了。

如果有人想进行类似的计划或任何事情，我想

都必须拥有满腔热血，钛一般的毅力，也要勇于失

败，愿意承受随时回到原点的情况，否则绝对不会

有成功的那一天。

11.你未来会继续往这方面发展吗？谈谈你对未来的

展望。

我本身是一位太空探索的忠实爱好者，最大的

志愿莫过于发射自己设计的太空探测器，并成为

一名宇航员在月球、火星上漫步。所以我当然会往

这方面继续发展，而我也正计划下一次的气象球发

射，期望可以吸取前车之鉴，作出改善以能成功发

射及回收，弥补HH-2的遗憾。希望毕业后可以进入

我的首选大学 ——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不过目前仍需好好努力才能达到入学标准。当然我

也希望有机会加入许多人梦寐以求的NASA。我期望

自己可以继续坚持初衷，突破那些前人认为不可能

被突破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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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吴素爱老师

四、题目：《秋景》

组员：林浚椲，杨佳韵，李宽杰，

      陆芷蔚，蔡燕芩，郑凯贤

班级：高一理忠

《秋景》

清泉石上秋光现，

绿竹丛丛蝶影翩。

山静鸟鸣人迹少，

萧萧林叶落泉间。

读了诗佛王维《山居秋暝》中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与

诗圣杜甫《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本组

同学巧妙地结合了这两首诗，创出了“萧萧林叶落泉间”的亮眼佳

句。听闻这一句是浚椲想出来的，该给浚椲一个“赞”。

这首诗还用了许多意象，写出了秋色情韵，堪称好诗。唯翩翩蝶

影缘花香，建议将第二句的“绿竹丛丛”改为“竹绿菊芳”较为贴

切，也合乎格律。

居住在四季皆夏的热带国家，我们难得一见秋光景色，然而品读

杜甫的《登高》，那道不尽的苍凉，读而不由心绪受感染，随着杜甫

笔下的秋天景色与悲凉心境，不免也萌发悲秋情怀；而王维让我们

看到的是一幅刚下过雨，秋日傍晚、田园山村的风光。同学们能透过

读诗赏诗，模仿古人，合作创作出这样一首动静结合，具有视觉，听

觉，嗅觉，色彩丰富的秋景诗作，实属难能可贵。

回想起这一组同学在创作时，有个下课时段，凯贤一直在查看韵

表。只因抱持着多让学生摸索的心态，也为了让他多认识几个韵部，

我故意不马上告诉他他要找的字到底归属哪个韵部，当时他那又急又

认真又找不到的可爱模样，还真令人忘不了！

厚心得：

■三组的同学与吴素爱老师（前排左四）合影。

“情 • 愁”唐宋诗教学— 

近体诗创作（二）
文创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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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题目：《考试》

组员：叶佳亨，郭欣豫，廖振扬，

      陈名峥，洪佩筠，林晋仟

班级：高一理忠

《考试》

考期将近急如焚，

捧书苦读频温习。

寝食难安心不定，

祈传佳绩乐无敌。

这一组的同学在诗作出炉前，为了韵脚和平仄音调费尽心思，改了又改，未能如期完成。可想而知后来

终于交上来时大大松了一口气的那刻心情。

苦读备考，紧张焦虑的心情是当下学生们考试前的生活写照。本组同学取材实际，感受真实，为可取

之处。

其实对学生而言，读书考试，就如家常便饭。唐朝文豪韩愈说：业精于勤荒于嬉。所以，同学们只要按

部就班，平日不荒废学业，不临时抱佛脚，当考试来临时，又何致以心急如焚？又岂会寝食难安呢？与其考

试过后懊悔自责，不如考前坚定地刻苦准备，也才能期待考获佳绩，展颜欢笑。更何况，平日的努力学习，

并非只为了应付考试获得佳绩而已。

厚心得：

六、题目：《思愁》

组员：张羽晴，李悦宁，林钲添，陈宛佋，

      金  盛，林韦孜，杨宇鹏，关丽怡

班级：高一理仁

《思愁》

绵绵细雨丝，

隐隐窗前月。

辗转夜悠悠，

两鬓染霜发。

这首诗押入声“六月”韵。语言特点是连用了三个叠字形容词，透过具体鲜明的意象，将悠悠长夜、辗

转不寐的思情流露无遗。意境由景而情，有动有静，有实有虚。绵绵思情，悠悠长夜，不能成眠，情意之深

长，不言而喻，尤其以末句“两鬓染霜发”作结，更是具体形象化地表达出思念之苦，令人喟叹。只是，末

句“鬓”“霜”两字不符合平仄格律的要求，若将两个词组对调并改成“秋霜两鬓发”，虽符合格律，意境

亦佳，可是又犯了“三字尾”。所以，求好心切，又有兴致的同学，不妨再三推敲修改。

想起这一组组员悦宁交作品给老师时，我见她神色异常，一摸额头，好不烫手，才惊觉她正发着高烧，

赶紧请同学送她到训导处休息。

这一组同学延后交来诗作设计图，一共交了四张，诗的内容却一样。因此，建议组员们宜先行沟通后，

才认领所负责的项目，以免工作重叠或得重做。

厚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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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深动力【李崇建/宝瓶文化/C019】

2. 如何有效阅读一本书【奥野宣之/人民出版社/C019】

3. 我为读书狂：一个90后的读书笔记【张启晨/教育出版社/C019】

4. 书店的灯光【刘易斯.布兹比/三联书店/C487.6】 

5. 日本古书店的手绘旅行【池谷伊佐夫/重庆出版社/C487.6】

6. 相约在书店【范用/江苏凤凰文艺/C855】

7. 莎士比亚书店【西尔维亚.毕奇/译林出版社/C874】

8. 岛上书店【加.泽文/江苏凤凰文艺/C874】

9. 时光如此轻柔：爱上莎士比亚书店的理由【杰里米.莫塞尔/三联书店/C885.3】

10. 灯火夜微明：京城书店岁时记【田海遥/中央编译出版社/R487.6】

图书馆主题书展
7月份新書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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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一切与生活有关

8 月份主题书展：阅读与商业

文 / 刘兼阀老师
商业，一切与生活有关

商业世界和生活分不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活动都跟金钱和商业离不开关系。

商业的营运模式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作息，各种商业活动和发展都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未来的世界。

因此，我们需要探索、理解更多元的现实生活与商业世界，以便和社会与世界接轨，不当井底之蛙。

市面上的商业类书籍很多，参阅相关书籍，可以带领我们知道简单的商业常识，将之融入自己的生活，打

开你的商业视野，分析身边的人和事，运用商业思维，创造生命的充实！ 

或者，阅读一本有关企业管理的书，能让我们具体了解一家企业的管理、运作和执行。也许，通过商

业、企业成功人士的创业理念，找到自己的学习目标与方向。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但若

要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就必须具备一些不可或缺的条件，如：知识、毅力、眼光、行动力等。在年轻时，

通过阅读，找到自身的学习楷模，开拓视野与思考，审视自己的定位，是帮助自己成长的好方法。

此外，激烈的竞争环境已成为这个时代商业社会的特征，人们必须保持弹性，才能为崭新机会做好准

备。面对职场上巨大的挑战与竞争，我们也须多读、多看、多听、多了解、多思辨，培养自身多元能力，

才能应对未来多变的社会。

同学们，八月份，诚邀大家到图书馆的主题书展“一起商业起来吧”！

你有没有想过以下这些问题：

˙ 为什么没有一间实体店面，亚马逊（Amazon）却可以成为全球最大书商？

˙ 为什么苹果本身不卖CD，却是第一大音乐零售业者？

˙ 为什么全球最大咖啡连锁店星巴克（Starbucks），卖的是标准化的咖啡商品，走的却是顶级价位？

˙ Uber该如何处理因急速成长所带来的各种影响？

˙ 可口可乐该如何面对健康风潮下逐渐萎缩的碳酸饮料市场？

˙ 机器人和人工智慧能否取代人类？

˙ 我们都被生活中的各种消费追着跑......钱都到哪里去了？

˙ 我国中小企业的崛起如何影响我国经济？要如何与大型企业竞争？

˙ 中小企业要持续经营，必须关注哪项经营趋势的转变？

˙ 我国签署的隆新高铁计划，给大马带来了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潜力？

你又是否想过：

˙ 何谓商业模式？

˙ 商业模式何以必须与时俱进？

˙ 如何将理想的商业模式融入企业？

˙ 如何藉其达成策略目标？

˙ 如何管理创新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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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有曾经感动、记忆深刻的书想与人分享，却苦无管

道？欢迎您参与“兴·阅-布可共读计划，诚邀老师推荐好书”活动，希望透过您的分享，让全校师生

有幸阅读更多的好书，增加生命的深度与广度。图书馆诚邀全校老师热情参与推荐，让书本活起来，

好书再流传 ......

“兴·阅”
诚邀老师推荐好书 ₁

《文化苦旅》余秋雨 | 推荐者：苏进存副校长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第一部散文合集。全书的主题是凭藉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

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表现出文化良知，震

撼人心。

《苏菲的世界》乔斯坦˙贾德 | 推荐者：黄乐仪老师

念书时在学长推荐下阅读，是哲学启蒙书。从古希腊康德、苏格拉底、亚里斯

多的、笛卡尔、里格尔、马克思到弗洛依德等，开启哲学殿堂的入门钥匙。

《与神对话三部曲》《与神谈生死》尼尔· 唐纳德· 沃尔 | 推荐者：黄乐仪老师

成年后对于生命的探索与存在的意义等追问，偶然在书局找到的好书。

本书畅谈生命，善与恶，生活与爱，健康等课题，开拓新的思路。

《八口小锅》村田喜代子 | 推荐者：林惠芳老师

这本小说收集了作者八部作品，其中好几部获得日本

重要文学奖。作者运用了女性独有的细腻优美语言和丰富

的想像将生活百态很自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我的母亲手记》井上靖 | 推荐者：林惠芳老师

这是一部很“平静”的手记。作者用了很平静的语调记录了自己照顾阿兹

海默症老母的经历，却从中发现母亲许多不为已知的一面。没有曲折离奇的故

事，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却似静谧的流水，流淌着淡淡的哀愁，娓娓道出作者

对“活着”的解读和生命的观照。

《致读者：新加坡书店故事1881-2016》周星衢基金编着 | 推荐者：陈虹君老师

书店是一个地方的人文象征，本书记录了新加坡书店的历史，从MPH、商务、甚

至独立书店。当中承载了许多人的回忆与感情，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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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敖的第一本小说，一本历史小

说，一本讨论中国古典武士道、中国灵魂

典范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本中国人的“

悲情史”、“气节史”。书中情节，慷慨

悲壮，浩气沉雄。那些英雄豪杰、志士仁

人，为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赴汤蹈火，

置肝脑涂地于度外，视死如归，视道德气

节高于一切。他们死得那么惨烈，死得那

么令人惊心动魄，死得那么孤寂，死得那

么从容。

书中精彩处甚多，其中借李十力对康

有为的一段对话，既具洞察力又借古讽今。

《成功美德系列丛书》周兆呈等编写 | 推荐者：黄英莲老师

这套丛书以生动活泼的漫画，呈现精彩的历史故事，是能让人轻松阅读，然后

深刻理解什么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中华传统美德的好书！

《三年零八个月》徐有利编绘 | 推荐者：黄英莲老师

本书透过简单的漫画带出日军侵略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历史。书中图文并茂列出日

军和英军的军力、军服、枪械、战舰、坦克、战斗机等武力，并附上“历史知识小

锦囊”辅助阅读。为何日本会发动侵略战争？当时英国驻马的兵力有12万人，日军

只有4万8千人，但日军仅以70天就占领了马新，为什么？

·读了这本书，你就知道答案了！

·了解过去，将帮助我们明了现在，懂得居安思危！

《季候风相会的土地上》MUSIMGRAFIK | 推荐者：黄英莲老师

这是本以有趣的漫画形式呈现的历史书，由一群民间人士撰写，与历史教科书颇

为不同。故事从马六甲王国说起，止于1957年，内容非常精彩，可读性高。对马来西

亚政治发展的历史背景不甚了解和感到疑惑的人，本书可为您解惑。

“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的集团

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

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

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

做的......根本问题已不在他们为中国

做了什么，而是在他们拦别人的路，不

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想到那些长期为追求公理正义而被

强权恶政压迫、羞辱、牺牲的人；读这

本书，宛如一泓清泉，沁人心脾，其荡

气回肠的情节，确能振聩发聋。

《电学之父—法拉第的故事》张文亮 | 推荐者：林春丽老师

参加数理硕士班，教授推荐“法拉第故事”这本故事让我获益不

浅。上网找资料发现“法拉第”这位伟人的影响这么大，甚至教授也是法拉第迷。他的

人生经历.绝对值得所有数理老师及每一位学生学习,是可以指定必须阅读的图书。

《北京法源寺》李敖 | 推荐者：谢锡福副校长

《权威之探秘百科：自然探秘》（加强版）理查德˙沃格特 | 推荐者：杨莉云老师

“权威之探秘百科”探秘信息专业，科学前沿，图片精准，有各种“自然探

秘”主题。内容丰富，色彩引人，文字简明，非常容易吸引时下的学生阅读。加强

版乃课本以外的延伸知识，能让学生增加课纲的深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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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野圭吾系列作品》东野圭吾 | 推荐者：翁柳洁老师

没有特定选某本书，而是集中推荐所有“东野圭吾”的作品。他是

日本有名的推理小说作家，近几年的作品更是开始将推理，悬疑与人

性，价值观融合。图书馆仅有两三本，而其作品的量、质都让人惊叹。

好有名的《白夜行》，《嫌疑犯X的献身》，《医学三部曲》等。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保罗· 科尔贺 | 推荐者：潘明联老师

“人因梦想而伟大”这句话想必大家再也熟悉不过。小时候，每个人肯定有

过看似不切实际的梦想。不管是天马行空，抑或天方夜谭，在心里的某一隅，必

曾幻想过自己会有个奇幻的人生之旅。不知曾经何时，梦想离自己越来越远，越

来越远 ......

通过此书，细读牧羊少年的种种经历，在故事的情节中，仿佛找回小时候不

畏惧梦想的那个自己。面对岁月的流逝，徘徊于现实与梦想之际，切记勿忘初

衷。人生道路虽漫长与艰辛，然而，蓦然回首，那条不堪回首的路，会开出一簇

簇漂流的花朵，指引着自己走向更美丽的方向。

牧羊少年的故事带领着世界读者探寻生命宝藏，也让许多人找到自己。

《博士热爱的算式》小川洋子 | 推荐者：颜毓菁老师

小川洋子【博士热爱的算式】说的是单亲妈妈、10岁小男孩与64岁数学博士，三

人相处的故事。这是一本完完全全月月体现了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也让我们

感受数字之美，相当适合所有人阅读的书籍，更应该推荐给对数学有恐惧的学生。日

本己经将这部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

《笑着冒险，直到生命终点》萝伦· 芬恩· 瓦特 | 推荐者：翁淑婷老师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会忽略了身边最亲近的人。当你发现且能当下做出

选择的时候，哪怕是一刻也好，不要让忙碌和后悔带着你走完人生。珍惜上天给

我们的安排，不抱怨地勇往直前。

这本书的作者，蘿倫，记录着她与她的大狗狗，吉赛儿的故事，让她活出了

人生的精彩。

《身体语言的力量》王静 | 推荐者：翁淑婷老师

俗语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了解你自己吗？有没有想过平日的你的一

举一动都会影响着你身边的人对你的想法和看法？当你领悟这一切时即改变自己，

你会发现一路以来你面对的难题是那么容易可以解决与改变。让王静老师带你看身

体语言的力量，祝福你迈向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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