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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惠康大使阁下（左二）与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左三）及董事主持鸣罗开幕仪式。右起黄秀玉校长、
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及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左一为卢金峰副董事长。

七秩芳华，弘文励教

兴华中小学及校友会创立 70 周年联欢晚宴
黄乐仪老师报道
自1947年立校，兴华迎迓七秩寿辰，七十载岁
月兴文弘教、铸魂励学，桃李盈门耀兴华。8月26
日（星期六）晚间8时，兴华中小学及校友会在我
校举办70周年校庆联欢晚宴，筵开295席，吸引逾
3000校友及家长踊跃回校，盛况空前。感念董事多
年贡献，大会特别颁发董事长期服务奖予25位劳苦
功高的董事，我校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
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与卢金峰副董事长更荣获“爱
我兴华卓越贡献奖”。校友会亦特别筹募了120万
令吉兴华中学教职员福利基金以及30万令吉兴华小
学发展基金，共襄盛举。
铭刻历代兴华人奋斗的身影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致词时表示，兴
华的创办与崛起，是我国华文教育的传奇。自1947
年创校，从草创初期租借亚答屋、店铺及观音亭的
戏台为课室，到目前现代化的宏伟校舍，是一个艰
辛和漫长的过程。七十年来一路的风霜晴朗，铭刻
着历代兴华人奋斗的身影。

70年代至90年代，随着学生人数增长，一幢幢
校舍傲然伫立。21世纪，兴华提出“人文科技面向
未来”的教育理念，随着教学大楼和科技大楼的启
用，校园环境、设备与教学质量全面提升，社会对
兴华的办学和发展充满信心。
“今天适逢校友回校日，我期待校友会集合更
多人的力量和智慧，以更多元的模式回馈母校。董
家教和校友会在现有基础上再接再厉，以锲而不舍
的精神开创兴华未来更美好的辉煌篇章。”
黄惠康阁下：兴华媲美中国第一流中学
接着，大会邀请一众嘉宾上台剪彩，共有70余
位嘉宾受邀上台以鸣锣和拉礼炮的方式为大会拉开
序幕。
剪彩仪式结束，大会恭请主宾中国驻马来西亚
大使黄惠康阁下致词。他表示自己曾于三年前拜访
兴华，为我校一流的软硬体设备和良好校风所震撼。
“巴生兴华中学是世界一流的学校，可媲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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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荣获董事长期服务奖者领奖后合影。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前排左六）服务 54 年，成为全场服务最久
的董事。

国第一流中学，也获得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知
名高校的一致认可。众所周知，北大及清华每年
到中国各省会城市招生，所录取名额都很有限。
但这两所大学今年却一次性录取近20位兴华中学
毕业生，足以证明兴华的声誉及其办学的实际成
绩。”
他续称，兴华中小学70年来培育无数国家建
设者，有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这样的华
社领袖，也有在各行各业取得成就的众多校友。
他代表中国驻马大使馆转达三个祝福给兴华：
一、祝愿兴华中小学为马来西亚培养更多的建设
人才；
二、祝愿兴华中小学为马中友谊培育更多的亲善
大使；
三、祝愿兴华中小学为大马华教培育更多薪火传
人；
黄惠康阁下也在晚宴上赠送1万令吉书籍给
我校图书馆，由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接
收，黄秀玉校长陪同。

成立兴华校友会基金会
工委会主席余安董
事在晚宴上宣布成立兴
华校友会基金会，将来
以系统化的筹款方式凝
聚各方校友的力量，共
同发展兴华中小学。
“今天我是工委会
的主席，平时却是校友
会的主席。校友会一向
■ 工委会主席余安董事
来联合着家教协会，尽
心尽力地配合中小学的董事部，无怨无悔地为学
校做出贡献！我们目前已有约三万名校友，校友
会基金除了筹钱，也可借此凝聚校友对母校的向
心力，期待大家给予热烈的响应！”
他代表校友会向老董事与老师们致上最高的
敬意，并表示七十周年校庆，提醒大家前面的路
还很长，必当以如履薄冰的态度开拓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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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左二）、卢金峰副董事长（右一）及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右二）荣获爱我
兴华卓越贡献奖，由黄秀玉校长 ( 左一 ) 及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左三）颁奖。

25位董事荣获董事长期服务奖
接着，大会颁发董事长期服务奖，共有25
位董事获此荣誉，依年资排列如下：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服务54年，成为
全场服务最久的董事。服务20年以上者共25人，其
中16人在任，9人已卸任。此外，丹斯里拿督斯里
杨忠礼董事长、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与卢金峰副董
事长更荣获“爱我兴华卓越贡献奖”。

爱我兴华卓越贡献奖
杨忠礼董事长是华社领袖表率
黄秀玉校长代表兴华中小学发表致谢词，她说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在任期间，带领我校
三机构同仁和师生，同心协力，完成教学大楼及科
技大楼的建设，于2007年捐献二百万元予教学大
楼，更于2013年捐献一千万元建设科技大楼，创华
教界个人捐献史无前例的纪录，成为华社领袖的表
率；于2014年捐献二百万元设立“杨忠礼陈开蓉大
专奖助学金”、一百万元设立“杨忠礼教职员福利
基金”，兴华师生得以长期受惠；近年来更多方提
供优渥奖学金勉励独中毕业生赴台湾及中国深造。
“杨董事长积极加强师生福祉、推进学校软硬
体发展的同时，更高瞻远瞩，亲自领军参访北京一
流大学和中学，搭建独中毕业生的升学桥梁、突破
教育格局，实为华社领袖的楷模。”
陈开蓉董事是教育工作者的典范
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在任期间，与我
校三机构同仁和师生，同心协力，积极投入教学大
楼及科技大楼的建设，并为众人表率，于2006年捐
献一百万元建设教学大楼英语教学中心、2013年捐
献二百万元建设科技大楼大讲堂。此外，陈董事致
力于提高兴华英语水平，于2009年开设陈开蓉英语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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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回校日大会旗移交下届主办单位 1992 年毕业校友代表林碧燕。

教学中心专户，长期资助英语教师培训，并于
2017年捐献二百万元设立“陈开蓉英语教学中心
师生培训信托基金”，协助英语教学中心永续发
展。2006年至今，陈董事亲自设计、定期出资
维护、督导校园美化工作，为师生创设温馨有朝
气的校园环境。陈董事为培育下一代全心付出大
爱，实为教育工作者的典范。

会，也于2016年9月成立了兴华校友会北京分
会，以及今年6月4日成立了台湾分会。

卢金峰副董事长关心清寒学子
兴华中学副董事长卢金峰，在任期间，与我
校三机构同仁和师生，同心协力，积极参与综合

“香港大学教育家程介明教授在他的专栏
中把兴华形容为马来西亚独中的翘楚，具有大
校风范。身为兴华校友，我相信在座各位和我
一样，引以此为荣！”

大楼、教学大楼及科技大楼的建设；长期担任董
事会助学金小组主任，关心清寒学子，并于1998
年捐献二百万元设立“卢金峰清寒子弟助学基
金”，永续支持有心向学的清寒学生继续学业，
为社会培育人才，让更多华裔子弟有机会接受中
华文化的熏陶。卢副董事长长期为华教默默耕
耘，实为维护华教工作者的典范。

■ 工委会副主席陈锦祥

校友会基金推介礼
颁奖结束，大会
播放校友会基金推介
礼及庆贺70周年校
庆短片。工委会副主
席陈锦祥致谢词时表
示，兴华创校70年，
在全世界各地校友估
计有两万多人。除了
马来西亚兴华校友

兴华的学生在学术、才艺和运动领域方
面，频频创下亮眼的成绩。老师的教学也不断
与时俱进，结合新教育理念和科技；董事部、
校友会及家教协会更是群策群力，朝着兴华中
学“人文科技，面向未来”的愿景迈进。

他向筹委会理事们致于万二分的谢意，也
感谢董家教三机构的鼎力支持和配合，更感谢
各位“兴华人”，成就了今晚的盛宴。
接着，大会进行校友回校日主办代表移交
仪式，由本届工委会主席余安董事将大会旗移
交下届主办单位1992年毕业校友代表林碧燕。
当天大会邀请的嘉宾尚有华总总会长丹斯
里方天兴、巴生中总会长兼我校董事会副董事
长拿督林宽城、全国独中董事长、校长、巴生
区华小董事长、校长、董总、教总、雪隆董联
会代表、荣休老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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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惠康大使阁下（左）赠送 1 万令吉书籍予我校，由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中）见证，黄秀玉校长接领（右）。

■ 工委会移交 120 万模拟支票作
为兴华中学教职员福利基金。
左起为校友会副主席叶进来董
事、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黄
秀玉校长、丹斯里杨忠礼董事
长、总务苏顺昌董事及财政翁
紹好董事。

■ 工委会移交 30 万模拟支票作
为兴华小学发展基金。左起为
校友会副主席叶进来董事、校
友会主席余安董事、兴华小学
董事长卢金峰、陈家福校长、
陈伟后副董事长、财政黄淑缘
董事、兴华小学家教协会主席
郭耀星董事及郑至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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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忠礼董事长：

锲而不舍开创辉煌篇章
教育是千秋大业，其发展是一个曲折而又冗长的过
程。兴华中学数十年的求存、发展和建设，所记载的，
是我华社为社会培育人才、维护母语教育，以提升教育
素质为己任所作的努力和奉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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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兴华中
小学及校友会创立70周年联会晚宴上致词全文：
中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黄惠康阁下、署理董
事长拿督李平福、兴华小学卢金峰董事长、校友会主席
余安、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黄秀玉校长、兴华小学陈
家福校长、各位兴华友好嘉宾、老师、校友，大家晚上好。
这个欢乐与吉祥的好日子，我们相聚在这里，庆祝
兴华中小学及校友会创立七十周年。首先，我要谢谢今
晚的特邀主宾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
黄惠康博士在百忙中出席今晚的晚宴。同时，我也要向
所有出席今晚的各位嘉宾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
敬意。
七十年来一路的风霜晴朗，铭刻着历代兴华人奋斗
的身影，这批兴华中学的创校者凭着惊人的热情和毅
力，靠着挨家挨户劝捐募款招生，一点一滴、一砖一
瓦、一步一脚印走到了今天的创校七十周年。
兴华的创办和崛起，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传奇。
兴华中学自1947年创校，从草创期租借亚答屋、店铺及
观音亭的戏台为课堂，到目前现代化的宏伟校舍，是一
个艰辛和漫长的过程。
创校时缺乏资金经费，是最大难题，全靠师生挨
家挨户获取支持，跑遍滨海各地，劝捐募款，困难维
持。1961年之后，受国家教育改制大潮冲击，生源与校
誉一落千丈濒临关闭，直到六十年代末期校政重新改组
后，慢慢复兴。
从70年代到90年代，重建校舍，稳定学校的发展，
是兴华中学的重点任务。这过程中，随着学生人数的增
加，依重建计划，学校于1983年及1993年完成四层国字
型大楼和九层综合大楼。数十年的奋斗，一栋又一栋的
校舍傲然直立在港口路兴华中学这块校地上。

百年树人的学府，须要紧跟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向
前迈进，以接受一波又一波的严峻挑战和考验；我们所
肩负的便是这么一项任重道远的历史任务。
21世纪的教育，除了坚毅的精神，更需要与时并进
的前瞻视野与豪气，新的形势和需要促使同仁等不敢怠
惰。华文独中教育在我国的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拓展和
不断超越。把兴华中学办成为一所具备新视野、新格局
和更为完善的中学是大家的理想；为华文独中教育开拓
新的方向，更是一项历史任务。
配合客观条件与世界趋势，在资讯科技的大潮中，
兴华提出了“人文科技面向未来”的教育理念。随着教
学大楼和科技大楼的启用，校园环境全面改善提升，学
校设备与教学质量大幅度提升，大家对兴华的办学和发
展更充满信心。
在已故郑校长倡导的人文科技相结合的教育纲领底
下，兴华中学近十年积极在科学领域为师生提供汲取新
知的平台，鼓励师生探究创新；在校园提供快速稳定的
上网设施和电脑，开展在云端协作的学习模式；在教学
设计上注入专题研究的元素，培育学生批判性思维；在
第二语文学习上，结合实际应用并强化沟通能力；在品
格教育的现有基础上，结合高效能人士七大习惯和成年
礼，期待学生成就自己、成就他人。在管理上，ISO的
认证和PDCA的实践、带领现有领导层的高效率运作。难
能可贵的，是董事部、校友会、家教协会合作无间，一
起为兴华中的发展做出贡献。
今天适逢校友回校日，我期待校友会能集合更多人
的力量和智慧，以更多元的模式回馈母校。我也期盼兴
华的友好继续以各种方式支持我们。七十年的岁月，
记载兴华从诞生、落寞、到浴火重生，是几代人的心血
结晶。在现有基础上，我们董家教和校友会矢言再接再
厉，兴华中学将以更强大的力量更稳健的脚步，以锲而
不舍的精神，开创未来更美好的辉煌的篇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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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惠康阁下：

华校为国家培养人才
中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黄惠康阁下于8月26日
兴华中小学及校友会创立70周年联会晚宴上致词全文：
尊敬的丹斯里杨忠礼博士、丹斯里方天兴、各位巴生兴华中
小学的董事、教育界的各位领袖、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受邀参加巴生兴华中小学建校70周
年庆祝活动。听了丹斯里杨忠礼博士的介绍，之前也参观了校
园，我深刻地体会到兴华中小学坚实的办学基础、先进的教育
理念、浓厚的教学氛围，真切地领略到这所拥有70年悠久历史
的著名华校的风采。值此校庆之机，我代表中国大使馆向贵校
表达三个祝愿：
第一祝愿兴华中小学能够为马来西亚培育出更多的建设人
才。教育是国之根本，办好教育兴国利民。70年来，兴华中
小学培育出无数的国家建设者，既有像丹斯里杨忠礼这样的华
社领袖，也有在各行各业取得成绩的众多校友，大家无论岗位
如何，都在用辛勤的汗水建设自己的家、自己的国。“空谈误
国，实干兴邦”，希望兴华中小学以“协作、学习、探究、发
现和创新”的办学精神，为马来西亚国家建设培育和输送人才。
第二祝愿兴华中小学能够为马中友谊培育出更多的亲善大
使。我这里有一个统计，2014年以来，兴华中学毕业生赴中国
留学的共有40位同学，仅2016年就有17位同学分别赴北大和清

■ 黄惠康大使阁下

华留学。我想在这40位同学学业有成，
成为国家栋梁的同时，马中两国源远流
长的友谊之河面必将添加40座坚固的桥
梁，能够让马中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
年之间的兄弟情谊日久弥新。中国驻马
大使只有一个，但兴华培育出的马中亲
善大使可以多多益善。
第三祝愿兴华中小学能够为大马华
教培育出更多的薪火传人。华文教育是
马来西亚多源教育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记载着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精华和
智慧，历经近200风雨而传承不息。当
前，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中文应
用日趋国际化，使华文教育催生出新的
时代内涵和实用价值。学好华文、用好
华文即是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
是在新时代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衷
心希望兴华能够同大马众多华校一道，
继续为国家的华文教育拼搏奋斗、添砖
加瓦。
我代表中国使馆向兴华中小学捐赠
1万令吉的中文图书，以此祝贺兴华中
小学70周年华诞。
谢谢大家！

■ 黄惠康大使阁下盛赞兴华中小学为国家培育无数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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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忠礼陈开蓉大专助学基金
颁 2 万令吉予十优秀生

■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右四）及夫人潘斯里拿汀陈开蓉董事（右三）颁发总数马币 2 万令吉助学金给 10 位
优秀毕业生。右起为副董事长卢金峰、黄秀玉校长。左起为苏进存副校长、尤瑞泉董事、苏顺昌董事及署理董事长
拿督李平福。

黄乐仪老师报道
8月23日（星期三）我校董事长丹斯里拿
督斯里杨忠礼博士及夫人潘斯里拿汀陈开蓉
董事颁发总数马币2万令吉助学金给10位优秀
毕业生，其中4位为教职员子女，另6位为校
友，每人每年获2千令吉助学金。这项助学金
自三年前成立至今，已有26位毕业生受惠。
杨忠礼陈开蓉大专助学金的成立旨在赞
助我校毕业生及教职员子女升读国内外大专
本科学位或专科教育费。基金来源于丹斯里
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及夫人潘斯里拿汀陈开
蓉董事200万教育献金，以此为本金，每年利
息作为奖助学金之用。凡我校在职教职员子
女或服务满三年全职教职员的子女或品学兼
优、家境清寒，热心活动与服务的高三毕业
生可提出申请。每年录取的名额，将根据所
得利息总收入和已录取受惠学生总助学金数
额来决定下一期新录取的名额，所余利息作为
未来持续颁发助学金之用。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勉励荣获助学金的学生
到大学心无旁骛地学习，在各自领域孜孜不倦，将来为
社会、为国家贡献力量。
荣获是项助学金的学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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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狮爷传奇 金门县国乐团演出
黄乐仪老师整理
7月20日（星期四）晚间7时半，台湾金
门县青少年国乐团在我校科技大楼大讲堂举
行“风狮爷传奇”音乐会。当天所演奏的乐
曲以金门乡情为背景，将金门的文化习俗通
过音乐呈现，以音乐催化及促进海内外同乡
情谊。
我校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致开
幕词时表示，金门是个历史悠久的侨乡，海
外乡亲人数最多的地方就是马来西亚和新
加坡，此次金门县政府教育处为强化与海外
乡亲互访交流，将金门青少年乐团的学习成
果，融入拜会海外乡亲行程。

“以往，金门因物资贫乏无法取得发展，需要
海外乡亲救济，现今金门高粱酒的卓越销量带动发
展，金门经济得以改善，我们则以金门国乐回馈海
外乡亲。”
音乐会首场演出由黄光佑老师领衔演奏《神游
浯州醉金城》。接着，陈映蓉小姐出场并联合笛子
乐队演奏《喜》，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苏文庆
老师指挥《闽南风海峡情—躍动金门》演奏，精彩
的演出扣人心弦。

“国乐在新马一带叫华乐，是民族传统
音乐。今天我们看到一代代青少年热爱华
乐，让我们倍感欣慰。”
他说，该国乐团在金门县政府、国乐协
会、家长后援会及台湾音乐家黄光佑指导
下，屡屡获得多项殊荣，更走向两岸及国际
舞台，让传统音乐得以传承。
台湾金门县政府教育处处长李文良博士
感谢金门海外乡亲们给予金门故乡的支持及
付出，让金门得以发展。

■ 一众嘉宾观赏演奏会。前排起为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
礼董事长、潘斯里拿汀陈开蓉董事、黄秀玉校长、署
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后排右起李锡循、李文良、尹
新垣公使、吕清便及黄克忠。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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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众嘉宾与演奏者合影。左五起为黄克忠、石兆瑉、台湾金门县政府教育处处长李文良博士、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
礼董事长、潘斯里拿汀陈开蓉董事、驻马来西亚代表处尹新垣公使、雪兰莪金门会馆会长吕清便、许能丽。第二排
站者左一为指挥周圣文、左三为音乐总监兼指挥黄光佑。

20分钟中场休息后，李博弹老师指挥
的《相望》，由许静宜以大提琴、叶雅妮
以二胡结合乐队齐奏，中西乐器合璧，表
达了海峡两岸同胞隔海相望思念之情。最
后，苏文庆老师指挥演绎《风狮爷传奇》
，全曲分为三段：风飞沙、风狮爷及浯洲
情，内容讲述金门岛上居民为抵御风沙祈
求平安而膜拜风狮爷，描绘风狮爷在金门
人心中屹立不倒的精神象征。
■ 中西乐器合璧，表达了海峡两岸同胞隔海相望思念之情。

■ 金门县青少年国乐团呈献多首曲子，扣人心弦。

2017年 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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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与数据科学
赵伟教授专题演讲

■ 澳门大学校长赵伟教授

何芷倩 、谢昀彤 （高二理孝）报道
8月10日（星期四）上午9时半至11时，我校邀请
到澳门大学校长 —— 赵伟教授为高二级及高三级的
理科同学在科技大楼大讲堂进行一场以“数据、科学
与数据科学”为题的讲座会。赵伟教授为国际著名学
者，并于2008年起出任澳门大学校长。在科学研究方
面，他作为电子与电气工程协会（IEEE）的会士，在
物联网研究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2011年，他被中
国科技部任命为国家973物联网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鉴于其在科学与高等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赵
伟教授于2005年获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授予“终身成就
奖”；2007年获中国计算机学会授予“海外杰出贡献
奖”；至今共获得全球十二所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
位及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院士名衔。
赵伟教授以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来引领同学们思考
人类科学发展的一步一脚印何以开展。他说，牛顿观
察苹果从树上落下的故事无人不知，但又有多少人会
延续这位科学家的探究精神？他以非凡的耐力与智力
才探讨出苹果从树上落下是因为引力，后来还从研究
物体运动的过程中，提出了“世界的变化是质点之间
的碰撞和吸引”的概念。

数据科学是什么？要更好的理解这门学问，
我们可从了解“大数据”下手。自古以来，许多
重大的科学发现都是以大量的数据累积为基础，
并通过深度研究所造就。这些大量的数据累积就
是所谓的“大数据”，例如宇宙中的原子数量、
粒子相互作用的模式之数量及组成生命的一系列
代码等。而“科学”，就是把这些数据简单和缩
小范围化的学科，以便我们研究它们之间的关
系。换言之，自然科学的发展便是人类对大数据
的追踪、解释与调查。其实，你我的生活中围绕
着大量的数据，而且其范围并不只局限于科学
（物理、化学、生物等）领域。
虽然这些数据并不存在于一个领域中，但它
们都存在于同一个宇宙中，是大自然的表象与反
映。正因如此，它必有其内在的规律。只要规律
存在，就可以称之为“数据科学”，而发现这些
内在规律就是新兴“数据科学”的目的。总的来
说，数据科学是一门研究宇宙中数据的学科，一
般原则是有对称性，例如春联、眼睛、耳朵等。
善加利用这些数据科学的规律，人类文明将可以
进一步发展。
赵教授表示，在研究这些数据前，我们可将
数据进行分类并归纳为三个类别 —— 个体的参
数、个体的轨迹和个体间的关系。个体参数包
括：一个人的体重、身高等，分析结果呈正态
性；个体轨迹指的是路线、记录等，分析结果呈
局部性，例如一个人有很大的概率今天做的事明
天还会做，虽然会有变化，但相对地非常微小；
个体间的关系则是谁认识谁等，分析结果呈现小
世界现象，是个经过计算直径不大于6的图像。
数据科学在现今社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
色，使我们更快捷地理解数据，并以更智慧的方
法完成事情，引领我们走向更进步的未来。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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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人赵伟教授（前排右一）与观众合影。前排右二起为黄秀玉校长、冯达旋教授、莫壮燕副校长及陈伟轩老师。

了解并关注大数据的发展

数据科学与生活息息相关

吴静儿（高二理孝）

谢硕哲（高二理孝）
赵伟教授的讲题为数据科
学，非常符合现在的趋势。他以
幽默且有趣的方式向我们介绍什
么是数据科学。从牛顿力学，教
授点醒了我们在高中物理知识的
局限性。教授提问三个球碰撞，
我们都算得很头疼了，那么x1078

个原子呢，如何了解？原来，
不管是物理说的质点，化学说
的元素，或是生物说的DNA，自然科学不过是对DATA的
追踪。想一想，生活真是离不开数据。商业贸易、气
象、交通、互联网通通都是一连串的数据。其实我们
对数字的掌握只停留在表面，可能只关注一包鸡饭多
少钱、今天天气如何，而没有去优化和整理大数据，
而教授则带我们“入门”，让我们去思考未来大数据
的可塑性和重要性。现在已经有许多科研团队和公司
着重于这个领域，我相信不久后数据科学真的就会充
斥着我们的世界，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都必须要了解
并关注大数据的发展。

通过这个讲座，感觉
自己又学到了新的知识，
获益良多，了解到了一个
未来的趋势，且之前还
不太清楚的 —— 数据科
学。赵伟教授的切入点很
棒，从物理的牛顿定律、
质点，到化学的元素周期
表，再到生物的基因，可以看到科学的发展和人
类的进步就是不断的把大数据缩小。其实一开始
我还在想说听这些要来干嘛呢，但经过赵伟教授
的一番演讲便了解到数据科学的重要性，因为它
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如今人类世界已经
发展到了科技时代，我们这一代作为即将接棒未
来社会的主人翁，应该要好好的了解数据科学，
并将其发展起来加以利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数据科学会成为大学，甚至是中学的一项学科，
所以我们更应该好好学习它，才能成为更有竞争
力的人。

2017年 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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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 70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兴华大讲堂（三）

超越 AlphaGo
由大数据引起的社会、技术与法律的挑战
郭珂儿老师报道
近期谷歌围棋程式AlphaGo战胜国际
级围棋高手，不仅再次掀起风口浪尖上的
人工智能话题，其背后的大数据驱动也标
志着新一代的数据工业与商业的开端。我
校与巴生中华总商会有幸邀得澳门大学
校长赵伟教授就此议题展开讲座，讲题为
“超越AlphaGo —— 由大数据引起的社
会、技术与法律的挑战”，于8月10日（
星期四）晚上8时在科技大楼讲堂，免费
开放予公众人士出席聆听。
大量的数据从何而来
赵伟教授专长于计算机科学领域，并
在互联网研究上有着突出贡献，在这次探
讨“大数据”的议题上，提供了深入浅出
的讲解。他首先指出，AlphaGo的成功是
由于运用了大量数据来做出智能判断，而
这也正是其研发者谷歌公司一路来赖以成
功获利的商业秘密 —— 通过免费为全世
界人提供搜索引擎来取得大量（不属于自
己的）数据，然后进行贩卖以谋利。赵教
授形容这种不对等的交易关系:“这就好
比，谷歌给了使用者一罐可乐，却从其身
上抽走了一罐血。”
数据的分享是否公平
举例来说，穷人使用者在搜索引擎
上“搜索什么信息”的这个信息，可以
被谷歌当成“潜藏性消费者信息”收集并
贩卖予富人企业，作为市场的决策数据。
因此在互联网普及后，并没有像人们原本
所预期的那样：信息的轻易取得可以帮助
社会消除贫困。其导致的结果却是富人更
富，反而加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
赵教授表示，正由于数据有价值，人
们一定要解决数据分享不公的问题，有

■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中）、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董事
（右）陪同，赠送纪念品予主讲嘉宾赵伟校长（左）。

用的数据不作交换是不对的，但在交换中不顾及利益也是不
可行的。所以，他认为数据应该商品化，当数据可以被买卖
时，公平的交易才能使各方（包括数据拥有者和用户）都受益。
数据市场颠覆传统贸易
他进一步阐述，据估计世界上已有的每个商品都可以产
生一百万个数据：位置、温度、所在地、制造商、曾被谁拥
有过、曾被谁看过等等。换句话说，如果商人人数要跟商品
量成正比的话，那目前原有商人人数要增加一百万倍才行。
仅从数据量的庞大这一点来看，即说明了数据的买卖将和传
统贸易不一样。
虽然数据量大，但每一个单位其实没有价值，必须组合
起来才有意义。再者，以手机市场举例，全世界的手机制造
商只有少数几家，所以卖方是强势而极少数，买方则是弱势
多数；但是当弱势而多数的数据提供者使用搜索引擎将数据
卖给谷歌时，作为少数强势的大企业反过来成为了买家。所
以，若数据可以买卖，那么数据市场在数量上、价值上、强
弱势对称上，都将有别于传统贸易。
分享大数据面临的问题
赵教授说明，数据贸易首先会面临所有权的问题，有些
数据的所有权是清楚的，但使用搜索引擎过程中所产出来的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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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互动性数据的归属权，在法律上并没有定
义。再来，数据无法像衣服看过了才买，于是就
有了如何宣传以及如何选购的问题：“你不能把
数据拿回去看，看完以后说我退了。好比你买一
本书看完以后要去退，书店会说‘你把我当图书
馆？’。”
更重要的是，数据的度量衡尚未发明。文件
的大小只是个很粗略的描述，并不能精准地提供
内容信息的含量和质量，也就没办法来秤度。即
使现在发明了数据的秤，可以开始做交易了，但
我们知道数据是量大价低，付款与收款上也是个
问题：“如果每次用谷歌，它都给你付两分钱支
票，你可能说算了，跑银行开车的耗费还不止两
分钱。谷歌也真不想给你，它做电子转账的费用
也不止两分钱。”
新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他认为，我们需要制定公平的政策，例如任
何像谷歌这类公司使用了大量的公共数据时，应
该纳公共数据使用税。除此之外，按照经济学原
则，无限供应会导致商品失去价值，而数据太容
易复制，复制的成本又几乎是零。因此，出售的
数据必须是限量版，防止复制的更好方法则有赖于
新技术的发明。

赵教授总结，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虽然
很多工作将会被计算机所取代，但是同时又会创
造出很多新的就业机会。他更呼吁在座的年轻人
勇于面对这些挑战，在这个新的题目面前，需要
很多的创新，却也是个机遇。
最后，由于现场观众提问踊跃，讲座会延长
将近半小时方才结束。当天出席的嘉宾有澳门大
学全球事务总监兼校长特别顾问冯达旋教授、
中国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梁海明
教授、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巴生
中华总商会会长拿督林宽城、校友会主席余安董
事、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董事及黄秀玉校长等。

■ 现场听众们踊跃提问，与赵教授互动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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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青春 高二级联论坛

■ 高二理忠及高二理义的同学与刘兼阀老师共同呈献贴近生活的舞台剧“我们的青春”。

杨晓薇、郑慧茹（高二文商和）报道
青春，是人生重要的转捩点，同时也是生命不
可或缺的色彩。高二级级联论坛“相遇·青春”于8
月8日（星期二）下午2时在科技大楼大讲堂举行，
现场共有540余位高二级学生、高二级各班班导师
参与。此活动由高二级联学生自治会群策群力策
划，并由高二级联组长 —— 黄燕娣师及刘兼阀师
引导，体现了学生们积极合作、领导配合的能力。
论坛通过各班对青春的诠释及分享让处于青春
期的高二学生们正视青春所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甘甜
的回忆，还有愈发成熟的思想及蜕变成长。高二级
的各班代表同学针对主题，以合唱、诗歌朗诵、演
讲以及戏剧等创意生动的方式进行分享。值得赞赏
的是各班的代表同学十分认真看待此论坛，大家费
了不少心思排练及准备道具。
首先，由高二文商和与高二文商廉的全体同学
以合唱及手语呈现论坛主题曲 —— 李玉刚的《刚
好遇见你》，为论坛掀开序幕。同学们活泼可爱、
自然生动的演出带动了现场的气氛，赢得台下如
雷的掌声，其中更有不少人跟着引吭高歌。副歌歌
词“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使众
人回想起与同学们的点点滴滴，顿时感触良多，感
情沁入歌声。岁月一步一脚印留下痕迹，我们的青
春里有着太多的故事，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蓦然回
首、再忆昔日。
接着，由高二文商平与高二文商礼两班共40位
同学朗诵一首由高二文商礼的陈谙星同学创作，名
为“在最美好的时光遇见你们”的诗歌。这首诗述
说着同学们五年中学生涯的点点滴滴。男生低沉的
嗓音搭配着女生清脆轻柔的声音，形成了一首青春

的交响曲。不仅如此，背对着众人的指挥林咏航同
学（高二文商平），动作流畅有力，将指挥的气势
表现得淋漓尽致。诗歌中一句话令人感触深刻、感
同身受：
“在最美好的时光遇见你
虽然我们还不是最好的自己
美中不足却独一无二
学习的身影倒映在成长的路
因为有你更不会感到孤单”
第三组上场的高二文商智杨可莹同学以及高二
理仁邱秉行同学分享了有关白衣护士 —— 南丁格
尔的故事。主题为“生命的重播键”，说明了南丁
格尔按下了病人生命的重播键，使他们得以复生。
南丁格尔一生为病人付出，不惜牺牲自己的爱情以
及时间，处处只为病人着想，十分伟大。他们在演
讲中穿插戏剧，创意搞笑的演出让大家捧腹大笑。
接着，来自高二文商勇的李美琪、陈诗盈以及
高二理孝的吴静儿、张云劭四人以演说的方式告诉
同学们林肯的故事。林肯堪称是我们青春的楷模，
他从小家境贫寒、母亲早亡、孤苦奋斗、厄运不
断；经历两次经商失败、十次竞选八次失败的他，
从失败中站了起来，成就了一代传奇的平民总统。
有着这般毅力及永不放弃精神的林肯，值得同学们
效仿，若将此精神放入学习中，定会在求学道路上
更为通畅无阻。
另外，来自高二理爱的黄敏仁同学以及高二理
信的云薇渊同学分享另一则名人的故事：他就是经
历了三次高考失败，如今成了中国大陆企业家、世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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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华人财富排名第二，现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
主席、淘宝网、支付宝的创始人马云。马云的种
种经历反映青春应有的成长 —— 不经一番寒彻
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只要坚持努力，成功必定
离你不远；凡是有恒心，任何事都击败不了你。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 那就是放弃的路；
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 那就是成长的路。

最后，全体同学提笔写一封信给2018年的自
己，省思这一年来的点滴及对未来的期许。现场
播放着悠扬、抒情的背景音乐，同学们静下来与
自己对话，写下了内心真切的话语。写毕，同学
们小心翼翼地将信纸放入信封，交由刘兼阀老师
与黄燕娣老师保管，明年，再从高三班导师手中
取回。下午3时05分，高二级级联论坛完美落幕。

此外，少不了众人最期待的舞台剧呈现，高
二理忠及高二理义的22位同学加上刘兼阀老师的
客串演出为大家带来了意义深重且非常贴近生活
的舞台剧“我们的青春”。台上的演出如同一卷
又一卷的胶卷，台下的同学像是在看着五年中学
生涯的回顾短片，心中莫名的感动，感叹时光的
流逝。最后，节目以气氛高涨的舞蹈结束，同学
们热烈欢呼，意犹未尽。
论坛尾声，司仪陈可微（高二理信）及纪婕
妮（高二文商智）为我们轻声朗读短文《人的一
生，就像乘坐一辆公车》。世界不会因为谁而
停，努力做好每一件小事，没有了谁，生活还是
依然。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只有一次的生命，
实现自己的梦想，活出自己的精彩，让生命的价值
得到最大的效益。

■ 同学提笔写一封信给 2018 年的自己，省思这一年来
的点滴及对未来的期许。

学生多元创意的分享

论坛富含教育意义

刘兼阀师（高二级级联组长）

纪婕妮（高二文商智）

2017年高二级级联论
坛 “ 相 遇 ·青 春 ” 由 自 治 会
同学及老师尽心尽力筹办，
终于迎来了圆满成功。每年
不同的论坛主题，透过同学
们创意及多元性的呈现手法
尽情发挥，这是高二级级联
论坛的特色。希望论坛中的
名人分享能带给同学一些启
发，同学应该学习伟人坚毅与勇敢的精神，并适当
运用在生活，此外，最后的写信环节提醒同学们注
重自己的责任所在，学会反思过去与展望未来，做
个有责任感的学生，迎向未来的各种挑战！

高二级联论坛的主题
是 “ 相 遇 ·青 春 ” ， 极 富 意
义。我们正处于人生最美好
的时段，但同时也处于人生
的分岔口，面临着各种挑战
与选择。论坛中有感动的合
唱、充满回忆的诗歌朗诵、
名人的奋斗故事，还有活力
的戏剧！这些节目富含教育
意义，让我们回忆过去，展望未来。我认为这个活
动很棒，让全体高二同学团结，也学习到更多！我
衷心希望这样的活动可以一直办下去，同时，也建
议高一的级联论坛采用这样的形式进行，让更多同
学参与此类活动。

2017年 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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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人生中的学习

高一级联论坛
陈欣霓、洪振丰（高一理忠）报道
高一级联学生自治会于7月25日（星期二）
下午1时50分在科技大楼大讲堂举行高一级联论
坛，共同探讨如何在时代洪流中装备自己。主题
是“蜕变 —— 谈人生中的学习”，各班同学针
对生活中不同方面的“蜕变”提出想法，并选出
代表上台发表其讨论结果。共有11位来自高一理
及文商班的学生代表发表演说，并由谭佳雯（高
一理信）及彭晋劭（高一文商廉）担任论坛主持人。

学习说话技巧
来自高一理仁的黄振鸿与大家分享人生中的学
习。他指出，说话的技巧是我们的必学课题，我们在
生活中常常都需要与他人沟通，沟通是为了思想共
享，及时获得反馈并进行充分的交流。身为学生的我
们，主要沟通对象有老师、同侪和父母，若要达到良
好的沟通效果，我们必须具备好的说话技巧。最后他
以“尊师重道，合理发言”来结束精彩的演说。

树立金钱观
首先，高一理忠的沈晓宣表示，金钱观乃人
生的重要课题。每一个人对钱的观念都有所不
同，同样的一百令吉对一名富商及一名乞丐有
着天壤之别的意义。现今，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
生活而希望赚取更多的金钱，为了达到这样的目
标，我们应该开始认真规划及培养正确的金钱
观，最终奋发并蜕变。

端正学习态度
高一理爱的陈丽雯表示，世上没有“作弊系大
学”，我们考试考的是数学、语文而不是作弊。因
此，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学习态度上做到蜕变，养成端
正的学习心态、绝不走捷径，并且做任何事情都必须
持之以恒、勇于发问，不畏惧他人目光。她也提到身
体是革命的本钱，千万别熬夜学习，保持健康是为了
更好的学习。因此，我们应该要提早准备考试，而不
是临时抱佛脚。最后，她也表示：“学习再难,也不要
轻易放弃！”

培养习惯
接着，高一理孝的庄睿翔提出关于生活习惯
上蜕变的想法。他认为要养成一个习惯很简单，
只要连续21天重复同样的行为，就会成为习惯；
但是要改掉一个习惯却很困难。我们在生活中常
常觉得自己蜕变了，但其实那只是改变。改变是
变得与原来不一样，但蜕变却是形质上的改变与
转化，会让生活带来不一样的收获。

管理人际关系
高一理信的苏荣薰表示，人际关系也是蜕变的一
部分。求学时期，我们的人际交往对象主要有朋友、
同学、老师等。人际关系除了是基本社会需求以外，
它的重要性也在于满足情感上的心理需求、帮助自我
了解、获取多元资讯及促进工作成效。若要处理好人
际关系就应该要做到善于倾听、注意言辞以及不占人
便宜。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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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自我检讨
来自高一理义的蔡恺苑与我们
分享自我检讨的勇气。当我们犯了 ■ 11 位来自高一理及文商班的学生代表发表演说。
错、被人排挤、成绩不好和遇到失
败的时候，不该责怪别人，而是先沉淀自己、反省
责任是考验
自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检讨和改善。我们要
高一文商礼的张峻赫透过责任来谈人生中的学
有面对自己缺点与自我检讨的勇气，蜕变了，才能
习。他表示，责任是一顶用荆棘打制的皇冠，上天
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将它赐予人类作为一种考验。其中，关心他人是基
本责任，虽然毫不起眼，但却是温暖人心的最简单
维持正面思维
方式。
薛天爱代表高一文商和，他表示我们应该在思
考方式上有所蜕变。每个人生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难
题和功课，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应该时时
维持正面的思维和心态。在顺境中，要懂得珍惜；
在逆境中，要沉着学习。当我们遇到好的结果时，
不要自满；遇到坏的结果时，也不要埋怨。一个真
正的强者在于勇于蜕变。
克服自我
高一文商平的王子傲提出，蜕变的过程很痛
苦，但每一次的蜕变都会有成长的惊喜，过程往
往有困苦或诱惑，蜕变的意义在于克服自我，奋发
向上。一时的失败不代表永远不能成长，失败是学
习的过程，要相信，失败后的自己会学习到更多东
西。我们应该依照自己的能力安排时间，不要一次
肩负太多任务而累坏自己，适当的休息是绝对必要
的。时间管理中的几个关键便是要合理分配、提前
计划、有方向地规划，以及安排学习以外的适当娱
乐。他强调要珍惜每一次的蜕变，并更努力奋发，
从而使我们更强壮。

遇到挫折不放弃
高一文商廉的陈联乐表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
中，挫折是必经的历程，没有挫折就绝对不会有以
后的成功。他引用马云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有成功
的机会，就看你给不给自己机会”来告诫我们，在
遇到挫折时绝不放弃，坚持不懈，或许成功就在不
远处。
从阅读中进步
高一文商智的陈大睿则与大家分享读书乐。他
表示，阅读是蜕变的其中一种途径，读书绝对不是
苦闷的，只要用心去聆听书本的低声细语，一定会
发现其中的乐趣，进而在无形中学习到各种各样的
知识。我们从有趣的童话书中学习到人生哲学，从
科学课本中学习到大自然的规律，从地理课本中学
习到各地繁华亮丽的城市。他同时也借用文学家高
尔基的名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来结束演讲。
最后，论坛在如雷的掌声中画上完美的句点。

2017年 8月号

做好准备，破茧而出
陈筱彤（高一文商平）
通过这次的论坛，我重
新审视这半年以来的高中生
活。刚开始“蜕变”成高中
生时，其实我对自己的未来
感到迷茫和不知所措，混混
沌沌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
合格”的高中生。我很庆幸
参与了这次学生自治会所筹办的级联论坛，让我能
正面地检讨自己的行为。或许现在的我还无法真正
地转变，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能蜕变成更加成熟的
自己，在那以前我会做好准备，努力破茧而出。
论坛中提出了许多学生普遍会犯下的错误，同
时也点醒了迷途中的我。其中有着许多老生常谈的
话题，但都被正成长中的我们所忽略及遗忘掉。愿
这场论坛能让迷失的学生觉醒，不要再把梦想遗忘

图说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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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拼尽全力张开翅膀，向未来翱翔。我在此向
各位自治会理事们致上万分的感谢，并期许自己在
未来，即使失败了，也能勇于“蜕变”。

养成习惯，坚持毅力
林佳杰（高一理忠）
听过了同学们的一番探
讨和讲解，我知道了蜕变并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最重要
的是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我
觉得孝班所发表关于习惯的
蜕变是我们最应该重视的，
养成一个习惯最难的就是一
开始的坚持，万事起头难，所以我们必须拥有很强
的毅力才行。任何事情都从小处开始，让我们大家
一起一点一滴地蜕变吧！

美化校园运动
文：徐威雄博士
1975年4月26日，学校发动美
化校园运动，全校师生分工合
作，同心协力清扫校园。早年
兴华财务困难，连校工都无法
聘雇，校园里的清扫、维修、
除草等粗重工作都得由校长、
老师、校友、董事、学生亲自
动手劳作。美化校园运动一方
面反映了当年校园的朴质与清
苦，一方面也展现了复兴年代
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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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礼”轻扣成功的大门
初一级联论坛
郑敏甜、吴嘉怡 （初一礼）报道
8月1日（星期二）下午1时50分，我校初一级联
学生自治会于陈开蓉大讲堂举行了初一级联论坛。论
坛内容分为四个课题，即《课堂三部曲》、《行进礼
仪》、《问候师长》以及《集会礼仪》。论坛主持人
是初一忠的许智翔和初一智的林瑞晶。
首先，两位主持人向大家介绍各位论述同学及各
班代表。接着，大会播放由初一礼所制作的影片 ——
“礼仪殿堂”。透过影片内容，向大家揭示“有礼”
与“无礼”的行为，引导同学们学习礼仪。此外，初
一义则为大家呈现“违反礼仪的情景”，影片演示各
种“无礼的行为”，警惕大家以礼待人。
初一廉的蔡谟升首先发言，与大家分享“教室上
下课三部曲”。他说，上课铃声响后，同学们应该静
坐，等候老师进班。此外，进行三部曲时，同学们应
放下手头上的所有工作，双眼直视老师以示尊重。他
也提醒大家，老师是我们的第二位父母，我们应该以
尊重的态度对待老师。
接着，初一和的夏子绚与吴丽绮论述“转移课室
的礼仪”。根据校规，同学们转移课室时，应达到“快
静齐”的要求，以免耽误教学，并确保不打扰其他正
在上课的同学。行走前，先排好队并靠左走，以免与
迎面而来的同学相撞。途中，若遇到师长，应点头示
好，并确保不随意或停下脚步与其他班的同学交流。
初一勇的林雨辛为大家讲解“问候师长的礼仪”
。首先她为在座同学示范正确的问候师长方式，并提
醒大家在学校或公共场合遇到老师时，应向老师问
好。她说：“诚恳的问候会让老师感到欣慰，微笑行
礼则会让彼此感到无比温馨。”她也一再强调，问候
师长是一种礼貌，彰显个人的文化修养。

最后一个课题是由初一仁的郭筱韵与吴欣颖论
述，讲题为“集会礼仪”。她们表示，奏国歌时，
双手应放在身体两侧，行注目礼。当台上发言时，
我们应保持肃静，专注倾听。集会上，不可随意走
动和发出声响。听演讲时，发言前须举手，并在获
得答应后，方可发言。此外，在向演讲者提出问题
时，应有礼地提问。
接下来，便是大家最期待的问答环节。初一平
的蔡辛伟提问：“为什么进行三部曲时，我们要直
视老师？”而代表同学回答：“这个动作会显得比
较尊重老师”。接着，初一勇的王竞锋指出：“向
师长敬礼时应是45度还是90度行礼？”解答为：“无论
是多少度的敬礼，只要出自于诚心即可。”此外，
初一和的黄茄晶提出：“为什么集会时可以不用鞠
躬？” 代表同学表示：“集会时空间较狭窄，会形
成混乱的局面。”
邝美玉老师为论坛进行总结，她请在座同学朗
诵《礼仪向未来》的口诀；她讲述了《左传.殽之
战.王孙满观师》这则历史故事，莫学秦师“轻而
无礼”，启示大家“重而有礼，必胜”；最后，邝
老师强调“礼仪是出自恭敬心”。
最后，大会恭请训导处李荣兴主任致词。他
说：“今天论坛的重点就是恭敬心。鞠躬不在于多
少度，在于有没有恭敬心。我们的校训 —— 礼义
廉耻，礼居首，礼是德行的开始，是一切规章制度
的准绳。”
礼代表着一个人的修养，并可通过各个方面表
现：与人相处是一种礼、问候师长也是一种礼，因
此我们必须成为守礼知礼的人。

2017年 8月号

HIN HUA MONTHLY

21

■ 全体初一师生合影。

温馨和谐的学习活动
邝美玉师（初一智班导师）
初一级的德育重点目标
是礼仪，今年论坛的主题
是“日常的礼仪”，包括：
《课堂三部曲》、《行进礼
仪》、《问候师长》以及《集
会礼仪》。论坛前六周，级联
组长庄晓毓师召集筹备会议
之后，各班导师就开始指导
同学。庄惠善师和我负责训练主持人，由他们草拟
自己的讲稿。接着，主持人和论述者进行了三次全
体练习；另外也进行了个别练习。
筹备过程十分顺利，级联老师与同学们的配合
度很高，例如陈坤祝师经常给我们打气；负责审稿
的郑晓沁师、负责制作整场演示文稿的潘明联师、
负责播放演示文稿的张家炜同学、负责拍摄短片的
林蓁巸师与黄世基师、刘琴琪同学以及余佳洁同学
等皆劳苦功高；主持人许智翔竟然把细节 —— 列
出来并电邮给惠善师和我；夏子绚和吴丽绮制作演
示文稿；论述同学尽量背稿。 各班代表都全力以
赴，令我肃然起敬！从初一忠，平和智三班同学的
回馈资料当中，同学们都表示论坛让他们领悟到礼
仪很重要；有不少同学希望提问与回答的时间能够
长一些。

台上的同学大胆地面对六百多张脸孔谈礼仪；
台下的观众踊跃地发言；被提问者竭尽所能地回答
问题；训导主任致词时言简意赅以及班导师们的护
持，这一切绘出一幅温馨和谐的师生共聚画。我邀
请同学们朗读《礼仪向未来》里的“尊师重道三部
曲，转换课室齐快静；遇师长微笑点头，聆听发言
心恭敬”以及《本来画面》里的“让恭敬心复活”
，这一刻传出悦耳动听的“兴华新声音”。但愿同
学们今后以礼仪来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向“初一
级，一级棒！”这六个字努力！

真正了解礼仪的重要性
廖于琪（初一孝）
这次的级联论坛很有
趣，不仅让我们学习礼仪，
还提升同学们的表达能力与
提供互动交流的机会。交流
过程中，同学们形形色色的
看法与意见，都发人深思。
一些同学以幽默的方式表达
看法，让人觉得搞笑之余也促进思考。总而言之，
这次的级联论坛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真正了解
礼仪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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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礼守礼迈向成功的人生
刘子琛（初一礼）
我觉得级联论坛是个
不错的学习机会，不仅教
导我们日常的礼仪，也培
养同学们的口才和勇气，
使我们在文化修养上达到
更高的境界，将来在社会
上也因知礼守礼而走向成
功的人生。礼仪非常重
要，无论是在学校，抑或
是将来步入社会，它几乎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成
败。因此，我认为礼仪应该获得众人的重视，以
礼待人才不会在社会上处处碰钉子。

■ 一同观赏同学们精心制作关于“礼”的短片。

感谢初一级联学生自治会师生，为我们带来如此
深刻与丰富的学习机会！

文接Pg23

■ 荣获奖项为校争光。

经老师指导，有能力独当一面成为领队，继
续带领新一批的成员投入研习。”
他说，FLL是一项颇具考验的竞赛，既需
要成员动手制作机器人来解决诸多任务，同
时也要求团队将自己的设计理念对裁判进行
解说。另外，团队也需针对主题进行科学研
究，再以所发表的研究成果说服裁判，十分
考验团队的领导、沟通与合作等能力，带领
FLL竞赛团队七年，他喜见学生的进步与成长。
“每回赛后，团队会召开会议，检讨筹
备过程的缺失，并提出可改进的建议。经过
年复一年的精进调整，近期的领导同学已有
能力自行筹划，学生的成长与过程中所建构
起来的领导与创新能力令人惊讶。”

■ 我校得奖者在颁奖礼呈献才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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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绽放异彩
最佳专题研究、最佳机器人奖与
全国中学科创冠军

■ 我校在马来西亚区 First Lego League 比赛，获得 The Best Project （最佳专题研究）和 Robot Performance Excellence
Award ( 最佳机器人奖 )，得奖同学与师长合影

黄乐仪老师报道
我校FLL队伍在黄树群老师和洪福孝老师
指导下，参加由Sasbadi Learning Solutions
Sdn Bhd 主办的马来西亚区First Lego League
比赛，获得 The Best Project （最佳专题
研究）和 Robot Performance Excellence
Award (最佳机器人奖)，获奖同学在8月15日
（星期二）周会上向全体师生进行报告，分
享研究成果与心得。这也是我校FLL队伍参赛
七年以来最杰出的获奖记录。
由“FIRST”和“LEGO”联盟举办的
First Lego League 是一项结合机器人操作
及专题研究的全球性比赛。我校自2011年开
始组队参加马来西亚区的比赛，在编写机器
人程序及进行专题研究的能力上越显成熟。
周会主持同学恭请黄秀玉校长颁奖予12位获
奖同学，包括：林佳韵（高二理忠）、刘凯
铷（高二理忠）、陈慧琪（高二理孝）、郭
学龙（高二理仁）、吴嘉胜（高二理爱）、
刘泓毅（高二理爱）、邹文宇（高一理仁）
、李潮源（高一理信）、林佳胜（初三仁）
、洪芷汀（初二信）、黄胜辉（初二义）以
及林松泉（初二和）。

接着，黄校长继续颁发全国中学生科创
比赛奖予刘凯铷（高二理忠）、吴嘉胜（高
二理爱）和陈慧琪（高二理孝）同学，他们
的研究作品“癌爆晶片”在本年度马来西亚
中华总商会全国中学科技创新比赛中荣获第
一名。三位同学将于明年代表马来西亚赴泰
国参加第四届东盟学生科学比赛。
团队卓越的领导与创新能力
黄树群老师表示，我校FLL竞赛团队自首
届参赛以来便有计划地纳入各年级成员，期
望年轻成员有足够时间成长并传承经验。师
资方面，福孝老师负责专题研究，树群老师
则指导机器人项目。
由于FLL竞赛团队不隶属任何学会或学校
课程，团队成员皆经过老师推荐与面试后方
才加入。成员需要投入大量课余时间进行研
习与备战，非常考验大家的热情与配合度。
后期机器人学会成立了，黄老师也从学会中
挑选有能力的学生加入。
“我们注重培训学生的探究能力、解决
问题的能力以及领导能力，能力较强的学生
文转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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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学科技创新赛
我校“癌爆晶片”夺冠

■ “癌爆晶片”荣获全国中学科技创新赛冠军。左一起为许梅韵副校长、刘凯铷、陈慧琪、黄秀玉校长、洪福孝老师
以及吴嘉胜。

黄乐仪老师报道
8月5日（星期六）上午11时30分，我校刘凯铷
（高二理忠）、吴嘉胜（高二理爱）及陈慧琪（高
二理孝）同学，在指导老师洪福孝师带领下出席由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主办的“2017年全国
中学科技创新比赛” 颁奖典礼，我校以“癌爆晶片
（Canceruption Chip）”脱颖而出，荣膺冠军！冠
军队伍将联同亚军队伍于明年代表马来西亚赴泰国
参加第4届东盟学生科学比赛。

品素质较往年大幅提升，尤其对第一名的“癌爆晶
片” 赞不绝口，称其水平已超越一般中学生水准，
是历年来表现最好的作品。

除了奖金、奖状及奖杯外，得奖队伍将有机会
受邀到公司或大专院校进行短期实习，或参加2017年
吉隆坡工程科学展，以及获提名参加相关国际赛会。
18学校201队伍参赛
中总副总会长拿督斯里祝友成说，中总自2007
年开始举办科技创新比赛，旨在提升中学生对科
学、工艺、工程及数学（STEM）的兴趣及热忱，唤
起他们在科技方面的创新能力和想象空间，创造新
产品和成果。
这项比赛自2017年1月起开放报名，共有来自
15间独中及3间国民型中学的201支队伍参赛。评
审团由中总科技创新组主任拿督洪礼璧、副主任李
仕伟、组员杨学钧副教授、林涌胜教授、杨天国副
教授、郑永豪副教授及拉曼大学数学与精算学科系
主任张运华博士组成，他们皆表示，今年的参赛作

■ 刘凯铷（左四）向中总科技创新组主任拿督洪礼璧
（左一）及中总副总会长拿督斯里祝友成讲解其得奖
作品。右起为导师洪福孝老师、吴嘉胜及陈慧琪。

本报特访三位获奖同学，与大家分享此荣耀。
1.请谈谈“癌爆晶片”计划的缘起？构思此作品的
初衷是什么？
我们是一个名为Wissenscaft科研团队，每年
都会参加一个称为First lego league的比赛。这个
比赛每年都会提出不同的主题，要求参赛者围绕主
题进行研究并解决问题。2016/17的主题为Animal
Allies，要求参赛者探讨惠益动物与人类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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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我们于去年8月对此主题展开讨论及搜集资
料，一开始我们如无头苍蝇，找不到可行的研究方
向，迟迟无法取得突破。
所幸组员们坚持不懈且不断耐心尝试，经多次
会议讨论，我们决定展开宠物晶片的研究。在阅
读大量报道和研究论文后，我们发现晶片在动物体
内会造成纤维性肿瘤，进而导致癌症，其机率为
0.8%-10.2%，且风险会随着植入时间增长而提高。
换句话说，若植入晶片到10只宠物体内，会有一只
宠物可能患上癌症。
马来西亚法律规定，饲主必须在宠物身上植入
晶片，否则政府单位有权将没有晶片的宠物人道毁
灭。根据网上的调查资料，只有17%没有植入晶片
的狗只在失踪后可成功与主人团聚。由此可见，晶
片对于宠物是很重要的，但部分主人基于罹癌风险
不愿为宠物植入晶片，因此我们希望解决两者之间
的矛盾。
现有的研究论文指出，晶片与动物体内组织间
的摩擦是癌症的最主要原因，反复摩擦会造成伤
口，伤口会发炎或在复原过程中再次摩擦，交替发
生的受伤与愈合造成肿瘤，并可能衍生癌症。因
此，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得减少摩擦带来的伤
害。恰巧嘉胜在生物课的科普报告中涉猎了组织工
程学的相关知识，他认为可将该技术转移使用在我
们的研究上。经历多次探讨，我们提出了植入晶片
新方案 —— 癌爆晶片。

2.你们如何将计划付诸实践？过程中有什么特别难
忘的事吗？
由于我们的研究所需的技术、仪器等，并未常
见于一般中学，因此我们必须向外寻求支援，我们
向大学、医院等机构求助。多番转折下，我们有幸
通过组员的家长与国大（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UKM）Tissue Engineering Center
Professor Angela Ng Min Hwei联系。幸运的是，
她对我们的想法非常支持与赞赏，并提供了许多知
识和技术上的协助，还允许我们在大学实验室进行
实验。她与其硕士班学生也在实验过程中为我们提
供了许多指导与建议，使得计划得以顺利。实验进
行期间，我们经常前往国大，也与国大方面进行多
次交流，对于实验室内的操作和生活，以及组织工
程学的知识有了更深的理解。
为了取得实验结果，我们在观察一个月后将植
入改良后晶片的老鼠安乐死，并解剖取出晶片和
周围组织。这是个相当残忍的画面，甚至有组员因

■ 经常前往国大进行多次交流，对于实验室内的操作和
生活，以及组织工程学的知识有了更深的理解。

此难受哽咽，但在实验室安乐死与解剖却是再平常
不过的事。由于比赛期间常需展示实验老鼠，于是
我们必须在家饲养，实验老鼠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很
高，必须24小时开着冷气，并在无菌、通风的环
境下生存。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大挑战，因为学校
不具备满足该条件的环境，置于家中又多半无人照
顾，也负担不起昂贵的电费。所幸最终我们组员佳
韵的父母愿意通融，允许她在家中饲养实验老鼠，
问题才迎刃而解。
在另一场比赛中，因老师、组员们都过于忙
碌，无暇到国大办理繁杂的手续提取老鼠，我们索
性在比赛当天先赶到国大领取老鼠，再火速赶往比
赛现场，当时紧张、害怕的情绪至今印象深刻。除
此，我们也学习了在大学、医院中办理每项事情的
程序和严谨的态度，每一样物品的出入，都必须清
楚记录，并有专人负责，即使麻烦也力求慎密。在
呈现发明和研究时，我们也深刻理解到：进行科学
研究，会想、会写、会做是不足够的，再优秀的作
品也必须经过清晰的表达与说明，才能让别人了解。

3.遇到挫折时，你们如何应对？如何克服困难？
由于组织工程学的技术在中学阶段的课程上只
是略为提及，因此进行研究时我们必须阅读大量的
资料、文献和研究论文以丰富背景知识。我们参考
了许多的网络资料来巩固组织工程学的概念，也邀
请Professor Angela为我们进行说明会。
实验过程中，我们面临许多困难，比如：大学
实验室里的仪器、材料和药品，几乎都是我们前
所未见的，实验涉及的许多专业名词也艰涩难懂。
为了理解整个实验过程和原理，我们必须经常向
Professor Angela、洪福孝老师和协助我们的硕士
班学生请教，并在每部分的实验完成后立即进行小
型会议讨论、分析和总结，非常考验大家快速吸
收、整合与思考的能力。我们也在每次实验结束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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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毕竟是外来物，存在发生排斥的风险，组织包裹
或许可以加强心脏起搏器的稳定性。现今许多国际
科技公司都已初步植入晶片至员工体内，以进行打
卡、付款等用途，因此晶片的发展是非常宽广的，
未来每个人都可能必须植入晶片，以取代身份证、
信用卡、医药记录等文件。纵观人类科技发展的趋
势，相信我们的研究和发明将具有远大的发展。

■ 学习如何利用电脑操作显微镜。

校后，趁记忆犹新赶紧总结实验过程、进行记录，
作为后期整理报告的参考资料。此外，我们在制作
简报时也面临窘境，一年下来我们做了很多，要把
所有资料、结果浓缩在5至10分钟的简报中，非常
考验浓缩与取舍功力，语文的转换也深具挑战，必
须小心求证。最终，我们比赛时所采用的，是背后
经历反复讨论和修改后才完成的“精华”简报。
我们面临的另一困难是资金拮据，虽然最昂贵
的器材已由国大方面和Professor Angela承担，但
我们仍需购买晶片、扫描器、实验动物、队服、礼
篮等，且多次往返国大的车马费也是一笔数目，因
此我们必须寻求外部赞助，以维持研究的进行。校
方协助我们购买了扫描器，而车马费则由洪福孝老
师自行承担，老师也任劳任怨地为我们向校友、医
生、企业家等寻求赞助，我们十分感激。我们参赛
的另一目的，更是为了获取丰富的奖金，一旦成功
赢得比赛，将可利用奖金支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以及购买下阶段实验所需的物品。
4.你们的发明是否已申请专利？将来可加以改良应
用在哪一些领域？
我们尚未申请专利，还须咨询合作大学
（UKM）的意见，毕竟对方全程提供我们实验器材
和协助，花费不少钱财和精力。
当技术足够成熟与完善，我们可以将晶片拓展
到人类身上，如将晶片注射到阿兹海默症，即俗称
的老人痴呆患者体内，以便追踪其所处的位置，减
低病者失踪机率。此外，类似的技术也可以进一步
被提升应用到改善心脏起搏器方面。
心脏起搏器用于治疗心律失常所致的心脏功能
障碍问题，植入时间通常为5至10年，但心脏起搏

感谢恩师，善用奖金
刘凯铷（高二理忠）
一开始没想过会走那么远，只是单纯地想把研
究做好。我很幸运，有一班很好、互相配合的组
员，大家在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困难时未曾想要放
弃，反而越挫越勇寻求突破，团队里没有“不可
能”三个字，这让我很欣赏、感激，也鼓舞我一直
前进。
身为组长，肩负的压力很大，担心自己做不
好、无法成功带领大家完成研究，所幸组员都给
予我很多的谅解与100%的配合。感谢我们的指
导老师 —— 洪福孝老师，他自2011年开始带领
Wissenschaft，没有他的坚持，今天我们不可能有
机会在课外进行专题研究，并且发光发热。洪老师
不辞劳苦牺牲周末时间带我们到国大进行实验，还
承担车马费，在我们丧气时鼓励我们。能够遇到这
么热心且愿意为学生如此付出的老师，我们深深感恩。
在这期间，我们收获了一般中学生不曾经历的
宝贵经验，这几年来在校所学、所累积的能力，
也在过程中被一一考验。我们在其中看见自己的不
足，并虚心向别人学习，使自己不断进步。比赛期
间，我们与其他学校的队伍进行交流，与相同领域
的精英交流，是其中的一大乐趣。
荣获第一名，我们一直以来的努力与坚持终于
受到肯定，但这不是研究的结束，我们还有很大
的进步空间，必须更虚心努力学习，才能更上一层
楼。我们期望善用这笔奖金拓展研究方向，或把这
笔钱留给与我们一样对科研有兴趣的学弟妹进行研
究，将这份坚持科学研究的精神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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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总副总会长拿督斯里祝友成（左二起）颁发奖项予冠军队伍成员陈慧琪、吴嘉胜及刘凯铷。左一为尤芳达教授；
右一起为中总科技创新组副主任李仕伟教授、洪福孝老师及中总科技创新组主任拿督洪礼璧。

团队努力，缔造佳绩

汲取新知，继续探索

吴嘉胜 (高二理爱)

陈慧琪（高二理孝）

“癌爆晶片”原本只是个普通的专题研究，我
从没想过它能够走向全国科技创新冠军。在艰难
的研究过程中，大家不断努力，一堆曾看不懂的文
献，变成如今了然于胸熟悉的内容，团队的坚持与
毅力，最终缔造了佳绩。

很幸运可以参加这一项专题研究，过程的点点
滴滴都让我学习与成长，除了提升科学知识，还促
进了我们的呈现技巧、表达能力与团队合作等。

这项研究，考验的不仅是知识的应用，还包括
了呈现技巧、简报设计、学术语言转换等。为了
向众人呈现我们的研究，我们必须利用最精简的语
言在短时间内，虏获评审的心。通过这项研究，大
大提升了我在各方面的能力，这也是他日我出社会
后，迈向成功必备的能力。
我们的作品荣获各项赛事奖项，对我们而言是
一种肯定。这也标志着我们的研究具有潜力，可展
开下一步更深入与专业的研究。未来的过程也许艰
难，但是至少现在我知道我们之前一切的努力都是
值得的！

■ 在国大实验室聆听硕士班学生进行实验前讲解。

课外与课内的实验差别甚远，我们在进行实验
中也学到了许多课外知识。通常课内实验的步骤
都是固定的，还附有注意事项的提醒以减少实验误
差，而课外实验强调创新，从零到有地去做一个成
功率在掌控之外的实验，过程中我们真正透彻地探
索科学、发扬实验精神。
当然，我们的实验仍处于初始阶段，还有很多
不足的地方，比如实验数据不足，实验动物种类不
多，无法确定可以降低多少百分率的癌症等，但从
科研而言，这正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之处。科技创
新的未来，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 在 AEON 购物广场进行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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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癌爆晶片”指导老师 — 洪福孝老师
采访／洪振丰（高一理忠）
首先，我们因参加Sasbadi主办的FLL机器人
比赛学术研究项目，才开始思考这项研究计划的方
向。在参赛人选方面，主要是藉由其他老师介绍
后，通过观察和评估学生的能力及潜力后再做筛
选。这三位同学会被选上，主要是因为他们从初
三时主动联系我，表达他们对学术研究有浓厚的兴
趣，因此同学们从初三开始跟着我做一些以学术为
主题的研究。过程中，他们非常积极主动，展现出
强烈的求知欲和对比赛的渴望。经过两年的磨练，
包括如何藉由网络搜查资料、编写计划书等训练，
再经由参观各种比赛并从中吸取他人的长处，我尽
量找机会让他们在校外进行分享，以培养演讲的技
巧等，使这三位学生能够更加充分地准备这次的比赛。
我们的初衷是希望做一个对人类和动物皆有贡
献的研究。所谓“万事起头难”，刚开始我们陷入
约两个月的瓶颈中，尽管藉由多次的讨论，三位同
学都毫无头绪。直到有一次，其中一位同学做了有
关人造器官的生物专题报告，并从中得到启发，我
们才大致确定了研究的方向。展开计划时，我们面
对最大的困难是庞大的经费、相关领域最新的知
识背景、尖端的技术以及先进实验仪器的短缺等。
由于研究计划的难度，我们联系上了来自国大的
Prof. Angela Ng Min Hwei （research fellow,
Tissue Engineering Centre）并展开合作。我们
在prof.Angela以及她的博士和硕士学生的热心指
导及支持下，初步完成了研究计划。
现有的研究文献指出，当宠物晶片植入宠物体
内，会因为宠物晶片的不断移位，致使组织因反
复的受伤-修复过程而产生发炎反应，进而导致癌
症。统计资料显示，致癌率大约介于0.8%-10.2%，
我们希望藉由新的晶片植入概念，改善及降低此风
险。因此，我们的计划主要是利用现有的组织培养
技术，在宠物晶片上镀上一层由脂肪组织或脐带血
里所收集的干细胞，利用干细胞本身对于组织有强
烈的“附着”作用减少在宠物体内的移位现象，之
后再把镀好的晶片植入宠物体内观察反应。
我们的实验数据表明，利用脂肪组织里的干细
胞镀在晶片上，能使晶片相对稳定地保持在植入
处；而利用脐带血干细胞镀在晶片上则是效果最
好、能够最有效地解决晶片移位的方法。实验过程

中，三位学生的学习态度都让我和Prof.Angela赞
赏有加，实验也进行得非常顺利，在短短的一年时
间就可以得到如此的成果，非常难得。由于国大以
英文为主要的学习语言，为了加强三位学生在不同
的学习环境中适应，以便将来更具国际竞争力，过
程中我指导学生进行比较专业的学术解释和引导。
由始至终，我一直都在扮演“引导者”的角色，
真正的贡献，归功于同学们本身的努力以及Prof.
Angela与她的学生们的热心指导，对学生而言，这
是十分难得的学习经验。
三位同学各有优缺点，但他们却做到了最
完美的互补，也让我看到美好的“团队工作
（teamwork）”精神。我个人认为刘凯铷同学是一
位很好的规划者，善于安排时间，对于下个步骤或
下阶段要完成的事情非常清楚。吴嘉胜同学则是一
位非常好的执行者，他认定目标并善于解决各种挑
战。陈慧琪同学则是一个优秀的辅助者，善于辅助
完成各种工作并进行反思。在这个团队里，三人缺
一不可，能够指导此团队，我也觉得很幸运。
当然，这个计划能取得成就，除了学生们的努
力，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比如由校方帮忙购买
晶片扫描器、提供场地。黄逸翔校友赞助海报的费
用、王淑贤校友赞助比赛的队服、黄建隆校友安排
在其教会进行分享，以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反应
能力，还有队里一位队员的家长同时也是兴华校友
的蔡颖君帮忙设计和赞助宣传单。此外，特别感谢
我的太太颜素亮，每次周末载学生去国大实验，都
意味着我无法陪伴太太，但她总是能够给予我最诚
恳的体谅。实验回来，我太太也会聆听与提供她的
看法，默默地支持我。透过这个计划，我看到一股
结合学校、老师、学生、家长、校友的各方力量，
才能促使这个计划取得今天的成绩。也许每个人的
力量都是渺小的，然而结合之后却如此强大，体现
了我校一直以来推广的“合作协习”团队概念。
至于后续研究，我们将会与Prof.Angela再做
进一步讨论，希望能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以期明年
参加在泰国主办的东盟国中学科技创意比赛中，能
获取优良的成绩和认可。最后我也希望三位得奖同
学可以带领和影响更多的同学，把这种研究精神发
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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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way 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2017

■ The winners of Sunway 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smiling for the camera together with Mdm Boo and Ms Chua.
Reported by ELC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warm
congratulations to Kuan Kwok Yong and Wang
Jia En, both from J3 Adelaide on winning the
Sunway-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2017. The
former was awarded the 3rd prize while the latter
won a consolation prize. They walked away
with a certificate and a cash prize, accompanied
by a bursary and a trophy, awarded by Sunway
University and the Oxford and Cambridge Society
Malaysia respectively.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a big concern
among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Malaysians are
also debating heatedly on how to tackle the issue as
seriously as possible. Understanding how important
this topic is to the young generation, Sunway
University and Cambridge Society of Malaysia
decided to choose it as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Sunway-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According
to Sunway Education Group senior executive
director Elizabeth Lee, participants would get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ir ideas and thoughts on
the issue and, at the same time, demonstrate their
command of English.
There were two categories- Category A was
for Forms One to Three. They were to write 200 to
350 words on “What could you do as an individual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Category
B was for Forms Four and Five on “Who is re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seasonal air pollution, also
known as the haze, in Malaysia?” with a word count
of 500-650 words.
To be eligible for the essay competition,
participants had to send in one essay each. The
shortlisted finalists were then required to take part in
a sit-down essay writing competition held on June
10 at Sunway University. This year, other than the
two winners, six students from our school emerged
as the finalists. They were Let Ern Chi, Chiew Jian
Shiun, Chee Zheng Yu (all from J3 Adelaide), Chin
Yen Fei, Chieng Herng Yu (both from J3 Canberra)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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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ee Mei Chie (from S2 Melbourne). We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finalists and winners
wholeheartedly on their achievements. We hope
that their excellent performance can bring positive
impact on the other writers and encourage more
participants to take part in the similar essay-writing
competitions in the near future.
Wang Jia En (J3 Adelaide)
At first, I didn’t even expect to get into the
finals, but surprisingly, I did. During the on-site
finals, I performed just as usual. I thought I wouldn’t
stand a chance to win at all. When I knew I got
a consolation prize, I was so shocked and happy.
I would like to dedicate this prize to my teachers,
family and friends, and to all those books I’ve read
that widened my vision.

Kuan Kwok Yong (J3 Adelaide)
It was Ms Chua   who introduced me
(specifically, my class) to this competition. Since
it was a competition, I was obliged to write it
carefully and pour my heart into my essay. I had
never thought I would be chos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on-site finals, let alone winning third
place! Although the prize giving ceremony took
a very long time (mind you, we had to wait for
an hour for the ceremony to start),   when I set
my hands on the trophy and certificate, I felt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and relief! I was nearly
interviewed by the mass media, but they did
not (what a relief!). From my point of view, to
write good factual essays, we need to have some
knowledge of other subjects such as History,
Geography and Science. That way, we can
elaborate more on our main points and improve
our essay writ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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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competence and their flair for English language. However, Mr Ong commented that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quality of participants’ performance. He reminded all participants not only to have
a lively presentation, but also to play their roles appropriately when presenting. He added that the adjudicators
were looking for a more creative and lively forum in the future. All participants were advised to read widely in
order to tackle the Q & A session more confidently with  detailed elaboration.
Again, we congratulate our school representatives for their effort and look forward to their continuous
self-improvement.

Derek Yuen Yee Jun (The Best Chairperson)
S1 Washington
In the beginning, I was still without experience with
the whole “Forum” format. But I took it as an opportunity
to enhance my knowledge in the area of speaking. I truly
thank my team for being there patiently when I was
struggling to get a grasp of being a chairperson, and I
thank them for their knowledge and advice on becoming
a good chairperson. The whole experience has been
unforgettable, and I still cannot get over the fact that I was
entitled to the “Best Chairperson” award. I would like to
advise everyone to try to test “New” waters, only then
will we improve and enhance our skills.

2017年 8月号

HIN HUA MONTHLY

31

CISS Forum Competition 2017
The Best Chairperson - Derek Yuen

■ The Forum participants (from left), Derek Yuen Yee Jun (Chairperson), Hing Mok Jiun (1st Speaker), Soh Xi Ken (2nd Speaker), Lim
Jia Yun, Ruth (Reserve) and Lim Jade (3rd Speaker) with Ms Chua, Mdm Boo, Ms Evon and Ms Malini.

Reported by ELC
The 5th 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Eight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Combined
English Forum 2017 was held successfully at Tsun
Jin High School on 15th July 2017 . This competition
was organised by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Selangor and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and co-organised by
Tsun Jin High School. Hin Hua High School team
was formed by Derek Yuen Yee Jun (Chairperson,
S1 Washington), Soh Xi Ken (1st Speaker, S3
Washington), Hing Mok Jiun (2nd Speaker, S3
Washington), Lim Jade (3rd Speaker, S3 Adelaide)
and Lim Jia Yun, Ruth (Reserve, S2 Adelaide).
Derek Yuen was awarded the Best Chairperson as
he successfully conducted an in-depth but lively
discussion with his strong command of English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The objectives of this forum competition ar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

particularly in their speaking skills amongst students
in the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showcase
their public speaking talent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interactions between students and to raise their
awareness on current and social issues.
The topic presented by our school team was on
'Foreign Languages.' The panelists played their roles
as students who represented their class and society
in presenting their opin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s. They clearly stated their
ideas in aspects lik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They also touched on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one when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All in all, it
was truly an in-depth discussion by all panelists and
the chairperson.
Mr Ong Ee Seng, a lecturer in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also the chief adjudicator for
the competition congratulated all the participants on
文转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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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of the winners posing for a photo with Madam Boo and EAC teacher-advisors.

Hin Hua’s Got Talent
Reported by ELC

Regine Tan Jing Zhen from J3 Birmingham
and Anna Tan Wan Tzu from J2 Manchester
emerged as the champion in the first-ever Hin
Hua’s Got Talent (HHGT) which wrapped
up on 20 June. Regine, with her rendition of  
`Symphony’,   (sang to the beat of plastic cups
played by Anna) beat 14 other contenders   to
clinch the title. The event, organized by the ELC
Ambassadors Club (EAC)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Committee (EEC)
comprising Mrs Siow, Ms Premalatha, Ms
Renuga, Ms Regina and Ms Vani, was a great
success as audience packed the auditorium in
the Multi-purpose Block to support and root for
their favourite contestants or classmates.

The judges were Ms Jolyn from ELC, Mr Omar
Muzaffar from UiTM and Ms Alice Ong, a music
teacher. Ms Jolyn has vast experience in music and is
active in her church choir while Mr Omar Muzaffar  is
a member of two university bands and plays multiple
instruments. Ms Alice Ong, the chief judge, is a Hin
Hua alumnus. She used to teach music in Hin Hua
and now runs her own music school. The judges were
impressed by the students’ presentation and said that
it was a tough competition, making it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to decide on the winners. They also added
that HHGT   was a good platform for our students to
discover and display their talent.

The first runner-up, Tan Hui Yi and Debbie
had the crowd in stitches with their cheesy, but
entertaining skit entitled ‘Animal Planet’ while
the second runner-up impressed the judges with
Adele’s `Someone like you’, sung with piano
accompaniment. The consolation prize winners
sang a variety of songs with some of their
members playing the ukulele, the guitar, the
piano or the cajon.
■ Alicia and Emma belting out ‘Someone lik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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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ow is the list of winners:

One month before the contest, an audition
was held  during the first recess for more than
a week, after which 15 teams (solo, pairs or
groups)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event.
Among the 15, there was a rap battle (Theodore
Roosevelt  vs. Winston Churchill) presented by
Wesley Lau and Bernard Siow; a song-anddance (by a group of 9 Senior 3 students),  and
a skit while the rest were songs, some of which
were a mash-up of two or more titles.
The winners received Popular book
vouchers worth a total of RM240, the bulk
of which was sponsored by th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of  Hin Hua High School
(RM210).   While waiting for the judges to
deliberate on the results, a mini lucky draw
was conducted to reward the audience for their
patience and support for this event. The lucky
audience (including contestants) walked away
with   goodie bags containing stationery and
snacks, sponsored by the EAC.  (More than 200
complimentary passes had been given away
before the event for this lucky draw.)
The EAC and the ECC have undoubtedly
achieved their objectives of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Hin Hua students to use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to discover their hidden
talen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lso creating
an English environment in a predominantly
Mandarin-speaking setting. Mrs Siow would
like to thank Madam Boo, the vice-principal
and HOD of ELC, all teachers and ambassadors
involved for their cooperation, time and effort in
making this event a success, and not forgetting
the PTA for their sponsorship.

Ng Khun Hean (S2 Dublin)
I think this event was really a good opportunity
for our students to display their talents. Overall, taking
part in HHGT ha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From
the first practice to the finals, it had been a wonderful
process. I was glad that the ELC Ambassadors Club
offered a platform like this for us, students, and I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such activities in the years to
come.
Tan Hui Yi (J2 Washington), Debbie Yuen Hui Yee
(J2 Washington)
Participating in HHG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for
us. The contest was well-organised and everyone was
cooperative. The event attracted a big audience who
responded very well to each and every performance.
Everyone should be given a chance to experience and
try something like this. For us, winning the second
prize was really unexpected. We were the only ones to
do a comedy, and we tried our best. Many talents were
showcased through this contest. We hope the teachers
from ELC will consider organising more of such contests
in the future.

■ A guitar ensemble - Khun Hean, Jia Khang and Yi Hang
impressing the judges with their rendition of ‘Hotel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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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数据、强化教学
“促进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之
学生资料库建置与使用”工作坊

■“促进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之学生资料库建置与使用”工作坊圆满举行，参与者收获满满。前排左四起为张喜崇博士、
黄秀玉校长、苏源恭博士、许梅韵副校长、莫壮燕副校长。

文 / 张喜崇老师（教育研究与发展组组长）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社会对数据
的收集、管理与处理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
挑战。在教育领域里，教师的工作也与数据密不
可分，譬如学生资料、考试成绩、作业分数、操
行分数、课外活动分数等等。这些数据究竟如何
转化为对教师教学有价值的信息，并进一步提高教
学绩效是许多教育研究者不断在探讨的课题。我
校有幸邀请到美国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校区（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教育系助
理教授苏源恭博士，分别于6月17日、22日，在黄
景裕讲堂主持“促进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之学生资
料库建置与使用”工作坊，为兴华教师讲解如何善
用数据以强化教学。
数据与教学工作
苏源恭博士首先透过谷歌表单（Google Form）
对在场的教师做了一次简单的调查。这些问题包
括：教师是否了解学生在自己执教科目的去年和
前几年的成绩、教师是否了解学生在其它科目的去
年或前几年的成绩、教师是否了解学生在去年或前
几年的行为记录、教师是否了解学生目前的课外活
动、教师是否了解学生的通勤时间（或寄宿）、学
生家长的最高学历、父母的婚姻状况（夫妻/离婚/
再婚），以及学生的毕业小学。透过教师对这些问
题的回馈，苏博士带出这些问题如何与教学工作相关。

教师关心学生在学术成绩的表现，但是学生成
绩的表现并不能单纯从一个独立的数字中获得解
释。譬如A、B和C三个学生同样在数学考试中考获
70分，背后的意义或许大有不同。如果A学生在上
一次的数学考试只考获60分，那么70分对这个学生
来说就是一个进步、B学生在上一次数学考试也考
获70分，则这一次的考试只是保持水准、而C学生
在上一次的数学考试分数是80分，那么同样的70分
对这个同学来说却是退步。因此同样分数的解读，
如果在配合其它数据的运用，教师就会看到不同的
画面，也会更了解学生，就能够采取更适当的措施
来协助有关的学生。
从数据到有价值的信息
了解了数据与教学工作的关系后，苏博士接着
让教师思考如何让数据转化成有价值的信息。每位
教师都被分派了一个工作单——“影响学生学习与
成就之因素”。这一份工作单列出了五个面向，即
学生、教师、班级、学校及家庭。教师需要讨论影
响每一个面向的关键因素，以及可能的假设。譬如
在学生面向的部分，学生的学术背景是一个关键因
素，假设则可以是“学生去年的学科成绩与今年的
学科成绩成正比”。透过这样的假设检视，教师更
能够熟悉数据的运用，也能够将大量的数据简化成
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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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数据库的建立
学校新政的实施或是教师采用新的教学法，一般的
评估方式都会在新措施进行后对涉及者收集回馈意见。
可是这样的评估方式缺乏说服力，一来是这样的自评
（Self-evaluation）都会有一定的主观性，二来是缺乏
新措施实施前的数据，无法论证新措施的实际效率。苏
博士建议学校应该建置完整的数据库，常年收集特定利
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如学生、教师、家长，以及
校友对学校的观感和师生的身心状况。这类的数据库对
于学校进行各类新政策或措施的评估都极为有效，并有
极高的参考价值。

■ 苏源恭博士

经过教师热烈的讨论，对这五个面
向提出了许多的关键因素，其中包括
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学习风
格、时间管理、朋友圈、身心状况、
睡眠时间、学习价值观、补习班、学习
方法、思考能力、性别，教师的教学取
向、教学策略，班级大小、常态分班以
及能力分班，学校的学习文化、校园环
境，父母的教育程度、父母关系、家庭
的氛围、学生在家里的排行、兄弟姐妹
是否是校友、休闲活动与频密度，以及
兄弟姐妹的关系等都可以成为有意义的
假设。
当然，从数据到有价值的信息，分
析方法的运用极为关键。由于这一次的
工作坊时间有限，苏博士无法现场教导
教师如何分析数据。不过他提出了一个
简单的原则，以便教师在陈述数据时，
可以更有价值以及更有说服力。这个原
则就是数据的呈现要有参照组（Control
Group）的对照、同时要有前后的测量
（Pre and Post-test）。如果教师能
够在陈述数据时采用时间系列的设计
（Time-series Design）则更为理想。

一所学校的学术表现牵涉许多复杂的因素，其中包
括了国家教育政策的改变、学校政策的改变、社区的文
化、家庭背景、教学行为、学习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如
果过程中缺乏完整的数据来进行分析，教育工作者便无
法准确的掌握什么因素造成了学生学术表现的变化。因
此周详规划的数据收集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学校重要的
资产，也方便教师获取数据以进行分析，省却了个别教
师收集数据的时间和工作量，也加强了数据管理的效率。
四个小时的工作坊在中午1时结束。从教研组发出的
回馈中了解有多达80%的教师表示这项活动让他们更了
解数据在教学上的运用。唯大家都认为此次工作坊在实
际操作方面稍嫌不够，不足50%的教师认为他们能够掌握
数据的分析。教研组在和苏博士的沟通中了解这一次的
活动设定主要在介绍教师认识数据的概念。后续的进阶
活动就是要组织教师产生研究议题，并运用学校的数据
库来解决相关的假设。苏博士也表示愿意再到我校指导
教师分析数据的操作。根据多达80%教师表达对数据运用
的兴趣，相信后续的进阶活动也可以获得教师的热烈响
应。让我们期待以数据为导向的教学文化可以在兴华扎
根壮大，进而提升学校的教育素质。

■ 老师们踊跃发问，进一步了解如何善用数据提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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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老还童”科学教研交流会
学科自主专业成长日

■“返老还童”科学教研交流会，让各级老师都有机会尝试体验各级实验。

科学教研组报道
8月5日（星期六）上午8时，我校科学教研组
于国字型大楼科学馆举办学科自主专业成长日之
“返老还童”科学教研交流会，希望通过各项活
动让科学老师展开角色交换，以体验学生的学习过
程，从中探讨所面对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
本次教研交流会共有五个环节，包括：笔记撰
写、笔记评论、实验室操作考试（本生灯的开启）
、生物科实验考试（洋葱表皮细胞观察实验报告）
、物理科实验考试（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化学
科实验考试（金属的活泼性）和岩石分类的分享。
这活动的安排穿插了初一、初二及初三级科学课程
的不同领域实验，让各级老师都有机会尝试体验各
级实验。
笔记撰写与评论
电学之父法拉第曾说：“不会做笔记整理自己
思路的人，求学是糊涂的。”笔记是学习者将知识
内化、分析、应用的记录。老师们当天以20分钟
的时间阅读、理解、分析、撰写出自己的笔记，然
后张贴出来供大家投票和评论。最后是由陈淑娟老
师、刘秀玲老师和郑佩意老师获得“最佳笔记”奖。
经过讨论，大家都觉得笔记应该有更全面的功
能和技巧：
一、笔记的撰写应有别于“小课本”。

二、有些课文内容若具有共同比较事项，可制成
“表格式”，并从中做分析。
三、每天的笔记应写上内容标题和课本参考页数。
四、可以绘画方式制作笔记。
五、可用不同颜色笔写，以突出不同的重点。
六、笔记本不能以厚薄作为评分准则。
七、笔记撰写不能只为了笔记分数。

■ 老师现场拔下头发再用蜡烛燃烧，以探究
头发烧坏的速度。

实验室操作考试：本生灯的开启
本生灯的开启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必学的实验技
巧。老师们当天穿上实验袍，遵照实验操作步骤进
行考试。此外，老师需回答：为何使用本生灯加热
需要用无光火焰而非有光火焰？原因是无光火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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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煤气和空气充分混合，形成高温火焰，这样能让
实验在短时间完成，且不会造成所加热的试管管外
烧黑，难以清洗。
最后还请老师现场拔下头发再用蜡烛燃烧，以
探究头发烧坏的速度。此目的是希望老师时时刻刻
提醒学生，在进行实验时须遵守实验准则和注意自
身安全。
生物科实验考试：洋葱表皮细胞观察实验报告
老师们取材洋葱中间肥大的鳞片叶，染上碘溶
液以观察洋葱表皮细胞，先在显微镜底下以不同倍
数观察细胞构造，然后画出100x（倍率）所观察的
细胞，并标明植物细胞的构造名称。老师们在现场
全神贯注地制作洋葱表皮玻片的精神，以及洋葱表
皮在显微镜底下能清楚呈现，这些结果都是令人鼓
舞的。
物理科实验考试：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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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金属钠块的该刹那，顿悟金属钠并没有想象中那
么“坚硬”。切去外皮，才能观察到金属的光泽颜
色，果然是内有乾坤啊。老师们戴上护目镜，然后
将自己切出的“非常小块”金属钠投入水中，观察
它与水反应的速度，从这个环节可以看出每位老师
对“小块”的定义是不同的，因此产生了不同剧烈
度的放热反应。
岩石分类分享
岩石种类的鉴定对于科学老师来说是难度高、
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一个科学领域。虽然困难重重，
然而今年初一级科学的岩石教学，该级老师已收集
了五种常见的岩石，即花岗岩、石灰岩、玄武岩、
大理石及火山石，提供给班上每四人一小组作观
察。当天陈坤祝老师在介绍岩石种类的鉴定时，先
分配予每位老师五种岩石标本，再逐一从岩石外观
鉴定特点。另外，他也提供老师们课本与《岩石与
矿物图鉴》一书中的相关内容，请大家依据写出火
成岩、沉积岩及变质岩较明显的分类特征，并尝试
建立简单的分类流程。
科学教研组组长吴佩芬老师表示，科学是由生
物、化学、物理、天文综合而成的科目，老师不
管是作为教学者或是学习者都需抱持虚心进修的态
度。通过此次体验活动，老师们有机会尝试操作不
同年级的实验，以便日后在教学上可以做科学各级
知识的贯通，使得教学更为丰富。

■ 吴佩芬老师检查每位老师所进行的洋葱表皮细胞观察
成果。

老师们用灯泡、电池组、开关与导线学习串联
电路和并联电路的组成，并了解开关在串联、并
联电路的控制作用。除此之外，实验助理还为老师
们讲解如何使用万用电能表。虽然这是个简单的操
作，但各年级的老师在实验后一起交流如何改变电
路的连接法，开阔了老师们的思考空间，更有助于
日后面对教学的各种挑战。

她特别感谢两位实验助理：颜川原先生与徐子
逸先生，在他们细心和高效率的协助之下，把四间
实验室所需的实验器材都准备好，使得活动当天能
顺利进行。她指出，各级的科学老师在实验考试的
表现与科学精神远远超出预料，尤其是讨论环节，
老师们都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与大家分享。
“在此也要感谢陈坤祝老师提供岩石分类图，
以及现场教导如何辨认岩石种类，这让老师们受益
不浅。”

化学科实验考试：金属的活泼性
老师先观察并描述金属，如：镁、铝、锌、铜
的颜色和色泽，以了解金属的物理性质，接着再通
过实验观察来记录钠的化学性质。
当老师们看到“豆腐乳”玻璃罐，还以为今天
的实验物品是测试加工食物，原来里头装的是金
属钠（Natrium）。由于金属钠在常温下就能与氧
气反应，因此需要保存在煤油中，以隔绝空气。金
属给人的感觉是坚硬的，但当老师拿着实验小刀切

■ 老师们戴上护目镜，然后将自己切出的“非常小块”
金属钠投入水中，观察它与水反应的速度。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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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贯通学科各级知识
陈淑娟老师（初一级科学老师）
经过各科各级的一些代
表实验和笔记整理活动，我
发现老师们只熟悉自己所教
过的实验内容，因此，我觉
得所有科学老师都应该需要
了解初一级至初三级的课程
内容，这样就能更有效地进
行教学。而且也只有当老师
都教过三级的综合科学，才
会知道需要教到多深多广，才能很好地让下一级的
老师延伸教学。
举个例子，初一课程里完全没有化学式的概
念，因此当出现在初二课程中时，对学生造成了很
大的冲击。于是，只有教过初二化学部分的老师，
才会知道在初一教学时，需要让同学认识基本的化
学内容，如粒子的概念（原子、分子......）；也应
尽量提到物质的化学名称，如方解石的化学名为碳
酸钙。这样可以让同学有基本化学概念及心理准备。
再举例子二，初三级《矿物的使用》一章其实
与初一级上册第十章《岩石与土壤》相关，如果初
三级的老师熟悉初一级的内容，就能够设计出有效
的教学。
这次交流会使我感触的是，当各级老师只熟悉
自己的领域，对其他级的内容掌握度不足时，意味
着老师们在初中科学课程的各级知识贯通上还不够
强。若要有更稳固，更强大的教师团队，我觉得每
位老师都应该轮流教到各级别。

太慢，事实上经历后才发现，当面对的课文内容并
非自己的强项时，自己也是个需要充足的时间才能
把笔记撰写得更完整的学生。
在各种实验考的体验中，会发现若老师给的指
示不太明确，学生真的会很茫然，不知道自己该
注意些什么事项。除此之外，也意识到一旦学习冠
上“考试”的名目，难免会紧张而有所疏忽。老师
对非常熟悉的知识概念和操作技能，倘且会因为紧
张而有所错失，那对所学知识与技能都还很生疏的
学生，我们是否该多给他们体验的机会及多几分的
包容体谅呢？
总而言之，这次非常特殊的教研交流会真的让
老师们都“返老还童”，体验和收获很多，实际动
手操作真的比坐着空谈一堆理论更为受益。感谢为
这次交流会做准备的老师和助理们。

检视自己的好机会
洪梅珠老师（初三级科学老师）
刚开始听说这次活动会
有实验考试的时候，心里难
免有点担心自己的实验技巧
与能力。后来想深一层，反
倒觉得这是检视自己的一个
好机会，也就坦然面对。透
过这次的活动，可以放下教
师的身份，从容地进行各种
实验活动，让我可以更细微地关注每一个操作步
骤，享受当中的乐趣。感谢科组长与实验助理们对
这次活动的用心安排，让我看到更多需要改进的地
方，对未来的教课很有帮助。

对学生多几分体谅
邹易桀老师（初二级科学老师）
这次教研交流会很特
别，因为由老师角色交换，
去体验学生的学习过程，其
中包括撰写笔记和各种实
验考试。当亲自去体验当学
生，才能提醒自己原来在学
习的过程中会面对的问题，
比如用20分钟阅读完课文内
容后撰写成笔记这回事。在
这次体验之前，老师常在课堂上唠叨学生笔记写得

■ 老师们针对完成的实验报告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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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伟权博士主题演讲
史地科学科自主专业成长日
黄乐仪老师报道
8月5日（星期六）上午8时，我校地理与历史
科教研组于科技大楼协作学习室联办学科自主专业
成长日两场主题演讲，主讲者是本地旅居台湾的白
伟权博士。白博士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
系，现为东吴大学师资培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其
博士论文《国家、产业与地方社会的形构：马来亚
拿律地域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变迁（1848-1911）》
荣获“2017年台湾东南亚学会东南亚区域研究博硕
士论文奖”博士论文组第一名。白博士为大家带来
两场精彩的讲座，分别为“一颗鸡蛋看马来半岛的
区域划分”以及“生活中的大历史 —— 新马地区
的语言与地名”。
一颗鸡蛋看马来半岛的区域划分
白伟权博士表示，历史是关心时间的学科；地
理是关心空间的学科，史地本一家。其早年进行墓
碑考究，就曾结合地理与历史知识以研究“新山华
人族群结构的变迁”。

团，并指示网友拍照、打卡、贴文至社团，版主会将
照片更新到地图，制作属于你我的文化地图。这项活
动旨在邀请网友一起绘制全民文化地图，让局限于学
术殿堂的史地研究扩大至全民参与。目前该社团已累
积超过100个样本，数据还在持续增长中，将来文史
工作者可应用大数据展开文史研究。
半生熟鸡蛋，是南洋的早餐，殖民期从欧洲传
来。文化上的变异，导致我国不同区域产生有趣的
“吃鸡蛋哲学”。南马如新山、马六甲盛行盘装鸡
蛋；北马如槟城、太平是杯装鸡蛋。其中，尚有小尺
度的变化，如新加坡及其周边地区在吃鸡蛋时，除了
酱油和胡椒粉之外，还习惯加入黑酱油。研究发现盛
行杯装鸡蛋地区以及盘装鸡蛋地区，其居民说话、语
音各不相同，呈现显著的南北差异。可见吃鸡蛋的哲
学不仅是表面的生活方式差异，还体现了不同地区的
文化差异，文史工作者则致力于从中寻求理所当然的
生活习惯背后的原理。

他说，史地不分家，亦可以统称为社会科学，
是人们将复杂的经验世界加以归纳而成的学科，对
于提升学生文化素养以及培养在地关怀有很大的帮助。

白博士表示，除了鸡蛋，我们还可以各种食物划
分区域，如：菜头粿、叻沙、福建面、粿汁、炒粿条
等，不同区域的饮食文化差异，有待文史工作者投入
研究。研究过程，我们会发现许多新的可能。

“社会科学永远是一个充满例外的学科，无论
我们如何诠释，皆有其丰富多变的面向。”

“社会科学没有对错，只有资料的充足与否。”

白博士说，一般上我们从地理尺度划分国家，
如东马、西马，再缩小范围则半岛分为南马、中
马、北马。他目前正在进行一项“从吃鸡蛋看史
地”的实验，在网络创立“鸡蛋的食物地理学”社

他提出新区域地理学概念，并称真正的区域没有
明确的界限，是渐变的，区域内部相对均质，对外相
对有差异。区域的指标以社会关系划分并无明确界
线，区域空间会随着时间推移和历史演变而不断变动。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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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地与社科老师与白伟权博士合影。

生活中的大历史—— 新马地区的语言与地名
第二场主题演讲，白伟权博士首先与大
家探讨区域是如何产生的？他分析影响区域的
主要因素包括：
一、族群
早期马来半岛的划分为：海峡殖民地、
马来联邦与马来属邦。中国移民由槟榔屿、
马六甲、新加坡三大港埠进入马来半岛各
地。海峡殖民地是被英国完全殖民，深具殖
民特色；马来联邦具有半殖民特色；马来
属邦则苏丹具有最大的权力，本土文化最浓
烈。不同的方言群在殖民统治、半殖民统治
与本土色彩区域管辖下，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语
言色彩。

到的概念，更精确地说是外面的经验被整理到课
本之中。”
他说，学习社会科学不是为了培育历史及地
理学家，而是透过全民参与可操作的考察，提升
学习的兴趣、增加人们社会科学的素养。一旦社
会科学素养被提高，国民的土地认同也会加深，
进而丰富生活、享受生活，培养爱国意识。
“你对土地有感，才会更热爱这个国家，也
更能舒适地住在这个国家。社会科学不比感官的
文学，它需要有基本的基础及门槛，因此站在第
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可谓任重道远。”

二、经济
地理而言，各个区域可划分为港市与腹
地（hinterland）。港市指核心地区，腹地
则为该港市周边地域，腹地越大则港市越繁
荣。例如，早期胡椒和甘蜜是新加坡港市经
济繁荣发展的主要农作物，经济改变景观、
改变人文，新加坡商号又进而影响了柔佛的
地名形成。新加坡影响的腹地范围是柔佛，
马六甲影响了雪兰莪、吉隆坡与森美兰，槟
城影响霹雳、吉打,甚至远至苏门答腊、暹罗
南部等地，商业投资进一步带动低层移民的
扩散。
讲座尾声，白博士总结：“课本的知识
源自于我们的生活。生活周遭有很多课本学

■ 盘杯之争的背后，彰显新加坡与槟城两大殖民港市的
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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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彩英老师 ( 左 ) 与翁明
娇 老 师（ 右 ） 赠 送 纪 念
品予白伟权博士。

感人的探究精神

史地一家，热爱家国

符彩英老师（历史科教研组组长）

翁明娇老师（地理科教研组组长）

白伟权博士与大家探究不同方言族群的
华裔，在不同州属孕育出不同特色的语言，
包括马来语与方言的相融合，我们可从地
名、路名及商店的广告牌窥见各华裔方言群
的本土色彩。他也分享“经济作用改变景

一般上我们会将地理分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着
重研究自然要素者（地形、气候、水文、土壤、生物）
称为自然地理，而着重研究人文要素者（人口、经济、
交通、聚落、政治）称为人文地理。地理是研究人类与
空间关系的一门学科，即是强调人地关系的科学。“

观”的历史概念，回顾早期的马来半岛，因
经济因素各族群加入不同产业，而对该区域产

地”是指人类生存的空间，其要素包括自然、人文等有
形、无形的周遭一切。自然环境影响人类活动，而各种
人类活动也会影响或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谈及与
环境的关系，如人文社会活动的环境因素，或人文社会
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都可视为是地理学的探讨内容。

生不同的文化演变。
近年来政客提出华人是外来寄居者，马
来西亚今天的成就与华人族群有关吗？你或
许知道有不少以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像
吉隆坡陆佑路（Jalan Loke Yew）、陈秀
莲路（Jalan Chan Sow Lin）、巴生吴福
发路（Jalan Goh Hock Huat）及陈旭年街
（Jalan Tan Hiok Nee）等，全马还有许多
大小城镇的街道，都以华裔先贤命名。我们
是否了解这些先贤的背景？听说过他们的事
迹吗？
白博士强调，做历史考究，一定要有证
据，他和大家分享其在烈日下寻找墓碑或石
碑的考探，令人十分感动。他，是多么细
心，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走遍许许多多的
墓地、油棕园及河岸，寻索历史的证据。从
白博士身上，我们感受到他真诚、创意及坚
持的探究精神，相信会鼓吹更多的青年学者
去探究马来西亚本土文化与色彩，让本土文
化绵延不绝，也让大家肯定华人先辈开拓这片
土地的历史功绩。

我们学习地理，以便更了解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
相互影响。若再加上时间因素，所有探究地表上的人事
物随着时间不断演变的学科，就是历史了！故“史地一
家”的说法不难理解。不同的自然环境对各地区文化的
发展也有显着的影响。
白博士的研究内容，提到“区域的形塑”实际上是
与族群、产业有关，也就是地理学所强调的人地关系。
白博士将地理与生活相结合，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研究
地理、学习地理的趣味性。如从半生熟鸡蛋的杯、盘吃
法，进一步了解马来半岛北、中、南的区域划分，同时
也激发了学习者进一步探讨人地关系。
白博士鼓励大家透过生活中的考察，提升学习地理
的兴趣，进而培养社会科学的素养。一般人也许会从功
利角度质疑“学习地理”的目的，其实透过学习地理，
我们可以理解自己的居家环境，促进对土地的认同，
懂得保护环境、爱护环境，让这块美好的土地能永续发
展，我们亦可安心地居住在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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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关怀活动
郑诗颖 、洪凯琳（高三理孝）报道
5月27日（星期六）我校辅导处举
办“希望之谷”社区关怀活动，有30余位
高初中生参与。此次参访是为了让同学们
更进一步地了解周遭社区，培养大家关怀
社会的情操、认识麻风病、“希望之谷”
，以及了解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雪州双溪毛糯麻风病院（Sungai
Buloh Leprosy Settlement）也被称为
“希望之谷”，成立于1930年8月15日，
推行社区病院的概念，采用人性化的管
理，在麻风病的治疗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
功，并将治疗方法传至世界卫生组织，使
得麻风病最终成为一种可以有效治疗的疾
病。“希望之谷”成立至今已80多年，是
世界第二大麻风病院，高峰期居民多达二
千余人。1980年代医界找到治疗的药物
后，院民逐渐减少。
当天上午8时，同学们集合后便乘搭
巴士前往目的地。由于这是我们四位高三
生第二次去参访希望之谷，因此在此行担
任康乐股，带动其他新加入的同学参与服

务。借鉴上次的参访经验，我们发现那儿的麻风病康复者非
常喜欢几首经典歌曲，因此我们在巴士上带领大家练习《春
天里》及《月亮代表我的心》两首歌，以便现场为“希望之
谷”的居民献唱，表达真诚的心意。
约上午9时，抵达“希望之谷”，导览员非常热情地欢迎
我们的到来。首先我们到讲堂集合，导览员播放一些影片并
简单介绍“希望之谷”。随后我们分为两大组，跟随导览员
到各处参观，总共费时2个小时，可见希望之谷是多么宽广。

■ 分成小组跟随导览员到各处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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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之谷的参访让师生们收获匪浅。

午餐小休后，我们便展开康乐活动，透过游戏与当
地的居民互动，鼓励同学们学习接纳他们。
虽然一开始同学们都表现得非常拘谨，但在康
乐股努力地带动和居民和蔼可亲的招待下，同学
们很快就融入其中，玩得不亦乐乎。最让人感动的
是，善解人意的同学们都很热情地与麻风病康复者
沟通交流，甚至一起唱歌。约下午2时，同学们带
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希望之谷。

坚强热情地活下去
黄凯胜（高三理孝）
第二次去希望之谷，对麻
风病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无
辜的人患上麻风病后就被隔
离，在这562亩的山谷里与世
隔绝，其实麻风病没有那么可
怕，在“希望之谷”这片土
地上，他们有自己的学校、警局，甚至是法院、监
牢、邮政局等，他们也印制自己的钞票。每个患者
在这里活出自己的美丽人生，有能力的患者则可担
任一些职务，如种菜、种花、养鸡、养牛，自力更
生赚钱养活自己。在这个小社区里，他们有自己的生
活方式与娱乐活动，也会自己寻找乐趣与结交朋友。

■ 师生热情地与麻风病康复者沟通交流。

他们各个都是真英雄，在绝境中不轻言放弃，
坚强地活下去！当我们去探望他们，他们都很热情
地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十分和蔼可亲，即使我们
问起他们不堪的过去，他们仍然勇敢地回应我们。
这些麻风病患者在“希望之谷”一住几十年，已适
应周遭环境，这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小故事，对他们
而言都是值得回味的。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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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谷里重生
谢巧云（高三文商平）
这不是我第一次参与特殊
人士相关的活动，但却是第一
次与对方彷如交往多年的老朋
友一样开怀聊天。麻风病人的
外貌和我们不一样，一开始接
触他们必须跨越心理障碍，毕
竟眼前的人有者五官扭曲、有
者皮肤上有斑点和大块大块的
色斑，甚至有些麻风病人的四肢无法自由伸展。

感受，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在“希望之谷”过完一辈
子。他们是人，是有感情的生物，就和我们一样也
会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但他们的孩子不会患上麻风病，
因为当今的药物已经可以很好地控制细菌的传染。
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之谷”如今剩下的人
数不多，且以老年人占大部分。里面许多荒废的屋
子被非法外劳占用，杂货店的阿姨表示当地治安也
因此变得不好了。我希望将来“希望之谷”能够关
闭，因为这代表再也没有麻风病患在苦苦挣扎了。
也希望届时政府善用该大片土地，进行有效的发
展，否则将沦为外劳栖息地，滋生许多社会问题。

经过导览员的解释后，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大
部分的神经已经失去了知觉，致使他们无法感受到
疼痛。比如，当我们碰到沸腾的热水时，神经系统
会把讯息传给大脑，让我们迅速把手收回来，但麻
风病人感觉神经已受损，这让他们完全感觉不到刺
痛。无感与怀疑会驱使他们挑战自己、弄伤自己去
寻找感觉，最终造成伤痕累累。
基于科技的发达和医疗的进步，如今麻风病已
可治愈，不会再传染，唯独留下的是发病初期那些
惨不忍睹的伤口。他们像常人一样喜欢聊天、喜欢
唱歌，也喜欢到外面去透透风。“希望之谷”为这
些跌入谷里的麻风病人带来重生的希望。这里是属
于他们的天地，村庄里有一切基本设施，他们可以
周末上教会、和朋友们在咖啡店高谈阔论、傍晚在
公园玩耍和种花，有时还有电影播放会呢！他们亲
手栽种的一花一草都非常漂亮，并具有一定的经济
价值 。
“希望之谷”让麻风病人可以像常人一样生
活，为他们黑暗的生命带来希望。麻风病人之所以
选择在“希望之谷”不离开，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很
喜欢那里，而是由于当他们离开后到外面的世界，
社会上的人们总对他们投以异样的眼光和施以不平
等的待遇。换位思考，没有人喜欢被奚落、冷眼的

■ 同学们为长者献唱，逗得他们开怀大笑。

■ 同学写给长者的信，字里行间有着亲切的问候。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于1930年正式开始收容患者，
院区一共占地570公顷，其中包括医疗区、病房、
研究中心、病患住宅区，被规划为一个完整、自给
自足的聚落，病院中有中小学、礼堂、市场、警察
局、邮局、咖啡厅、俱乐部、改良所、基督教堂、
天主教堂、回教堂、华人寺庙、监狱，以及专属的
义山（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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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级爱校清洁活动
洪振丰（高一理忠）、骆芷欣 （高一理义）报道
为了培养同学们的爱校精神和团体合作精神，以
及提高同学们自觉、自爱、自律的优秀品德，并保持
校园公共卫生与整洁，我校高一级学生自治会分别
于7月1日、7月15日、7月29日、8月5日、9月23日以及
10月7日下午1时至3时分批进行爱校清洁活动，这是
“高一级社会服务计划”的一环。
下午1时，同学们准时集合到仁爱广场进行点
名。报到完毕，各班便在班导师和自治会理事的带领
下前往所分配的地点进行打扫，展开“净校之旅”。
为配合70周年校庆，今年高一学生的清扫范围更加
全方位，一些平时较少人清理的地方也被清理得一尘
不染，如：校外停车场的落叶、学校外围走廊的蜘蛛
网、国字型大楼走廊上的栏杆、教学大楼的电梯内部
和外围墙壁等。

■ 我们不遗余力参与爱校清洁活动。

过程中，同学们都干劲十足，一些班级组别完成
了自己所负责的范围后就去帮忙未完成的组别打扫，
净校活动在欢笑声中展开。打扫完毕，同学们便集合
到仁爱广场进行第二次点名，拍完团体照，活动正式
结束。

郑全淙（高一理仁）

高一级联组长林爱心老师表示，此次高一级爱校
清洁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也达到了最初的目的。通
过这活动，发现我校的学生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下已培
养了一定的环保意识，除了在日常生活中不乱丢垃
圾，同学们也会主动参与爱校清洁活动，如在不久前
的迷你马拉松，喜见同学们纷纷自动请缨，参与清洁
与回收工作。这不仅培养了同学们对学校的归属感，
也树立爱校精神。

■ 我们是爱校的高一级师生。

兴华师生具备环保意识
经过这次的活动，我
观察到校内的垃圾主要有
树叶和宝特瓶。我觉得这
是一件好事，代表绝大部
分的兴华师生具有环保意
识，而且爱护校园。通过
此活动，我学习了团队合
作及如何高效率地完成工作。我觉得此活动很
有意义，希望号召各级的学长姐、学弟妹一起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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怦然，但不仅仅是心动 ——
“怦然心动 Flipped”电影分享会
吴芯仪（初一忠）报道

为了让同学们更了解两性之间的相处之
道，我校图书馆服务团与大众传播出版组于
8月3日（星期四）下午1时55分在黄景裕讲
堂举办一场电影分享会，观赏一套美国电影
——“怦然心动”（Flipped）。图书馆服务
团也荣幸邀请了上官敬安老师导读与主持该
分享会。
“怦然心动 Flipped”内容讲述了当两
个还是二年级的学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剧
中的女孩爱上了男孩，而男孩则不确定自己
的感觉。在接下来的6年中，男孩对女孩既恐
惧且害羞，并尽其所能远离女孩。但由于两
人进了同一所学校且住在同一条街的对面，
难免碰面。后来，因种种原因，男孩和女孩
吵架了，但此后男孩却爱上了女孩。男孩为
了得到女孩的原谅，做了许多努力，还在女
孩的家外种了一棵女孩最喜欢的梧桐树......

这部电影除了让大家更了解两性之间的相处之
道，也借此勉励大家相信自己所相信的，坚持自
己的立场、不要轻易屈服。我们看待事情，不能只
看表面，若想知道实质的内涵，就要敞开心扉去接
触、沟通和体谅对方。因此，我们要跳出属于自己
的框框，站在他人的立场为他人着想。那么，你就
会察觉到原来世界是那么的美好。希望我们的人性
里还存在着如电影般这样美好的诗意情怀，互相点
亮彼此的生命，让这个越发暗淡的世界仍不时地显
得温暖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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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须建立在“礼仪”的基础上
邝美玉师（华文老师）
是什么令女主角茱莉心醉？男主角布莱斯的明眸。是什么令茱莉心碎？布莱斯对于
茱莉的哀求（救梧桐树）无动于衷、布莱斯扔鸡蛋以及讥讽茱莉的庭院与叔叔。是什么
令茱莉重新怦然心动？布莱斯向茱莉道歉，并将梧桐树移植于茱莉的庭院中。
茱莉的父亲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对于此句话，我的浅见是人品（真善美）大于感官的魅力:布莱
斯的明眸，微笑与头发散发的西瓜味是“部分之和”，而布莱斯肯为自己的撒谎行为以及肤浅思想，求茱莉
宽恕的举动以及投其所好（移植茱莉认为最伟大的梧桐树）是“整体”。布莱斯从外公的教诲中觉悟而后认
错，是“诚信”将一厢情愿推展到两情相悦。布莱斯即将做出茱莉期盼的举动时，茱莉即时醒悟，这启示人
们，感情须建立在“礼仪”的基础上。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茱莉家庭的写照；布莱斯的父亲外表光鲜，因迷失自己，所以恃才傲物。两
个家庭的共同点是都有贤妻良母，她们很努力地消除两家的隔阂。
《怦然心动》揭示了亲子、邻里以及异性之间的相处之道，值得一看。

了解与人相处之道

活出自己的魅力

余慧敏（初一忠）

郑理晏（初二礼）

通过电影，我了解到
两性之间的相处不仅仅着
重于情侣及夫妻的范围，
还包括了朋友或同事之间
的友情。一开始剧中的女
主角对男主角一见钟情，
对他做出许多让他难堪的事。当他们长大后，女
主角也收敛了许多，并不再一直打扰男主角，也
更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有“为爱冲昏了
头”。我认为这部电影很适合我们这年龄层的同
学观赏，借此让大家知道两性之间的相处之道，
男女之间也可以有一份简单且平凡的友情。

这是我第二次观看《怦然行
动》这部电影，也感谢上官敬
安师为我们导读。比起第一次，
我有了更多的感触。这部电影除
了探讨爱情，还有感人的友情和
亲情。我很喜欢女主角，喜欢她
的真实、坦率、勇敢和坚持。当她渐渐清楚自己内心
情感时，我看到她自身散发的光芒。于是，我明白，
人不能总围绕着另一个人转，对方不仅不会喜欢你，
还会对你感到反感。人一定要活出自己，有自己的原
则，才会拥有不同的魅力，这样自然就会有更多人欣
赏你。我挺喜欢结局那幕，男女主角一起把梧桐树种
在院子里。这部电影即使没有说明两人最后是否在一
起，可是这个结局已让我感到很暖心。这是一部值得
青少年去看、去深思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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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与毅力 —— 林哲宇
导言
我校高三理仁林哲宇自初一赢取田径
生涯的第一面奖牌至今（2012年—2017
年），已在各项大小赛事拿下13项冠
军、10项亚军以及10项季军。他在第
十四届田径锦标赛荣膺男丙最佳男运动
员；第十五届田径锦标赛男乙最佳男运动
员。2017年，面临高三统考以及步入中学
生涯的最后一年，他再上一层，在雪州学
联越野赛跑摘下首面县级别的个人奖，其
后更在雪州学联田径赛男甲800米以第二
名的成绩首次取得州代表资格。
哲宇将其心路历程详细地记载在周记
簿，经班导林雁冰老师跟全班同学分享其
坚毅品德，并大力推荐予出版组。在征得
哲宇同意后，我们首先详细阅读其周记，
并从中采撷精华的内容，其后再针对需进
一步补充的资料拟定采访提问、充实内
容。这是一场特殊的缘于周记与一个优秀

■ 在 2017 年全国学联田径赛开幕仪式林哲宇担任旗手。

田径好手交流其成长与心路历程的专访，希
望大家能自哲宇坚忍不拔、立定目标全力以
赴的可贵精神得到启迪，迈向成功。

黄乐仪老师整理
1.请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田径？为何会对田径
燃起兴趣？
其实我并非天生就喜欢跑步，小学时我热衷打
羽球，初一新生校队选拔，我去选拔羽球但落选
了。年中，听说学校有越野赛跑，当时对此也不甚
了解，刚好有认识的田径队朋友，加上学校i-mail
上宣布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在每个星期三跟着田径队
一起练习，于是我就傻傻跟着去陪练了。
还记得第一次练习，薛丽莹老师叫我们跑40分
钟，我是跑最慢的一个，中途停了好几次，这漫长
的40分钟感觉好像跑了几个小时都不会结束。但随
着一次又一次的练习，我看见自己的进步，也在田
径队结交了不少的朋友。那年的越野赛跑，我跑了
第八名。朋友邀请我进校队，结果我加入后就再没
有离开了。
我是从初二因为参加了那年学校的运动会才开

始真正喜欢上田径。一开始接触田径，纯粹是为了
锻炼肺活量，就像曾广志博士在高三成年礼讲座所
言，是“用天气来选大学”，没什么特殊的原因。

2.加入田径校队多年，什么因素鼓舞你一直走下去？
田径就像是一道光，点亮了我的生命，让我感
觉自己真实地活着，它给我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
还记得初一新生入学参观校园时，走到朝阳堂，我
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舞台，心想是否有一天自己
能有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是田径实现了我的梦
想，让我每一年都可以光荣地站在这个舞台上领取
田径的各项奖项。
田径让我真实地领悟到“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的道理，让我看见自己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
看见自己不断进步、不断变强，不断超越自我。也
许有些人认为我具备天份，其实不然，我只不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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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多努力一些罢了。小时候我有轻微的气
喘，没想到现在却爱上需要很大肺活量的运
动。从初二开始参加学联赛，到高二我才中
选县手，这期间花了约3年时间，今年才幸运
中选州手，有些人练一年却就获选了。我还
记得我第一年参加学联赛的时候我在1500米
的排名是倒数的。
我想告诉大家，也许你的先天条件不比
别人好，但是勤能补拙，只要肯花心思、肯
努力，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很多人因一时
看不到成果就选择中途放弃，这是很多人失
败的原因，一位学长曾说过：“成功的路不
难，因为坚持的人不多。”也许就在你放弃
的时候，其实离成功只差临门一脚。暂时看
不到成果，也许你是在为成功打地基与扎
根。体育处每年都会送校队们一句话：“最
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离成功不远了”，与
大家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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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发掘自己的过人之处很重要，刚加入田径队，
我的长跑持续力也不比别人久，速度又不比别人快，一开
始我很懊恼，纠结于为什么自己的长跑始终赢不了对手。
不断摸索下，我发现自己的爆发力比其他长跑队员强，于
是尝试不长也不短的中长跑，如800米、1500米等，结果
意外地找到自己的位置。我想，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独一无
二的，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当你慢慢去探索这个世界，总
有属于你的位置、属于你的地方，总有一天你会找到自己
的价值。

3. 过程中是否曾遭遇困难？你如何克服困难呢？
也许有人认为：找到自己的兴趣，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情就不会累。还记班导师曾在班上问我：“做自己喜欢的
东西不会累，对吧？”我回答：“累，当然会累。”其实
没有练过田径的人很难明白其中的辛苦。当我回首这些年
来艰辛的练习，有时还蛮佩服自己的，真的不知道自己是
怎样熬过那些地狱般的训练。
有时做高强度的训练，跑到脑袋一片茫然、什么也不
想要了，只希望能多吸几口氧气；跑完瞬间倒地迟迟无法
站起来，头痛得像要炸开似的，好不容易站起来后仍头晕
目眩、走路东倒西歪；体能训练进行到一定程度手脚会
抖，还要忍受之后连续几天肌肉酸痛的滋味，这一切不是
一般人能够体会的。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也是会累的，
但因为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清楚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也
明白这一切的痛苦是短暂的，撑完了就会结束；也因此开
始享受练习的过程、享受自己成长的过程。
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芬·乔布斯曾说过：“一定要
对你所做的事情有热忱，你必须从中找到乐趣。”社会上
许多成功人士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为他们喜欢自己正在
努力的事，如果没有热忱，谁会想坚持下去？这也是大多
数人失败的原因，没有人会想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 哲宇在 2016 年雪隆八独中田径锦标赛 4x400 米
接力赛，荣获第三名。

■ 2016 年雪隆八独中田径锦标赛田径队大合照。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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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我想，在追求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牺
牲掉一些其他东西。俗话说：“有得必有失，有失
必有得”，也许在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当儿，
必须牺牲很多事情，关键是看这个东西对你有多重
要、对你来说值不值得？我想对一些学业成绩不理
想的同学说：别气馁，分数不代表你全部的人生，
至少要发掘自己的一技之长，找到自己的长处，并
将之发扬光大。不要放弃追求梦想，以便人生不留
遗憾。凡事都有代价，只要你肯定自己在做的事情
是对的、充满热忱与意义，就尽情投入吧！

4. 谈谈田径对你人生的意义？
田径培养我过人的毅力，由于中长跑是较辛苦
与考验毅力的项目，在锻炼肺活量的当儿也不可忽
略速度，两者必须平衡，投入的练习时间和次数比
起其他的项目来得多，必须拥有顽强的意志力，经
年累月坚持不懈的练习才能把它练好，这也让我在
生活中形塑做事坚持到底、不轻言放弃的特质。

■ 哲宇于 2017 年雪州学联田径赛荣获 800 米第二名和
4x400 米接第二名后开心与队员合影。

■ 2017 年巴生学联田径赛我校田径队队员与教练合影。

■ 2017 年巴生学联越野赛跑我校田径队代表大合照。
第三排左二为林哲宇。

此外，田径让我领悟了许多人生道理，教会我
要“拿得起，放得下”，以及坦然面对挫折与失
败。从前的我好胜心很强，不喜欢服输、讨厌软弱
的自己；面对失败会很自责、沮丧。但渐渐地，就
因为我体验过失败有多么的痛，我才知道成功有多
么的得来不易，难能可贵，才会懂得珍惜。就因为
这些失败，让我在胜利的时候会喜极而泣，我才会
那么渴望成功，才会那么努力的练习。这些失败使
我培养自我检讨的能力，并且寻找问题的根源在哪
里？抱怨与自责并不能改变既定的事实，去发掘到
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问题并避免再
犯同样的错误，我们才能从失败中获利，离成功更
迈进一步。
教练曾在训练营时对我们说过一句话：“在这
里大家的待遇都一样，吃的东西一样、睡的地方
一样、练习过程也一样，但为什么最后成绩出来会
有第一名、第二名之分？去思考问题出在哪里，也
许一些微不足道的因素正是造成你们不一样的关键
点。”
如今，失败的时候我还是会难过，但已懂得化
悲愤为力量。还记得今年三月的巴生学联田径赛，
我在去年的八独中赛事800米项目冲、跑出了2分钟
06.1秒的成绩，这与巴生学联赛的最佳记录仅差
1.2秒。当时距离学联赛还有九个月的时间，九个
月的准备时间足够让我刷新大会记录，若我破了这
个记录，算是对我这几年苦练的莫大肯定，也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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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荣膺那场比赛的最佳男运动员。我踌躇满志，
没料到却失败了，我以为自己可以坦然地面对，但
在闭幕仪式上，当司仪念出最佳男运动员的名字
时，我的心抽搐了一下，我好难过，眼泪不受控制
地流出来，不知该怎样止住泪水。不认识我的人也
许不明白为什么我拿了冠军还不满足；只有跟我一
起练习、一起成长、一起变强的队友们才会明白。
生活有时真的很残酷、现实，台湾艺人彭于晏曾说
过：“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你不努力就肯定不会
成功！”
因此过了那天，我再也没有为此垂头丧气了，
反而重新站起来继续努力。最终我在雪州田径赛
中证明了自己，成功创下最佳记录，也因此取得了
人生中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通往全国学联田径
赛的“入门票”，这一切都要感谢三月份的那场败
仗，促使我更加努力、更渴望成功！其实，成功并
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觉得更了不起的在于一个人在
面对各种挫折后仍然勇敢站起来的勇气。

■ 哲宇（左）在 CICM Responsible Care Run 2017 荣
获第二名，并与荣获第一名的最好队友梁硕灵合影。

除此，我也学会如何与压力和平相处并善用压
力，还记得初一我面临人生第一场越野赛跑，当时
我的抗压能力很差、非常紧张，不仅前一天晚上失
眠，比赛当天也很早起来，手心不断冒汗，全身发
抖。伴随着往后一场场的比赛，我慢慢学会如何控
制压力，我不再畏惧压力，只要控制得宜，它将成
为我的推动力，使我不断进步。

5. 对有志加入田径的学弟妹，有什么勉励的话？
我觉得田径是一个磨练自己、挑战自我的领
域，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来试一试。只要你不畏
惧辛苦的练习量，田径队欢迎你！

■ 2017 年全国学联田径赛开幕仪式与雪州代表合影。

■ 哲宇（左六）在 2016 年林连玉行 3.0 五公里学生组比赛中荣获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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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哲宇得奖记录
2012年

2016年

1.第二十六届越野赛跑男丙第八名
（田径生涯的第一面奖牌）

1.Spring Run 6km 中学组第三名
2.巴生学联越野赛跑男甲第八名
（首次取得县代表资格，*取前八名做县代表）
3.巴生学联田径赛男甲800米第二名
4.雪州学联田径赛男甲4x400米第三名
5.跑出彩虹慈善义跑5公里第一名
6.林连玉行3.0 5公里学生组第一名

2013年
1.第十四届田径锦标赛男丙1500米第一名
（田径生涯的第一面金牌）
2.第十四届田径锦标赛男丙400米第一名
3.第十四届田径锦标赛男丙200米第一名
4.第十四届田径锦标赛男丙4x400米第二名
5.第十四届田径锦标赛男丙4x100米第三名
6.第十四届田径锦标赛男丙最佳男运动员
7.Standard Chartered Relay Run 公开组第四名

2014年
1.巴生学联越野赛跑男乙第十六名
2.巴生学联田径锦标赛男乙1500米第二名
3.第十八届雪隆八独中田径赛男乙800米第二名
4.第十八届雪隆八独中田径赛男乙1500米第三名
5.第二十七届越野赛跑男乙第三名
6.CLFC Family Sport Day 5km secondary school
第一名
7.第二届林连玉行5公里学生组第四名

2015年
1.巴生学联越野赛跑男甲第十七名
2.第十五届田径锦标赛男乙1500米第一名
3.第十五届田径锦标赛男乙800米第一名
4.第十五届田径锦标赛男乙400米第一名
5.第十五届田径锦标赛男乙最佳男运动员
6.Kl Orchid& Bonsai Run 5公里学生组第四名
7.跑出彩虹慈善义跑5公里学生组第二名

■ 2016 年雪隆八独中田径锦标赛前三名合影，林哲宇
荣获男甲 800 米第二名。

2017年
1. Spring Run 6公里学生组 第二名
2. 巴生学联越野赛跑男甲第三名
3. 雪州学联越野赛跑男甲第十四名
（首面县级别的个人奖）
4. 中华行5公里学生组 2017第一名
5. Chap Goh Meh Run 3公里公开组 第一名
6. 巴生学联田径赛男甲1500米第一名
7. 巴生学联田径赛男甲800米第一名
8. 巴生学联田径赛男甲400米第三名
9. 雪州学联田径赛男甲800米第二名
（首次取得州代表资格）
10. 雪州学联田径赛男甲4x400米第二名
11. Bak Kut Teh Charity Run 5公里公开组 第三名
12. Parkcity Charity Run 5公里公开组 第四名
13. 兴华迷你马拉松男甲第二名
14. Sukan Selangor U-21 800米第三名
15. Sukan Selangor U-21 4x400米第三名
16. CICM Responsible Care Run 2017 第二名

■ 2017 年巴生学联田径赛 1500 米前第三名合影，哲宇共
荣获 1500 米第一名，800 米第一名，400 米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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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七月份升学说明会及专题讲座
李辉祥主任、伍楒烷报道
七月，我校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主办多场
升学说明会及工作坊，包括来自韩国Dankook
University、加拿大 University of Alberta、台
湾升学说明会及“Writing a successful Personal
Statement”工作坊。在不同国家的大学代表介绍
及说明下，除了协助同学收集升学讯息，也让同学
认识各个国家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与大学风貌，
并开拓同学视野及培养世界观。基于部份同学在申
请英文源流国家的大学，首要具备申请文件之一是
personal statement，大学会依据同学的personal
statement来决定是否录取或受邀参加面试，故为
了协助同学掌握撰写personal statement概念及技
巧，特办是项工作坊。

韩国Dankook University升学说明会
韩国 Dankook University（檀国大学）升学
说明会，于7月3日（星期一）下午3时15分举行，
由该大学国际处国际教育组主任曹成铉先生主
持。Dankook University成立于1947年，是韩国第
一所四年制私立大学，拥有两个校区，分别位于竹
田和天安。该大学拥有36000名学生，共有22个学
院，87个科系，著名的科系包括以英文授课的国际
课程 —— 国际工商管理学系及移动通讯系统工程
学系、电脑软件工程学系、大众传播学系（新闻传
播、广告与公共关系及数位内容）、艺术与设计学
系（戏剧、电影、音乐及表演与制作）、服饰经营
学系、视觉传达学系、舞蹈学系（芭蕾、现代舞及
韩国传统舞蹈）、现代音乐（声乐、敲击、爵士钢
琴、吉他及作曲）及运动科学系（休闲运动、运动
处方与物理治疗、国际体育及运动管理）。曹主任
指出，毕业于该大学的运动员于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已荣获74面金牌记录，同时许多大家熟悉的著名韩
国艺人亦毕业于Dankook University，其优秀校友
的表现让同学们眼前一亮。
曹主任亦表示，韩国教育在各项国际评比上皆
名列前茅，具有竞争力，同时韩国逐渐步入高龄化
社会，因此韩国政府发出大量的奖学金吸引外国留

■ 曹成铉主任（后排左三）与参加升学说明会者合影。

学生到韩国深造。另外，有12000间韩国企业分布
在全球，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并且韩国的公共
交通便利、全面的网络覆盖率、社会安全、留学生
活费用与学费比起其他国家低廉等因素，皆是到
韩国留学的优势。Dankook University入学月份为
每年三月及九月，申请资格需高中毕业，同时需具
TOPIK 3或以上水平，如果报读英文授课的课程，需
具备IELTS 6.5或以上水平。Dankook University
也提供许多奖学金，学费减免15%至100%不等，以
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最后，曹先生以精彩的照片
与同学们分享海外留学生在韩国的生活点滴。该说
明会于下午4时30分圆满结束。
“Writing a successful Personal Statement”工作坊
7月6日（星期四），下午2时，来自英国INTO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的 Dr Bethan Gulliver（the
manager of Newton A-level Programme），凭藉其拥
有多年成功指导学生申请进入英国或全世界最好大
学的经验，为高三的学生主持了一场“Writing a
successful Personal Statement”工作坊，当天
约有百名高三学生出席聆听。
Dr Bethan表示，personal statement是同学
们申请大学的一把钥匙和面试前的门槛，可做为
大学区别申请者之间差异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英
国顶尖的大学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评估申请者的
personal statement，以决定是否直接录取或邀请
申请者出席面试，故一份好的personal statement
文转下页

54

HIN HUA MONTHLY

2017年 8月号

文接上页

■ Dr Bethan（前排左七）与参加“Writing a successful Personal Statement”工作坊的同学合影。

应具备四个部份，包括学术资格、对申请该科系感
兴趣的原因、软实力技能和课外活动与社区服务经
验（详见下述），同学需从中突出自己的特质，来
吸引他人的注意。

专家点评，他们会帮忙修改，然后自己不断的校
对、修订及润稿。同时，Dr Bethan也教导同学们
完整的personal statement规范结构，并且也展示
出一些优秀的例子。

1.学术资格：如高中统考成绩（UEC）
、A-Level、STPM，或其他大学专业课程入学考试
如STEP、LNAT、PAT、UKCAT、MAT、BMAT等。一
般而言，学术资格会在申请表上注明，故无需在
personal statement提及，反而申请者应详细说明
所参加的各种比赛、获得的奖学金及其他得奖记录。

另外，Dr Bethan也提醒同学，大学会联系推荐人
来验证同学personal statement真实性，故同学需确
保推荐人同时也有一份同学的personal statement。
此外，personal statement在不同的大学有不同使用
方式，没有一份 personal statement适用于所有大
学，这只是一个让申请者有接受面试机会的工具，对
于许多其他大学来说，这也是申请者得到面试或录取
的唯一机会，因此 Dr Bethan勉励同学们要认真地撰
写自己独一无二的personal statement。最后，李辉
祥主任在总结表示，同学在申请英文源流国家的大
学多为参考personal statement，而申请中文源流
国家的大学则以自传及读书计划为主，两者虽有异
同，但万变不离其宗，同学在起草中文自传时，亦
可将上述撰写personal statement的概念及技巧运
用到自传里。工作坊于下午3时30分圆满落幕。

2.对申请该科系感兴趣的原因：申请者应尝试说明
为什么要选择就读该科系，对相关科系产生兴趣的
原因，同时为什么会认为选读的科系是自己所能胜
任的，以及期待自己的生命中会有怎样的成就。
3.软实力技能：个人软实力包括个人时间管理、
阅读能力、口头沟通、书面沟通、批判性思维、
研究能力、分析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动机、贡
献、承诺、灵敏度、灵活性及弹性等，在personal
statement里除了描述以上技能，同时也须提出实
例佐证，不可简单及表面一言带过。
4.课外活动与社区服务经验：可阐明自己在
某一领域的专长、自愿工作及工作经验等。
Dr Bethan表示，申请者需自己浏览大学的网页并做
一些研究，大多数的大学网页会列明personal statement
所需的内容，申请者需确保自己的personal statement
内容有在大学的要求里，避免遗漏。Dr Bethan认为，同
学在动笔写personal statement时，一开始可先写下所
想到的一切，下小标题再以条例式重点说明，尝试思考
联结每种技能的实例或证据。之后开始动笔书写，
但在这个阶段无需担心文章的长度。完成后可以让

台湾升学说明会
我校每年有部份的同学会到台湾深造，故于7
月6日（星期四）下午3时15分举行台湾升学说明
会，分享人为现就读于台湾各大学的2015年兴华
毕业校友，分别是陈可譞（国立台湾師范大学运动
競技学系）、何姃嬑（国立高雄餐旅大学中餐廚艺
系）、苏永杰（台北市立大学运动健康科学系），
吸引了近百位同学参与。说明会一开始，校友们
为同学们简单介绍刚成立的台湾兴华校友会和雪州
旅台同学会及该会所常年举办的活动，例如：迎新
送旧聚会、大马运动会、春游等等。苏永杰校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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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每个省的教育在大体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因
为语言（英语和法语）、地理、历史和文化的不
同，每个省的基础和高等教育又有所区别。

■ 校友们分享在台湾求学的点点滴滴。

出，同学们可选择以侨生或外籍生的身份到台湾留
学，但同一年度不能同时以两种身份申请，或经选
定某一种身份后未来不能再改换另一种身份申请。
侨生与外籍生的申请大学方式不同，如果选定
侨生身份，同学们可向海外联合招生委员会以个人
申请及联合分发形式申请，或直接向各大学报名侨
生单独招生，而外籍生身份则依外国学生來台就学
办法规定，径向各招生学校申请。此外，台湾的大
学科系众多，可分为18个学群，同学可到海外联合
招生委员会网页查询。另外，到台湾留学的好处颇
多，留台的费用较为便宜，台湾教育部或侨委会也
提供许多奖学金让学生申请。
当天，校友们也不吝于向同学们分享自己在台
湾生活与学习的照片，述说自己留台生活的点点滴
滴，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最后，李辉祥主任补
充说明，越来越多的台湾大学于每年8月后开始，
以侨生单独招生的管道来收生，同学须注意申请日
期，同时大学主要以审核同学的高中学业成绩、自
传、读书计划、作品及其他得奖记录等资料为主，
故同学应用心及详细准备上述资料，长远来看，同
学应及早有效规划高中每一天学习生活。说明会于
下午4时30分画下句点。

加拿大University of Alberta升学说明会
来自加拿大的University of Alberta 于7月10
日（星期一）下午3时15分在我校Chrome Lab举行
升学说明会，主讲人为该大学国际部亚洲地区主管
徐锦佳先生，共吸引50位同学参与。徐先生表示，
加拿大是一个联邦国家，有10个省和3个自治区，
每个省都负责自己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因此
加拿大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主管教育的政府机构。虽

University of Alberta成立于1908年，是
加拿大西部第二大的大学，现有39,500名学生，
其中有来自全世界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名国际
学生，同时有近百名马来西亚学生在此就读。此
外，University of Alberta也是资金实力最为雄
厚的大学之一，每年有17亿加元年度运营经费和
4.6亿加元科研经费，是一所注重科研的大学，依
据2017年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位列第107名。该
校有五个校区，大部分学院位于Edmonton中心地
带的主校区，具有优良的校园环境和设施，如无
线网络覆盖所有校区，400多个科学实验室及加拿
大第二大的图书馆系统。
University of Alberta共有18个学院，提
供200多个本科专业让学生选择。此外，也有超过
450个学生团体，80种不同的学生服务，让学生体
验多姿多彩的生活和报名参加不同的学生服务。
徐先生表示，University of Alberta接受独
中毕业生的统考成绩来申请本科课程，不需要其
他额外考试成绩，只要附上英语能力检定考试成
绩，如IELTS或1119 English等即可。除此之外，
徐先生说明，该大学亦提供丰厚的奖学金、学杂
费及当地生活费用等给国际学生。该校每年都有
来自全马各地的独中毕业生申请就读，徐先生和
同学们分享他们到University of Alberta念书
的生活点滴和照片，让同学们可参考学长姐的经
验，对海外留学有初步的印象。最后，这场升学
说明会于下午4时圆满结束。

■ 徐锦佳先生为同学们讲解该大学的招生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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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 愁”唐宋诗教学—
近体诗创作（三）
文 / 吴素爱老师

七、题目：《理科生的烦恼》
组员：蔡雁霖，胡咏玲，陈伟航，梁凯翔，
林敏杰，吕得升，陈伟兴，郑全淙
班级：高一理仁

《理科生的烦恼》
理科功课天天有，
不比文商欢乐多。
测验频频读不尽，
需交作业不能拖。

厚心得：

■四组的同学与吴素爱老师（前排左四）合影。

这首诗很直接、毫不矫饰地道出了部分高一理科班同学的心声。诗作符合格
律要求，用韵也正确，是一首词汇很现代化的七言绝句。这一组同学共交来两张
背景画，图文搭配，点出主题。
理科班的同学，常常忙得无暇顾及文科的学习，希望同学能拨出时间，培养
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也希望同学们能喜爱诗词，在诗词的世界里，觅得乐趣。

八、题目：《伶仃》
组员：黄嶙凯，黄钲皓，陈俊宏，刘伟忠，
陈温静，黄怡婷，谢 瑜，张嘉莹
班级：高一理仁

《伶仃》
月明天暗乌鸦泣，
都市无光两道黑。
哭诉母亲已逝去，
伶仃孤苦痛心扉。

厚心得：
当各组进行讨论当儿，还不到十分钟，这一组已完成诗稿，予以同学分享。
诗的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内容反映母亲辞世的哀痛，然而并非同学们实际的体验与真实的感受，
故而在情意表达方面，尚欠真挚自然，即便是末句画龙点睛地点出悲痛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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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幸组员钲皓擅长书画。凭借他的生花妙笔画画写写，确实美化了诗的情境，弥补了诗作的疏漏不完美
之处。
当然，还是希望同学们在创作时，就实际生活，真实感受取材。南宋的翁森有“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
水面皆文章”的诗句，启示我们只要善于发现、观察、感受，生活中处处是文章、诗歌的题材。除此之外，
在诗句方面，也得细心推敲、斟酌，贴切用词，切忌以快取胜。

九、题目：《风云》
组员：萧宜婷，郑玮靖，李疌隽，王欣怡，洪心恬
班级：高一文商智

《风云》
小城柳絮飞如故，
细雨霏霏愁客孤。
行遍天涯回头望，
昔人故所已荒芜。

厚心得：
这一组的诗句也是改了又改，学生完稿交来后，还是觉得不满意。
建议题目改为《回首》，与内容更为相符。第三句的“头”字为平声音调，不合格律要求，该改为仄声
字，建议以 “首”字替代。既合乎格律，又合乎修改后的题意。
建议将末句的“昔人故所已荒芜”整句修改为“人生漫漫一长途”，更加符合情境，也更显出时空的悠
远，人事的沧桑与无奈。
读这首诗，不禁让我想起玮靖。因为玮靖求好心切，一直修改，她不只是到办公室问老师，还与老师
在“微信”互传简讯，之后再与组员讨论。改了几次，一直到完稿时，与初稿的内容已然风马牛不相及，完
全是另一首创作了。经组员们商量，决定交上《风云》。
其实古人作诗，也是改了又改，推敲了再推敲的。比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贾
岛的“僧敲月下门”中的“敲”字，都是经过反复推敲斟酌才成了千古名句。纵然是天才诗人李白，也有自
叹诗作不如人的时候。据说他游黄鹤楼时，对崔颢的诗作《黄鹤楼》叹服不已，曾效仿崔颢写了十几首，其
中《登金陵凤凰台》也写得相当出色，但还是无法超越崔颢所作。
所以，无论诗作文章，鲜少有一挥而就，不经推敲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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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题目：《兴华园》
组员：杜恺昕，王慧颖，金柔绚，洪湘怡，杨欣莹，
庄巧雯，黄芝玉，罗嬊珆，郭荟琳
班级：高一文商智

《兴华园》
驻足兴华园地里，
晴芳绿意迎桃李。
课余欢笑满园香，
欣喜展颜情不已。

厚心得：
几位活泼爱笑而认真的女同学，欢欢喜喜地完成了《兴华园》，把校园里最亮眼的角落很诗意地展现，
俨然一幅“兴华园欢乐图”。
创作活动进行约二十分钟，本组同学就将初稿让我过目 ，读罢我已心生欢喜，当场就在班上分享，然后
请组员再作修改，组员们分享诗作，完稿呈交后，我又修改了第一句。
短短二十八个字，有视觉，听觉，嗅觉等意象在里头，怎不令人赏心悦目、欣喜不已？
诗中“桃李”喻指学生。想象课余时间，偶尔结伴驻足兴华园，眼见花草鲜丽，耳听盈盈笑语，空气中
还隐隐透着花香，逗留片刻，已然松弛上课时的紧绷，欣喜之情自然溢于言表。
喜欢这首诗，画面情境充满喜乐，让人觉得置身兴华，缘结兴华，有幸成为兴华人，何其幸福！

后记
教导唐宋诗的那段日子，我们高一级华文科师生，几乎都浸淫在唐宋诗的天地里，读
诗赏诗背诗默诗诵诗唱诗，恍如回到唐宋时代般，不时找诗人叙聊。上完八首诗之后，以
学生的组别创作、呈献作为压轴，本单元教学总算告一段落。
诗海浩瀚，区区八首诗，犹如凤毛麟角。祈望同学们能借着课堂所学，学会如何去赏
析一首诗；偶尔兴之所至，灵感乍现，也可以提起笔写写诗。希望同学们能对古代诗歌产
生兴趣，能主动去涉猎更多美好的诗篇。
远溯春秋时代，孔子曾删诗整理《诗》，又称《诗三百》，即后来的《诗经》。在《
论语•阳货》篇中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诗与生活息息相关。
感谢古人留下了数不尽的文化遗产。古往今来，那篇篇美好的诗作，不仅启迪了我们
的思想，还升华了我们的情感，丰富了我们的生命，美化了我们的人生。
诗即是生活，生活即是诗。让我们融合生活与诗，拥抱一个诗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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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的
树
春
上
村
文学世界
林彦倚（初一忠） 报道
聆听了 7月5日的阅读分享会，我觉得受益良多。这分享会具有独特性及意
义，主题是关于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 —— 村上春树的作品，七位学生阅读后的
心得感想。分享会还没开始前，我就对这新鲜的主题与分享会充满期待。
首先，分享会由高二理孝的陈慧琪来分享她阅读过的《袭击面包店》，这故
事是关于一位少年年轻时，因有过度的渴望而去尝试完成他的“渴望”。接着，
初二孝的甘秀慧分享《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作品。她觉得读完这本书
后，得到很多的启发，例如一心二用。此外，跑步时我们也可以思考人生。这本
书也叙述了村上春树的成功方法呢！
之后，王立恩、苏垲瑜、邱诗洁和黄学谦同学分别介绍了《海边的卡夫卡》
、《你说寮国到底有什么》和《图书馆奇谈》。村上春树的作品里含有大量的暗
喻书写，让人边阅读，边动脑筋思考
里面隐藏着的意义与哲学韵味，牵引
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及强大的好奇心。
总的来说，听完村上春树的作品
分享会后，脑中浮现了想挑战读村上
春树作品的念头。希望我读了以后，
也有像分享者们一样或更新鲜的读后
感想。

■ 分享会结束后，出席的师生和分享
的同学们合影。

王立恩（高三文商和）采访
1.说说你和村上春树相遇的经
过。

高三文商義
蘇愷渝

我与村上春树的相遇是经
由高二华文课林卿卿老师在课
堂上偶然提到的。之后，我被
他的作品《海边的卡夫卡》书
名所吸引，于是就想去借来
看。再经过朋友立恩介绍这本
书，让我对这本书更加有了信
心，于是我就这样进入了村上
春树的世界了。

2.他的作品带给你什么启发？
他的作品其实最重要的是
带出了人性的各个层面，他擅
用隐喻来表达生活中的事物或
人生道理。而我觉得他的小说
确实打开了我的人生观、价值
观与世界观。我在他的小说中
找到了人性之间的共鸣。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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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喜欢的段落。
活法林林总总，死法种种
样样，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剩
下来的唯独沙漠，真正活着
的只有沙漠。——《国境之南
太阳之西》
4.如果你有机会遇见这位作
家，会想问他什么问题？
我想我应该不会问他太多
的问题，只想告诉他：“谢
谢你知道我的感受。谢谢你
的小说完成了那个不能完成的
我。”
5.除了这位作家你还读了哪些
作家的作品？
我喜欢绘本作家几米，他
书里的插画我都好喜欢。

1.说说你和村上春树相遇的经
过。
我是通过华文课认识村上
春树的，起初不以为意，但后
来被《眠》这本书给吸引，
也机缘参与了阅读分享会，就
这样开启我的村上春树阅读之
旅。
2.他的作品带给你什么启发？
他的作品风格有些出乎我的意
料之外，但开拓了我的想象空
间。故事情节的扑朔迷离与生
活之中出现的矛盾非常精彩，
带我进入另一个新天地。村上
春树小说中刻画的各种人性问
题与矛盾，让我进一步思考并
深入探讨自己是否也存在着问
题。
3.最喜欢的段落。
此刻我在凌晨两点的黑暗
之中独自想着那家图书馆地下
室的事。当我孤独一人的时候
周围的黑暗便更加深重恰如新
月之夜一般。——《眠》
4.如果你有机会遇见这位作
家，会想问他什么问题？

高三文商義
黃學謙

我会想问他：为什么他的
作品会用“我”来做为主角、
为什么羊男的地位如此卑微？
5.除了这位作家你还读了哪些
作家的作品？
我个人不喜欢太过冗长的
故事，所以我都选择阅读村上
春树的散文。我阅读了《遇见
100%女孩》，这本散文集内的
文章我反复看了几遍仍意犹未
尽。

■ 黄学谦同学与大家分享他与村上
春树的故事。

高三文商和
王立恩
1.说说你和村上春树相遇的经
过。
我和春上真正的相遇是很
唯美的 ...... 在图书馆溜达，
偶然间一瞥，“村上春树”四
个字跃然眼前。基于对他有浅
薄的认识，立刻借了《海边的
卡夫卡》，开始了探索他一系
列书籍的旅程。
2.他的作品带给你什么启发？
他的作品间接地启发了我
的世界观，影响了我对事物的
看法。
3.最喜欢的段落。
难道所谓真正的自由就是
这样坐在街道旁思索着下一步
吗？——《海边的卡夫卡》
4.如果你有机会遇见这位作
家，会想问他什么问题？
我想我会和他聊一聊音乐
以及问他怎么养猫，哈哈。
5.除了这位作家你还读了哪些
作家的作品？
我并不会特别记得作家的
名字，但印象深刻的有三毛、
莎士比亚和斯蒂芬 · 茨威格等
等 ...... 从村上的书里，我常
常能认识其他的作家，读《海
边的卡夫卡》的时候，我也出
于好奇读了卡夫卡的作品《变
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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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理孝
陳慧琪
1.说说你和村上春树相遇的经
过。
其实一开始我根本没听说
过村上春树，只是偶然一次老
师在华文课上提起，随后社
科老师也说他是一位很优秀的
作家，就百度了一下其基本资
料。真正接触村上春树的作品
是后来参与阅读分享会而开始
的。因为短时间内要阅读一本
完整的长篇小说并不容易，所
以我选择了篇幅相对较短的短
篇小说《袭击面包店》和其续
篇《再袭击面包店》。
2.他的作品带给你什么启发？
很多时候遗憾会在我们的
体内播下饥饿感的种子，随着
时间的消逝，渐次萌芽在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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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虚无助的时候，蓦地袭来强
烈的渴求感和饥饿感，让你措
手不及而错过了，也就是错过
了难以挽回的一切，在最佳条
件下也只能够以替代品的形式
出现，不能让你饱餐一顿，因
为你曾暴殄天物。所以，有什
么想做的就放手一搏吧，即使
这样的选择不如预期完美，至
少你尝试过，至少你心安了，
也可以心甘情愿地去承担自己
选择的后果。
3.最喜欢的段落。
“总之我们应该处于饥饿
状态。不，不是肚子饿，简
直像吞下了宇宙的空白一样
的心情。起先其实是小小的，
像甜甜圈中间的洞一样的小空
白，但随着日子的消逝，它
在我们的身体里渐渐增殖，终
于成为不见底的虚无。成为
庄重的幕后音乐般的空腹金字
塔。”——《袭击面包店》
4.如果你有机会遇见这位作
家，会想问他什么问题？
其实，这两部作品中，很
多隐喻对我来说略显深奥，立
意不完全清晰，其中很多的解
析都是上网查找资料再核对实

际内容而来的。我的问题可能
会是：他作品中纯然的象征层
面背后的真实基础以及其巧妙
怪诞的故事情节的想象力来源
吧。
5.除了这位作家你还读了哪些
作家的作品？
我通常都比较不会专情于
特一作者，只要是好书或是书
名有趣的都会尝试接触。若非
得说一位作者不可的话，我最
近倒是看了比较多马克 · 吐温
的作品。

高二理孝
邱詩慧
1.说说你和村上春树相遇的经
过。
一开始我并不认识村上春
树这位日本作家。如果不是老
师课堂上提到，我应该不会去
看他的书甚至是有想去认识这
位作家的念头。我不是他的忠
实读者，对他的认识不深。
2.他的作品带给你什么启发？
《你说寮国到底有什么》
是我第一次阅读的他的作品一
本旅行文集。我们通常去旅行
都会带着目的，总想从中得到
什么。大部分人都会在旅行前
先做规划，而村上春树却认为
旅行应该不为什么目的，可以

■ 王立恩同学（右一）也给大家分享她与村上春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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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任何规划就出发。我十分
欣赏他这份勇气，希望自己也
能够像他一样不为什么目的地
到处旅行。
3.最喜欢的段落。
对于为何要去旅行寮国，
又有什么好玩的他是这么说
的：“如果事先就知道那里有
什么，谁也不会特地闲得无聊
出门去旅行。去过几次的地方
每次去也都一定会有‘咦有这
个东西’的惊奇发现。这就是
所谓旅行。”
4.如果你有机会遇见这位作
家，会想问他什么问题？
我想如果我有幸遇见了
他，我会问他：“如果不考虑
空间、技术和时间的因素您最
想要去哪里？”、“每个人的
过去总会留下一些遗憾，不知
道你会想回到过去吗？”

2.他的作品带给你什么启发？
其实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有
点深奥，可能十年后看回会更
理解一些。我觉得书里主角
的感情很迷茫、抑郁，格调很
灰。后来我上网查了才知道这
本书的创作背景，大约是日本
迅速发展时，少男少女的孤独
心理，稍微明白为什么那样
写。书里的几个人物，有的经
不起心灵的创伤选择逃避甚至
自杀、有的即使很难还是开朗
的活着。每个人都有选择其生
活方式的权利，但我认为人生
还是不要那么悲观，要坚定强
大自己的心灵，而不只是盲目
追求外界的条件，环境虽然可
以改变一个人，可是最后能决
定一生的还是心态。

1.说说你和村上春树相遇的经
过。
我是因为图书馆的主题书
展而接触村上春树的书。我
借了一本曾经看过很多次封面
（在书展也看过）的书 ——
《挪威的森林》。

1.说说你和村上春树相遇的经
过。

我想问他：小说的灵感来
自哪里？是亲身经历吗？怎么
可以创造出感情那么饱和的角
色？

起初，我对村上春树这个
人毫无半点认知。后来，在老
师的介绍之下，我看的第一本
书是《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
么？》。当我第一眼看到这本
书的时候，对它没有丝毫的兴
趣，封面呈白色，除了书名以
外便空空如也，一点都不吸引
人。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完全
不明白他所要传达的信息。本
以为这本书只谈跑步，后来才
弄懂，他是通过跑步来分享他
的人生经历、事业、生活习惯
等等。村上春树所写的书不是
一看就能明白的，而是要不断
地去思考它背后的意思，我正
是因为这点而对他的书有了兴
趣。

5.除了这位作家你还读了哪些

2.他的作品带给你什么启发？

作家的作品？

虽然我是在一知半解的状
态下看完这本书，但是我还是
学习到许多。他会运用他本身
的经历，从不同的角度来传达
出他想表达的重点。他改变了
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他让我
看到了坚持；他让我审视了

3.最喜欢的段落。
“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
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会开花结
果”，《身为职业小说家》希
望能够鼓励大家换位思考，奋
力前行。
4.如果你有机会遇见这位作
家，会想问他什么问题？

高二理孝
吳靜兒

初二孝
甘秀慧

最近读了朱光潜的《谈读
书》，觉得他的书很适合我们
看，很多很有用的读书法、写
作方法和他对一些青少年的忠
告，很值得探讨，朱先生讲道
理的方式能说到人心坎里去。

2017年 8月号

我自己。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关
系，有很多地方我是看不懂
的，再过多一两年，我会重新
看过这本书，好让自己有不同
的体会。
3.最喜欢的段落。
容易发胖的人会去克制自
己的食欲及做运动，但吃不胖
的人可能就会因为这个原因
而少量的运动，身体就会不健
康。《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
么？》
4.如果你有机会遇见这位作
家，会想问他什么问题？
我想和他谈一谈关于他跑
步的经历和坚持的动力来源。
5.除了这位作家你还读了哪些
作家的作品？
他的书较为难懂，而且很
厚，加上我阅读的速度实在是
很慢，看一本他的书需要很长
的时间。我现在正在看着《海
边的卡夫卡》，这是我阅读村
上的第二本书。

■ 初中部的同学也出席此分享会，一
起了解更多关于村上春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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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文 / 林卿卿老师
参与分享会的几个同学都
带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他们提
出的见解和阅读感想不人云亦
云，而是自己读过以后，真实
跟自己的生命做连结的。这样
的阅读，体现了“阅读”真正
的价值。听完他们的分享，我
有了一股想重读这些作品的冲
动。
阅读的分享意义在于，可
以把自己的所读所感所想与别
人分享，再换取别人的意见。
借此，你会发现，原来读的是
同一本书，但我们的感受竟可
以如此不同！分享与探讨的过
程，我们或许觅得知音，或许
收获不同的意见，或许开启了
另一扇知识之门。抑或，经过
了大家的分享，你会想要迫不
及待回家再重读一遍那本书！
这就是阅读的快乐所在，看似
孤独且封闭的阅读爱好，其实
可引领你走向无限扩大的增长
空间。

分享会后，请立恩同学针
对当天的分享者问了五个问
题，目的是想通过这些问题，
让他们回头省思个人阅读脉络
与建立的过程。为什么会想读
这本书？怎样认识这个作家？
读了这本书或这个作家的作品
后，带给你什么样的启发？你
会继续读这个作家的作品吗？
如果有幸让你遇见这作家，你
会跟他说什么？诸如此类的
问题，都是阅读者在读完一本
书该问自己的问题。若仔细观
察，就会发现个人的阅读品味
是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多
读书，不该只是一味的“读得
多”。阅读材料浩如烟海，需
要在阅读内容方面去粗取精，
有意识的建立个人的阅读品
味，以提高文学涵养与个人修
养。
有一个阅读的好习惯将受
益终身，这早已是无须再证明
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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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主题书展
8 月份新書推介

1. 成为高效能人士的21天行动【韩咪咪/机械工业/C177.2】
2. 商业的奥秘【萨莎˙加布尔雷斯/企业管理/C490】
3. 绝佳提问：探询改变商业与生活【沃伦˙贝格尔/人民/C494】
4. 游戏化思维【凯文˙韦巴赫/人民/C494】
5. 星巴克，一切与咖啡无关【霍华德˙毕哈/中信/C496】
6. 星巴克：关于咖啡、商业和文化的传奇【泰勒˙克拉克/中信/C496】
7. 马来西亚创业菜鸟全攻略【周若鹏/大将/C496】
8. 公司的力量：决战华尔街【刘洪/中国友谊/C552.2】
9. 马来西亚大崩坏【林宏祥/大将/C574.386】
10. 一页纸商业计划【马克˙范˙艾克/中国财政经济/R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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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主题书展：阅读与历史
《维梅尔的帽子》：从一顶帽子看全球化
文 / 严伟扬老师

数

个月前，一位留学海外的校友分享了他到荷兰海牙博物馆，排了
一个多小时长队伍，为了就是要看“戴珍珠耳环的女孩”一眼。
那可是荷兰17世纪著名的画家维梅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年）
名作，在当地知名度不逊于“蒙娜丽莎的微笑”。
当鉴赏者在欣赏一幅作品时，入门者可能纯粹是慕名而来，稍有层次追
求者，他的视野可能是构图、色彩、笔法、光线，而更高阶者则可能揣摩
画家在作画时的内心感受，抑或画家要表达的意象等等。可是当一位历史学
家，在看一副17世纪的画家的作品时，他能看出什么不一样的世界呢？

■卜正民著

作。

为此我要介绍一部个人很喜欢的其中一部历史著作：《维梅尔的帽子》，
副标题是“从一幅画看17世纪的全球贸易”。英文版的标题来看，它有一个
更贴切的说法“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从维梅尔的画作，看17世纪的环球化萌芽。

本书是加拿大著名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一部相当通俗易懂的历史著作。卜正民拥有相当
强的故事叙述能力，与另一当代西方史学大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不遑多让。在本书里，他以丰
富的旁征博引和风趣笔调，游走之间，让历史两个字显得一点都不沉重。本书共有七个篇章，仅选其中
三章做一番简介。

■ 台夫特一景，它是现今仅存的两幅维梅尔室外场景画之ㄧ，且是他唯一一幅试图呈现大空间的作品。画中的小船 ,
见证了 17 世纪的小冰河时期 , 是专用来捕因气候寒冷而南下的鲱鱼。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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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从“台夫特看世界”
这一章节叙说了从荷兰一个小海港，如何走向连接世界。台夫特（Delft，亦译代尔夫特）名声不比
阿姆斯特丹或海牙，却是17世纪荷兰的一个重要沿海市镇。画中正前方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ernidg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的建筑，对历史有认识的人几乎都听闻过这间公司名堂。该公司头文字组成
的VOC，甚至可能是世上第一个全球性跨国公司标志。从17至18世纪两百年间，有近百万荷兰人通过海路
前往亚洲，绝大多数都是该公司的员工。而实际上，每三个前往亚洲的人中，有两个是没回来。有些人
死于途中或当地疾病，也有人在落脚地安身立命。可惜作者并没有提及，马六甲亦曾被荷兰统治长达180
余年（1641-1824年）。今天环绕圣保罗山下，还有无数个两三百年前的荷兰人坟墓，在圣保罗教堂内依
然存放着这些家族片片墓志碑。
若说15世纪是地理大发现的世纪，那么16世纪是个发现的世纪与相遇后冲突的世纪，也是个穿越边
界与封闭边界的世纪，由此创造出一个通往四面八方蔓延的关系网。17世纪则不从相遇变成持续交往；
凭着运气的交易变成制度化的定期贸易；比手画脚的交谈，换成混杂不同语言的沟通。这一切因素，就
是文化流动。
“维梅尔的帽子”
卜正民如何对这画作进行解码呢？这幅原名“军官和面带笑容的女子”（1660年）画作，道出了几
个时代特征。从社会风俗来说，早在这幅画的前几十年，基于宗教和社会阶层的束缚，荷兰男士不可能
和女子如此面对面谈笑风生。但是由于宗教改革后，中产阶级崛起，自由商业贸易也带来了两性间更加
从容和平等的交往氛围。
荷兰的商业贸易如何兴起？画中男士是一位军官，头上戴的皮帽子就是其中一个解答。那是原产自
北美洲的海狸。为了获得这些海狸皮，欧洲人通过结盟的方式与北美印第安人部落合作，并以此方式打
击另外的部落联盟，以赚得更多利益。海狸皮贸易成就了荷兰成为欧洲富国的因素之一。
在火器火枪的优势下，北美原住民部落只有挨打，土地资源大块大块的沦失，欧洲人往往得到最终
的胜利。伴随着一次次的胜利，不但扩大了欧洲人的野心，亦对新大陆采取大规模征服行动。与此同
时，甚至有欧洲人已经遥想横跨北美洲，准备前往他们憧憬另一个财富之地：东方和中国。
读者在阅读本书，如果稍微留意就会发现本
书出现的人物，并不是我们一般认知的帝王将相
或大人物。卜正民通过历史文献上毫不起眼的小
人物，如一个17世纪普通的欧洲船长、海狸皮商
人、印第安部落首领和战士们、20世纪的一伙考
古学家的勘察等等，重构当时人们的活动心态，
还原历史情境。由于正规历史教育和电视连续剧
的影响，一般人认为抽离了“历史大人物”，
历史还有什么趣味可言的错觉？但是正如本章带
出的讯息，历史里其他层面，如气候、服饰、饮
食、疾病、火器等等，恰恰和我们庶民生活越是
贴近，就连一顶帽子，也有足以让它构成全球化
的因素份儿了。

■ 画中维梅尔颠倒地图上的设色，把土地画成蓝的，水画成褐的。或许暗喻军人地位逆转。陆地和海易位；军人和
平民的相对关系在不同的社会秩序里也改变了。画中军官头上的那顶海狸毛皮帽，其毛皮来自美洲；从毛皮供应
可以探之当时的人已深入美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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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秤的女人
画中的女人，是画家以妻子为模特儿，一般认为这是维梅尔创造力的巅峰之作。在历史学家的眼
中，看到的却是桌面上的秤子和银币。在课堂上，偶尔就有好奇的学生会问，从前不同区域的人们如何
进行交易？就近而言，在美元还没有成为世界通行货币之前，西班牙的银元曾是世界流通货币的主角，
长达两百多年。我们今天称呼美元US Dollar，就是源自西班牙银元的旧称Spanish Dollar。西班牙人在南
美殖民地大量开采白银铸成硬币，其中三分一的银币运回欧洲，刺激了欧洲的货币革命。如图中的妇
人，就是在秤着手上的银币，也可能是她一家的日常开销了。但是更多的白银，则通过大西洋贸易
线，即“大帆船贸易线”（Galeon Trade）流向亚洲，最后归宿于中国。大量的中国陶瓷器、茶叶、纺织
品等则成为当中大单的对外输出品。那是17至19世纪初，若换成朝代概念，正值中国明朝中后期到清朝
中期年间，几乎当时世界流动白银都落入中国市场
里了。这也解答了，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英国大量
对中国输入 鸦 片 ， 从 而 导 致 白 银 又 再 次 流 向 西
方，那是后话了。
白银和我国历史有关系吗？翻开我们的历史教
材：1786年，莱特（Francis Light）向吉打苏丹取
得槟榔屿所有权，每年赔偿苏丹“六千元”；1819
年，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从柔佛王朝的天猛
公手中，取得新加坡统治权，每年付给天猛公“三
千元”。其实这些都是当时通行的西班牙银币呢！
原来当世界连成一体时，我者他者之间的距离早已
不存在。
■ 画中模特儿是维梅尔的妻子卡塔莉娜．博尔涅斯，他妻
子当时似乎又怀孕了，画中她着秤，准备秤东西，她左
边靠近桌沿有四枚小金币和一枚大银币 - 这幅画画的是
准备秤钱的女子。

结
语

维梅尔遗世作品约有四十多幅，尤其用色相当鲜丽磊落，光线更是处理细致。可惜
其作品在他于世时没受到重视，逝世后才被发掘，而成为一代大师。不过看完这本书，
读者或许会很纳闷，怎么都不是维梅尔的作品鉴赏手册，更加不是他的传记。没错，这
本书的魅力就在此，因为最后你甚至会忘了谁是维梅尔，但是你
阅读到的却是一副活鲜鲜，17世纪的全球化图像。
谈到全球化课题，是我们现世无可漠视的一环。近廿年来，历史学界对全
球史观（Global History）书写方兴未艾，尤其伴随着全球化议题（Globalization
Issues）热络，如何搭起一座从过去的经验，给廿一世纪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显得更为重要。全球史观，重点并不是谈“整个的世界史”，其价值在于如何建
立一种“联系的世界”，从分散到整体，建构一种生命共同体的世界观，这才是
它最具价值之处。

附注：
卜正民近年出版的尚有《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香料贸易、佚失的海图与南中国海》( Mr Seldens
map of China,2013年)、主编《哈佛中国史》(六册)，亲撰第五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2009—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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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阅”
诚邀老师推荐好书

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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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牌的秘密》乔斯坦˙贾德 | 推荐者：李贤慧老师
一对父子，一趟寻妻寻母之旅，一
本小圆面包书，一副扑克牌，带出一个
很有趣，深入浅出的人生哲学小说。

块，13个红心，再加一个丑角，完成了53
个故事。故事里也许就有一些答案，能回

作者说，其实《纸牌的秘密》是《
苏菲的世界》的姐妹篇，《苏菲的世
界》关注的是哲学与人生，而《纸牌的
秘密》则是把哲学带回人类的童年。

不论你在不在乎，哲学就像许多的物
理原理一样，年代久远，只是说到底有多
少人能从中有所领悟，並善于使用。若真
的觉得哲学很难消化，姑且把《纸牌的

53张扑克牌变成53个活蹦乱跳的
侏儒，13个黑桃，13个梅花，13个方

秘密》当成一本玄幻小说来看，其实也很
好看！

答你偶而会闪过脑际的〝为什么〞。

《启航吧！编舟计划》三浦紫苑 | 推荐者：李贤慧老师
〝记忆跟词汇是很像的。香气、味道或
声音，能夠唤醒埋藏多时的记忆；而那些混
沌不明、彷彿沉睡着的心情和事物，词汇则
会让它们甦醒過來。〞
一个编辞典的故事。
先看过电影，才看小说的。所以在看小
说时，电影里的人物不断的在脑海里演着小
说里有，而电影没办法一一演出的情节。
一个平凡中偶有起伏，平淡中偶有浪
花，平静中藏着巨响的故事。

存在。但是，在人人都用电子产品查字词的
时代，还有理由需要大费周章、劳民伤财、
耗时耗力的编辞典吗？故事中的人物会用行
动告诉你答案。
台湾歌手，苏打绿的青峰说：〝有些小
说，你没办法只看推荐，必须字字句句去感
受，看似平凡中的不平凡。〞嗯，完全赞
同。《启航吧！编舟计划》就是这么一部小
说。
向所有默默为人类文明付出，不计一
切，忘我奉献的辞典工作者，致敬！

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文字一直很静谧的
《狼图腾》姜戎 | 推荐者：庄晓毓老师
这是一部发生在离我们很远的蒙古草原的故事。姜戎的自传性小说，深刻地描绘了
草原的生活，巨细靡遗地描写了狼的各种神秘的传说与习性，借此地反省了人性，以及
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喜欢狼，千万别错过《狼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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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六讲》蒋勋 | 推荐者：庄晓毓老师
孤独是一种美学，学习独处，才能更好地在群体生活。作者由浅入深，从情欲孤独、
语言孤独、革命独孤、暴力孤独、思维孤独一直谈到伦理孤独。孤独并非寂寞，在这愈来
愈孤独的社会，孤独成为一生的功课。另可延伸阅读蒋勋孤独系列：《因为孤独的缘故》
，《岛屿独白》。

《对照记系列》杨照、马家辉、胡洪侠 | 推荐者：庄晓毓老师
一个时代三地人三种对照，来自中国、香港、台湾三位作家的
隔空对话，让人了解时代、地区的独特魅力。

《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吉陵春秋》 李永平 | 推荐者：庄晓毓老师
作者通过朱鸰丫头回溯在婆罗洲那段晦暗阴湿的童年记事。书中讨论了马
来西亚华人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在异乡，望着原乡，想着故乡。马来西亚人
就如芒草，坚韧，又心酸。

《为了活下去：脱北女孩朴研美》朴研美 | 推荐者：谢宝琳老师
此书主要描述一位脱北女孩的亲身经历。从书中可看到我们无法想像，甚或是残酷
的世界。透过此书可让读者对生命有不一样的体悟。
《空间就是性别》毕恒达 | 推荐者：朱键鸿老师
这是一本启蒙了我性别意识的著作。很多我以前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如:英雄为什
么是用“雄”？那女的要叫什么？）或我以为可以为常的（如：“女厕总是大排长龙，
而男厕却不用”）的这些现象，在作者从空间，设计，性别这三个面向切入分析，才发
现原来我们的生活中隐藏这么多不为人知的权利关系。作者是台湾著名的环境心理学
家，他深入浅出地举了生活中很多例子分析说明生活中潜藏的游戏规则，是一本很有趣
的书。
《该隐的封印：揭开男孩世界的残酷文化》丹˙金德伦 | 推荐者：朱键鸿老师
男生，是怎样养成的呢？从男生到男人的改变，又需要经历什么过程？第一次看到
这本书的时候是我在大学的性别学课堂，里面详细举了许多例子分析男生成长过程中所
经历的残酷文化和情感压抑，而这样的养成过程使得男人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看完后
你会对男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可能可以理解很多现象发生的原因，以及反思自己的
生命经验。
《发展的怪兽》杨洁 | 推荐者：朱键鸿老师
这是一本，我国少数对于经济发展提出反思与建议的中文社科科普书。近年来，
我国各领域打着“经济发展”之名开启的多项发展计划，却可能影响了在地的人民生
活文化、生态环境或社会关系。而这本书，罗列了几个著名的例子，来带大家从另一
个角度重新看待“发展”这件事，引领我们思考发展除了经济的好处外，是否也可以
兼容文化、环保等各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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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一场思辨之旅》迈克˙桑德尔 | 推荐者：严伟扬老师
“正义”对一般人而言是顶礼膜拜，神圣而又不可侵犯的概念。但是，何谓“正
义”？它是否和神主牌一样，属于神龛里的不可动摇的图腾？从小到大，我们的教育
里面如何贯彻这一崇高的理念？我们又该如何去追求之？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教育来
熏陶。本书名虽然是谈正义，但更多的是思维上的训练。桑德尔，哈佛大学哲学系教
授，以他的丰厚学底，贯穿西方古今哲学的各派理论，通过与学生不断的苏格拉底助
产妇式对话，抽丝剥茧，探寻一个社会的民主核心价值。惟有理性讨论和对话，才能
塑造一个更理智的现代民主社会。
《三杯茶》格瑞格˙摩顿森 | 推荐者：林蓁巸老师
这本书名为《三杯茶》，源自于作者因早逝的妹妹去攀登K2高峰，却遭逢意外，
缺乏水与食物的他，幸好被当地村民以三杯热茶救起，才逃过一劫，从此就开启了作
者在第三世界的国家办学的人生。此书记录了，作者如何在没有任何资金与资源下成
功办了60多间的学校，并记述了各文化背景不同的趣事。

《摄影构图与色彩设计》哈拉尔德˙曼特 | 推荐者：曾新植老师
这本书通过摄影清楚的传达构图与色彩的设计理论，每一个理论都有摄影作品为
示范，让读者更了解如何实际运用该设计方式，且摄影作品也符合现代设计美感。推
荐对设计语言及表现形式有兴趣的同学借阅。
《随军翻译》禤素萊 | 推荐者：黄慧洁老师
这本书记载着很多不为人知的
军中故事。作者在2007年始被联合
国遗派驻科索沃之北约维和部队作
随军翻译。期间作者也亲身目睹了
许多军事中的趣事和悲痛。基地的
环境及种种额外的任务等。
作者文字描写能力极强，曾获
花踪文学奖，也曾出版文学著作。

此次她以细腻、活泼中偶沉重的
笔调，写出遥远世界另一头人民的
苦难和挣扎求存的故事，也写出一
位远赴异地生活的女子的勇敢和坚
毅。作者近身观察战争机制，旁观
族群冲突、杀戮，体验封闭社会各
种匪夷所思的文化冲击的故事都写
在这本书里。

《YES! YOU CAN》ERIC CHONG | 推荐者：陈如娟老师
Yes,You Can是立肯英文语言中心创办人张启扬的著作。这本书可作为年轻
人的成功宝典。书里有100个成功法则，他把一些朴实的价值观，通过故事把它
灌输给年轻的一代让他们无论做事或做人都有个指引。书中也提及在追求成功过
程当中，如何坚守道德，不走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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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日：50天

假日：37天

兴华中小学及校友会 花絮
创立 70 周年联欢晚宴

■ 仁爱广场也摆满宴席。
■ 筵开 295 席，盛况空前。

■ 校友梁宝仪（左）和陈俐杏回校担任主持人。

■ 董事与嘉宾欢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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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中小学及校友会 花絮
创立 70 周年联欢晚宴

■ 蒲公英合唱团呈献两首动感的歌曲。
■ 华乐团演奏《飨宴》。

■ 兴华小学呈献《丰收乐》。
■ 兴华中学及校友会合唱团合唱《人客里面坐》。

■ 舞蹈社表演朝鲜民族舞蹈。

■ 众人纷纷在摄影区合照留念。

■ 70 余位嘉宾上台鸣锣和拉礼炮为大会掀开序幕。

■ 逾 3000 校友踊跃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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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期服务奖
至31/12/2017

丹斯里拿督斯里
杨忠礼董事长

1953-1958
1965-1973
1974-1976(第10届副董事长)
1982-1984
1985-2005(顾问)
2006-2017(第20届至23届董事长)
（54年）

苏顺昌董事

尤瑞泉董事

翁紹好董事

卢金峰副董事长

林明玉董事

1968-2017(50年)

1974-2017(44年)

1977-2017(41年)

1982-2017(36年)

1982-2017(36年)

拿督李平福
署理董事长
1985-2017(33年)

陈玉珠董事

拿督黄景裕局绅董事

陈仁海董事

林清居董事

李玉梅董事

袁国海董事

1985-2017(33年)

1985-2017(33年)

1985-2017(33年)

1985-2017(33年)

1982-2014(33年)

1982-2014(33年)

李景通董事

庄龙福董事 77-81、

沈才坤董事

颜长生董事

张文友董事

郑敬忠董事

1982-2014(33年)

91-2014(29年)

1991-2017(27年)

1991-2017(27年)

1985-2011(27年)

1974-1999(26年)

黄添才董事

拿督林宽城副董事长

林锦锭董事

陈仁才董事

邱顺裕董事
1994-2017(24年)

1997-2017(21年) 1997-2017(21年)

林天送董事
1985-2005(21年)

1991-2011(21年) 1971-81、85-87、
2003-08（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