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范长存天地间·永远的大家长
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追思会

林意晴（初三爱）、黄乐仪老师报道

我校创办人暨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

士不幸于10月18日与世长辞，举校哀痛，校方谨定

于11月12日（星期日）在我校朝阳堂举行追思会，

悼念这位被全体兴华人爱戴的大家长，千余名兴华

人及文教界同仁代表齐聚一堂，缅怀其一生行谊。

下午2时15分，出席嘉宾及师生陆续抵达校

园，仁爱广场左侧设招待处迎宾，同学们按照级别

在广场右侧列队，等待入场。在管乐团悠扬的乐

声中，嘉宾与师生鱼贯入场。舞台上挂着巨大的布

幕，上方印制杨董事长生前十分喜爱的个人照，其

慈祥和蔼的笑颜映入眼帘，令人感怀思念。仪式开

始前10分钟，舞台两侧的屏幕播放着杨董事长遗体

告别式的短片，部分与会者触景生情，频频哀伤拭泪。

■	丹斯里杨肃斌博士（前排）带领家人向出席者致谢及缅怀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第 2 排左一为潘斯里陈开
蓉董事。

黄秀玉校长：秉承与发扬兴学办教精神

仪式于下午3时10分在管乐团演奏《You raise me 

up》乐声中掀开帷幕。首先，黄秀玉校长代表全体兴

华师生致追思文。她说，杨董事长是企业界楷模、

华教的先锋，更是我们最尊敬的大家长，他生前誓

言要把兴华办到最好，对教育团队爱护、尊重、信

任，不时给予肯定和鼓励，是学校教育快速稳健发

展强而有力的支持力量。兴华有今天的成就，杨董

事长居功厥伟。

“董事长，全体兴华人将秉持及发扬您兴学办

校的眼光、胸怀和魄力，守护华教，推动兴华不断

向前进，谱写兴华再创辉煌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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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短片催人泪下

校长致词完毕，大会播放《典范长存天地间 

——	永远的大家长》短片，重温杨董事长生前积极

参与兴华活动、为校无私奉献的片段，短片内容呈

现从董事长关心学生的成长、前程，到对教师福利

的改善及素养的提升，再携同董事会参与学校硬体

建设、引领学校迈向新纪元的点点滴滴。在场师生

缅怀故人，纷纷泪下，我校70年来筚路蓝缕，发展

至今日的辉煌成就，杨董事长功不可没，他一生为

兴华鞠躬尽瘁，投注许多精神与心血，如今斯人已

逝，典范长存。

丹斯里戴良业副董事长：良师益友学习典范

短片结束，大会恭请兴华中小学五机构代表丹

斯里拿督戴良业副董事长致词。他指出，虽然本身

与杨董事长相差35岁，但相处时却没有任何隔阂，

彼此的关系是良师益友。身为兴华创办人之一，杨

董事长从不掩饰对兴华的热爱。他不遗余力推动教

育，自2005年担任兴华董事长以来，积极领导扩建

校舍的工作，使教学大楼顺利在2007年落成使用，

增强兴华收生条件，改进教学环境，奠定日后提升

教学素质的基础。

“在这样的感召下，全体兴华人也没有让杨董

事长失望。学校不管在学术、学艺、运动等，都有

亮丽的表现。2016年统考，兴华被评为特出考生的

学生多达34人次，为兴华历年来最多，也是全国特

出考生最多的学校，这个成绩是我们回报杨董事长

的一种模式。”

永存心间，传承精神

接着，学生代表郑育文同学致词时感谢杨董事

长这些年来对兴华的付出，虽然大家失去了一位和

蔼可亲的大家长，但董事长对全体师生的期待、用

心与精神，永存心间，成为学习的榜样。兴华人也

期许自己在未来像杨董事长一样成功，将其精神传

承下去。

默哀悼念，场面庄严

致词结束，全体肃立为杨董事长默哀一分钟。

场面庄严肃穆，众人垂首悼念，传递对这位敬爱的

大家长深重的思念与不舍。默哀仪式结束，家属代

■	各界代表出席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追思会，缅怀其一生行谊。右起为雪兰莪金门会馆会长吕清便、州立华
小董事长辜明、杨氏联合总会署理会长拿督杨天培、教总主席王超群、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拿督李平福署理董
事长、黄秀玉校长、潘斯里陈开蓉董事、丹斯里杨肃斌博士、丹斯里拿督戴良业副董事长、潘斯里孔美群、华总永
久名誉顾问丹斯里李深静、滨华中学董事长谢松坤及巴生中华总商会会长丹斯里林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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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丹斯里杨肃斌博士带领约20名家人上台向与会者

致谢。

丹斯里杨肃斌博士：秉持遗愿设发展基金

丹斯里杨肃斌博士忆述父亲在兴华的快乐点

滴，并感谢全体董事与师生对父亲的爱戴。他说，

兴华的发展让父亲感到骄傲，也感谢兴华带给父亲

的快乐和荣耀，父亲最大的牵挂是兴华未来的发

展，希望在三机构同仁及教师团队的努力下，兴华

未来的学术成就更臻辉煌。

“我们也将秉持父亲的遗愿，重新以父亲及母

亲的名义命名，协助兴华中学及州立华小设立各项

发展基金，并由选定的信托人管理运作，以达到永

续经营的目的。”

他表示，有关详情待与母亲潘斯里陈开蓉董

事，以及校方领导层商讨后才公布。

献唱衷情，追思礼成

其后，我校许晓清老师献唱杨董事长生前喜爱

的歌曲《天路》、合唱团在林清福老师指挥下献唱

《Amazing Grace》和《番薯情》，藉由美妙动听、

壮丽悠扬的歌声，传递全体兴华人的思念与敬爱之

情，告慰杨董事长在天之灵。下午4时半，追思会

礼成，嘉宾和师生整齐有序地离开礼堂。

出席者包括兴华中小学五机构成员、家长、校

友、友校同道、教总主席王超群、华总永久名誉顾

问丹斯里李深静及夫人潘斯里孔美群、会长丹斯里

方天兴、巴生中华总商会会长丹斯里林宽城、福联

会署理会长拿督郑今智、州立华小董事长辜明、雪

兰莪金门会馆会长吕清便、杨氏联合总会署理会长

拿督杨天培、滨华中学董事长谢松坤、中华独中董

事长拿督蔡崇伟等。

■	我校合唱团献唱《Amazing	Grace》与《番薯情》。

■	全体出席者为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逝世默哀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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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学育才 福荫世代
我们最敬爱的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追思会

■	黄秀玉校长

我们，全体兴华人最敬爱的大家长，丹斯

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不幸于2017年10月18

日与世长辞，享年88岁。我们全体兴华人谨以

最悲痛的心情，向我们最敬爱的杨董事长，致以

最深切的哀悼。

企业界楷模与华教的先锋

杨董事长1929年12月18日生于马来西亚

巴生，祖籍金门县金宁乡东堡，自幼接受华文

教育，深受中华文化熏陶。21岁创立杨忠礼

机构，企业发展多元，跨足多个领域。身为儒

商的杨董事长长期关注华教，慷慨解囊；对祖

籍故乡金门、台湾的教育与公益事业亦多方捐

输。杨董事长富而好礼，达而能馈，是企业界

楷模，华教的先锋。

为兴华的未来发展奠下基础

杨董事长于1947年参与创办兴华中小学，

也是兴华中学创校的第一批学生。兴华创校维

艰，筚路蓝缕，从无到有，历经半个世纪，从

过去的亚答屋校舍，到今天一幢幢美轮美奂的

大楼建筑，都有董事长的心血。董事长所领导

并大笔捐助的教学大楼和科技大楼，更成为普

及人文教育和深化科学科技教育的平台。

董事长，您是我们最尊敬的大家长。兴华

永远是您心中的牵挂，2005年您以70多岁高

黄秀玉校长致追思文

龄，毅然回来领导兴华中学。您念兹在兹的，就是

要把兴华办到最好；在硬体设备方面，您总是要做

到世界先进的水平，为兴华的未来百年发展奠下基

础；在软体建设方面，您最关心的就是老师和学生

的福利，只要是对学生学习有利的需求，您从来没

有不支持的；只要是能加强老师教学绩效的计划，

您一定全力支持。

设置奖助学金，开拓国际视野

您与夫人设置了丰厚的奖助学金，鼓励、赞助

莘莘学子及教职员子女深造；也以个人名义，赞助

毕业生前往国外升学，您一心一意，就是要让兴华

的毕业生尽量往国外知名大学深造；您也经常通过

个人的关系，协助安排国际学者前来兴华讲学，为

的是开拓同学们的国际观和视野，走向世界。

您以企业家开拓的精神，领导我校三机构同

仁、配合学校教育团队，在温情贴心的领导风格

下，有您情牵兴华与对华教发展的大视野，您总是

希望以兴华成功的教育成果，促进学校与国际知名

大学的校际交流，搭建兴华中学与世界知名大学的

桥梁，进而开拓独中毕业生的升学管道，扮演独中

教育的领航角色。

当您看到中港台澳等知名大学可凭学生在校表

现、校长推荐及面试入学，您是何等欣慰啊！去年

我校有24名毕业生被北大清大录取，并获颁优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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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金，您特别重视，亲自见家长和学生，予以鼓励。

为兴华为华教开疆辟土

去年北京教育考察之行，您以在全球华人

崇高的社经地位以及在北京官府的人脉，亲自

主动积极的张罗下，好不容易顺利按计划参访

了北大、清大、北大附中和北京四中，并成功

搭建了独中毕业生通往北大清大的升学桥梁，

突破独中教育格局。

参访期间，88岁高龄的您，和我们一起乘

坐旅游巴士，总是站在最前线，带领我们“冲

锋陷阵”，即使身体不适，也责无旁贷，勇往

直前，展现大家长的风范与魅力，令人感动与

汗颜。董事长为兴华为华教开疆辟土、追求卓

越的决心与毅力，令人敬佩。

关怀备至如同家人

您和夫人视师生如自己的儿孙，每年过

年，都会热情举办慰劳老师迎春联欢晚宴，并

贴心的给每一位教职员派红包；每年中秋节来

临之际，您俩也会为大家送上一盒温馨甜蜜的

月饼，对教职员总是殷切关怀。老师的待遇、

在职进修等福利，在您领导的十二年间，获得

大幅度的提升。

在这里特别要提的是，您若在国内，几乎

每个周六相约署理董事长带来您亲自到早市选

购的各色早餐，到校与正副校长共进早餐、交

流校务。您常笑呵呵的打趣说，这是“爱心早

餐”。如今但逢周末，我们都特别怀念您。

记得两年前的一天早上，您从报章上获悉

学校一名孩子在一项国际数学比赛中以满分得

奖，第一通电话您打来报佳音并了解情况，说

要好好鼓励这个孩子，不久您在电话中告诉我，您

亲自写了一封信鼓励他，还问我要不要念给我听，

当天第三通电话说，您要送他一台平板电脑，要我安

排时间当面鼓励他。孩子受宠若惊。

领导风范长存兴华

董事长，与您紧密共事是近6年的事。您对学

校的大小事务了如指掌，您曾告诉我，每期《兴华

月报》，您总是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有关

学校的任何文字，您都详读不放过，您甚至能用自

己的语言完整表述学校推进的教育措施和理念。您

对教育团队总是赞赏有加，不时给予肯定和鼓励，

您对教育团队的爱护、尊重、信任，鼓舞了教育团

队的士气，是学校教育快速稳健发展强而有力的支

持力量。外表“酷酷”看似高高在上的您，其实是

谦谦君子。您谦虚好学、和蔼可亲、宽厚爱人，您

的领导风范，令人感佩，愿此领导风范长存我兴华。

秉持及发扬兴学办校精神

董事长，兴华有今天的成就，您居功厥伟。我

们敬爱您，我们谢谢您！

董事长，您说兴华是您的骄傲！您常关切的嘱

咐我们，要继续秉持自强不息与严谨务实的精神，

创造性地工作，把兴华打造成一所具新视野、新格

局和更完善的中学。您还说，为华文独中教育开拓

新的方向，更是一项历史任务。

董事长，您可以含笑放心，全体兴华人将秉持

及发扬光大您兴学办校的眼光、胸怀和魄力，守护

华教，推动兴华不断向前进，谱写兴华再创辉煌的

新篇章。

安息吧，董事长，您是名副其实的兴华大家

长，我们将永远怀念您！

■	2017 年 8 月 2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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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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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of us at Hin Hua , are deeply saddened 
by the untimely  and unfortunate passing of 
our most beloved and respected Chairman, Tan 
Sri Dato Seri Dr. Yeoh Teong Lay on the 18th. 
October 2017, aged 88.

Our Chairman Tan Sri Dato Seri Dr. Yeoh 
was born in Klang on 18 December 1929. He 
was Chinese educated, and he was steeped in 
Chinese culture. At the age of 21, he ventured 
into business and started the YTL conglomerate. 
Despite his busy business commitments, he 
devoted much valuable time and effort in caring 
for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and Taiwan, both 
financially and in numerous other ways.

Our Chairman was very committed and 
bold in both his business ventures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education. He was 
indeed a true leader in both business and Chinese 
education.

In 1947, Tan Sri was involved in the setting 
up both Hin Hua Primary and Hin Hua High 
School, and he was Hin Hua High School’s 
pioneer batch of students.  Hin Hua High School 
started from scratch, from bare grounds to attap-
roofed buildings to the monumental buildings 
that we see today. Tan Sri was deeply involved 
in improving the infrastructure of Hin Hua, 
both in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aspects, 
which manifested in the building of Towers 
for Teaching and Technology, thus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the advancement for education.

Tan Sri Chairman, you are the patriarch of 
the Hin Hua Fraternity. Hin Hua High School 
has always been your concern. In 2005, at the 
age of 76, Tan Sri returned to lead Hin Hua 
High School as our Chairman as well as the 

Chairman of the Building Committee. Tan Sri was 
very determined to see the infrastructure of Hin 
Hua High School achieved world-class standard, 
thu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Tan Sri Chairman was equally concerned about the 
welfare of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ything that 
was planned which facilitated students’ learning 
would receive full support from Tan Sri. Tan Sri 
also fully supported efforts which were planned to 
enhance teaching. Countless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d also benefitted tremendously from the huge 
amounts of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from Tan 
Sri, including students and teachers’ children who 
had secured places of higher learning overseas. 
In your personal capacity, Tan Sri had assisted in 
making numerous arrangements for talks, seminars 
and other educational exchanges with overseas 
Institutions and Educationists. This has resulted in 
benefitting our students and teachers tremendously 
in terms of widening their exposure as well as 
opening new avenues for further studies. In short, 
Tan Sri had bridged Hin Hua with many reputable 
institutions overseas.

Tan Sri was instrumental in making possible 
last year’s study tour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Beijing, namel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University as well as several high schools in Beijing. 
With this, it paved the pathway for entry into these 
universities for our students.

During the study tour, despite aged 88, Tan 
Sri was always at the forefront, displaying extreme 
energy and fervour, portraying the qualities of a 
true leader in every sense. Tan Sri Chairman’s quest 
for excellence in Chinese education and Hin Hua’s 
advancement definitely deserves our utmost respect 
and honour.

Both Tan Sri and Puan Sri treat teachers and 

A true leader in bringing Hin Hua  
to new height

Eulogy by  Principal Ng Swee Geo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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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like their own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During each Lunar New Year, both Tan Sri and Puan 
Sri will entertain teachers to a sumptuous dinner, 
not forgetting giving each an angpow. Distributing 
Moon Cakes to teachers during the Mid-Autumn 
Festival was a yearly affair. All these go to show 
your concern and rapport with the teachers, 
including your ability to address teachers by their 
names. Under 12 years of Tan Sri’s leadership, 
teachers have benefitted tremendously in terms of 
better welfare.

We also take note of Tan Sri’s unfailing effort to 
hold discussions with the Principal and her deputies 
whenever he is not overseas. For these discussion 
sessions which are normally held on Saturdays, Tan 
Sri would buy various types of food for breakfast 
for those attending the session. These “breakfast 
with love” reminds us of Tan Sri every weekend.

I still remember there was one morning when 
Tan Sri saw a news article on one student achieving 
full score and emerging champion in a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and your first call 
was to find out more details on this competition. 
Following this, Tan Sri called again and told me 
that he had written a letter of commendation and 
encouragement to the student. Tan Sri called a third 
time, and requested a meeting with the student so 
that Tan Sri could personally present an ipad to the 
student.

I have worked with Tan Sri for nearly 6 years 

and Tan Sri was extremely knowledgeable about 
all happenings at Hin Hua. Tan Sri had told me 
once that he would read every word that appears 
in the Monthly Hin Hua Newsletter. Tan Sri’s in 
depth knowledge of Hin Hua is unparalleled. Tan 
Sri’s passion for education is indeed remarkably 
intense. Despite your status, you were very 
approachable and unassuming, and your strong 
leadership deserves our highest respect and 
honour. These will forever be remembered in 
Hin Hua.

Tan Sri Chairman, what Hin Hua is today is 
due to your unending and tireless effort. We love 
you and we thank you with utmost sincerity.

Tan Sri Chairman, you had said that you are 
proud of Hin Hua. Tan Sri had always reminded 
us to continue learning and improve ourselves, 
to be high spirited, and to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determination. Tan Sri’s vision is to make Hin 
Hua a “complete and ideal” school, for the sake 
of Chinese education.

Tan Sri Chairman, you can rest assured 
that all of us at Hin Hua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your vision for the school and do our utmost to 
advance Chinese education and push Hin Hua to 
a higher level of excellence.  

Rest in peace, Tan Sri Chairman, your name 
will be carved in perpetuity and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you.

■	兴华中学考察团高层与海协会交流后合影，坐者左起为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中国国侨办代表汤翠英副司长、丹斯
里杨忠礼董事长、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谭天星、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张健青司长以及黄秀玉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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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董事长的楷模
我们最敬爱的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追思会

■	丹斯里戴良业副董事长

副董事长丹斯里戴良业致词

我们最敬爱的兴华中学已故董事长丹斯里

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于2017年10月18日与世

长辞。今天，面对着众多热爱杨董事长的兴华

人，我谨以最怀念的心情，致以最深切的追思。

热爱兴华，奠定基础

大家都知道，身为兴华创办人之一的杨董

事长，从来不掩饰他对这所学校的热爱。自从

2005年担任董事长开始，他就积极领导扩建

校舍的工作，让教学大楼顺利在2007年落成

使用，增加了兴华收生的条件，改进教学的环

境，奠下了日后提升教学素质的基础。他深深

明白，通过教学环境的改变，可以让教师教学

模式起变化。于是，他全力支持学校提出建造

科技大楼的计划。

从图测、设计、招标、工地巡视、建材选

择、设备采购、开幕请柬设计、学生展出的彩

排等等，杨董事长都亲自参与，提出宝贵意见

和决策。建造科技大楼的那两年，几乎每个周

六都会在兴华校园见到他的身影，给学校每个

人树立了最投入建设的董事长的楷模。

感召师生开创佳绩

在这样的感召下，全体兴华人也没有让杨

董事长失望。学校不管在学术、学艺、运动等，都

有亮丽的表现。2016年统考，我校被评为2016年特

出考生的学生多达34个人次，为兴华中学历年来最

多，也是全国特出考生最多的学校，这个成绩是我

们回报杨董事长的一种模式。

带领全国独中提升教师福利

身为国内成功的企业家，杨董事长深知安家立

业的重要性，自上任以来不断关注教职员福利，除

了每年的新春慰劳晚宴和新年红包、中秋月饼，连

续四年调薪改善教职员待遇的决定，也带领了全国

独中更加关注教师的待遇，成为全国华文独中的佳

话。他也经常关注学生们的学习，在校园内与学生

们没有隔阂的互动，深受学生们爱戴。

身体力行的典范

做为兴华的大家长，杨董事长一直秉持董事部

办校、行政办学的精神，尊重并全力支持学校行政

专业办学。他热爱兴华的精神和身体力行，是所有

学校董事的典范。我们将追随杨董事长的智慧和精

神，继续实践兴华中学的办学理念，借董事长在70

周年校庆晚宴的话：兴华中学将以更强大的力量更

稳健的脚步，开创另一个辉煌的篇章！杨董事长，

您安息！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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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 Sri Francis Yeoh

On behalf of the Yeoh family, I’d like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everyone in Hin Hua 
High School for your love and support to my 
beloved father, Tan Sri Dato Seri (Dr.) Yeoh 
Tiong Lay. The assistance all of you had offered 
got us through the difficult time when we mourn 
the loss of our father.

My father often talked about the part of 
history when he co-founded Hin Hua High 
School with a few other teachers, parents and 
students in 1947. Back then, it was out of a 
young man’s displeasure for an unreasonable 
dismissal of the school principal of Chung Hua 
High School Klang. However, ever since he 
became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in 2005, he 
poured in much of his time and thoughts and 
also his limited resources to Hin Hua, with 
only one objective in mind, that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n Hua High School to serve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efforts include 
building and upgrading school facility to create 
a more 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enhancing the welfare of teachers 
and staff.  

In September 2016 and June 2017, my father led 
the school delegation to Beijing China and Taiwan, 
within the family we all know these have been very 
fruitful trips because in many occasions he happily 
talked about the warm welcome he receive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Tsing Hua University in both 
China and Taiwa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Quemoy University and the recognition 
given to Hin Hua graduates. His face glowed with 
pride and joy when he talked about it. There is 
nothing greater than such great regards. We, the 
family, are very thankful that Hin Hua High School 
made my father a proud man to be the chairman of 
the school.

My father wished that with all your combined 
effort, Hin Hua High School would achieve 
greater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Yeoh family 
will further pursue his wishes by setting up some 
trust funds named after my father and mother to 
help with Hin Hua High School and SJK (C) Jalan 
Davidson school development plans.  The trust 
funds will be managed by some selected trustees for 
sustainability. It will be announced at a later date 
after some detailed discussion between my mother 
and the school authorities. 

Again, thank you, Hin Hua, for holding this 
memorial service in loving memory of my father 
and for all of you present today, your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are greatly appreciated.

Thank you.

秉持遗愿设发展基金
我们最敬爱的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追思会

丹斯里杨肃斌博士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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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谨代表我母亲及家属感谢兴华中

学三机构同仁及全体教职員长期来对父亲的爱

戴和支持，在我们最沉痛不舍他离开我们的当

儿，陪我们渡过难关，并在治丧期间给予各种协

助。谢谢你们。

父亲经常提起当年与一批家长、老师和同

学们共同创办兴华中小学的那段往事，那个时

候只是冲着巴生中华中学张联宗校长被无理辞

退，对其不公，愤而另创兴华中小学。自从父

亲于2005年接任兴华中学董事长之后，他对兴

华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时间并稍尽绵力，唯一

的目的就是提升兴华中学的办学素质，包括建

设及改进校舍与设备，以提供舒适的环境支援

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关注学生的学习及

教职员福利。

去年9月和今年6月，我父亲有幸带领兴华

中学同仁前往北京和台湾考察，我们家人都知

道那是个收获丰富的行程，因为父亲经常很开心的

提到在北京和台湾受到的款待，著名大学如中国的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彰化师

范大学和金门大学，积极招收兴华毕业生的事。身

为兴华中学的董事长，他感到非常骄傲，谢谢兴华

中学带给我父亲的荣耀。

父亲一直以来的牵挂，是希望在三机构同仁及

教师团队的努力下，兴华在学术上会有更辉煌的成

就。我们家属将秉持父亲的遗愿，重新以父亲和母

亲的名义命名，协助兴华中学及州立华小设立各项

发展基金，并由选定的信托人管理运作，达到永续

经营的目的。此事将在日后母亲潘斯里陈开蓉与校

方领导层商讨后才公布。

感谢巴生兴华中学举办这个庄严的追思会，对

前来参加追思会的嘉宾，我谨代表母亲及家人致予

万分的谢意，感谢大家！

您是终身学习的榜样
我们最敬爱的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追思会

■	学生代表郑育文

学生代表郑育文致词

校长、各位长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在我的印象里，董事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

长辈。记得有几次我参与学长团的服务，我和

几位伙伴有幸可以接待董事长。在为董事长斟茶的

时候，董事长不仅会和我们亲切的打招呼，还会关

心我们学习上的近况和成果。那时候的我总是受宠

若惊，心里想着，原来董事长是那么的平易近人。

我也是一名宿舍生，在董事长逝世的消息传来

的时候，我和室友正在为即将来临的统考做准备。

那时候，我们都很震惊，也觉得很遗憾。我想很多

同学都和我一样，希望在毕业典礼上，听董事长讲

话，希望在毕业典礼后，我们可以和董事长拍张合

照，留下纪念。但是，我们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董事长是位很有威严的长辈。在兴华醒狮三十

周年的庆功宴上，董事长健步如飞。他走在桌子之

间，嘻嘻哈哈的狮队队员注意到董事长之后，纷纷

行礼问好。那个场面，庄严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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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ery good afternoon to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the school principal, vice principals, 
teachers, staff and fellow students.

Our late chairman was indeed an affable 
man. On several occasions when my friends and 
I were involved in ushering our late Tan Sri, he 
would not only greet us warmly, but also express 
his concern about our progress in our studies. I 
was deeply touched by how approachable and 
amiable he was to all of us.

We were preparing for the Senior UEC 
exams when we received the shocking news and 
were gravely shaken by his demise. My peers 
and I had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Tan 
Sri at our graduation ceremony to bestow his 
blessings and words of encouragement to us, 
and perhaps have a photo session together, but 
now this will only remain as a longing.

Tan Sri was a highly dignified individual. 
During the school’s 30th Lion Dance Troupe 
Appreciation Dinner, he was making his rounds 

when our troupe members noticed him approaching. 
Immediately we greeted him with a bow. That image 
will always remain in my mind and in my heart.

What moved me the most is the speech made 
by Tan Sri during our school opening ceremony 
this year. He spoke highly of our seniors and took 
pride in their excell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His 
words of wisdom and encouragement have actually 
motivated us to strive to our fullest potential.

Dear Tan Sri, thank you for your in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Hin Hua High School all these 
years. Without you, we would still be envisio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wer. Although you are no longer with us, your 
expectations, hopes and love towards us will be 
forever instilled in our hearts. You will always be 
our role model, and we hope that we will become 
someone like you some day. We will do our best to 
ensure that your spirit lives on.

Thank you.

或许最让我感动的，是在今年年初的始业

式上董事长的一番话。董事长在提起我们的学

长姐考取的优越成绩时，字字句句都透露出他

为我们感到骄傲的喜悦。看着他那么开心，不

知不觉中，我们也把董事长对我们的这份期许

当作学习的动力。

董事长，谢谢您这些年来对兴华的付出。没有

您，或许现在我们依然还在翘首期待着科技大楼的

建成。今天，我们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家长。

但是您对我们的期待、您对我们的用心、您的精

神，我们会永远收在心里，我们会一直把您当成学

习的榜样。我们期许自己在未来的某一天可以像您

一样成功，并且把您的精神传承下去。

■	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于 2017 年始业式上表示，身为兴华中学的创办人和董事长，他以兴华中学成就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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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的领航者
文/ 余安董事（校友会主席）

我们一定会继承您的心愿，斯人已逝，

令人不胜唏嘘！

回首往事，

难以忘怀！

他既是位令人尊敬的长者，

更是个建设华教的领航者！

他既能咜叱工商界，

更能将余晖映照华文教育！

不熟他的人，

总认为他严肃拘谨高不可攀，

因为，看不到他阳光的一面，

或许也没听过风趣幽默的谈吐。

跟他相熟的友人，

就知道他贵为大马富商，

对母校与华教总是一诺千金，

面不改色的豪气万千！

但常对自己的果腹之食，

仍不改草根的节俭朴素，

甚至斤斤计较到令人莞尔！

虽是南来的第二代，

但神州大地的政经文教，

仍然牵动他的神经末梢，

谈及海峡两岸的恩怨情仇，

他总是痛骂老美的见缝插针；

对于大和民族在二战的犯罪，

造成中华民族的浩劫，

他义愤填膺且不假辞色地斥责！

826七十周年校庆的晚宴，

让他意犹未尽，

让他神情飞扬！

所以他也期待，

他九十大寿的宴会，

也将会是如此！

所以他也要求咱校友会，

重作冯妇地为他在校内设宴。

言犹在耳，他竟然不告而别！

如此地让我们惆怅，让我们伤心！

别了，我们的大家长，

别了，华教的领航者。

放心去吧，一路走好！

群策群力地做为母校的后盾，

让母校昂然地䇄立在巴生河畔！

■	台湾兴华校友会成立晚宴丹
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右）移
交捐款予陈小山，余安主席
（左）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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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向桃花源
文/ 陈伟后董事（家协主席）

敬爱的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

您播下的种子将如雨后春笋，您留下的脚印将

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座灯塔，您的一言一语、一颦一

笑，点点滴滴，都将永远驻足于兴华，生命影响生

命，或许就该如此。愿您能够悠然策藜杖，归向桃

花源。感恩，永远怀念铭记。

我脑海里的董事长
文/ 叶进来董事

亲力亲为的董事长

2011年终某个星期日早上，经洪建枝学长的介

绍，我第一次见到董事长。是日学校宿舍要提升设

施，宿舍需要一些木门，董事长在巡视宿舍的装修

工程进展后就到我的工厂看木门的样本 ，董事长凡

事亲力亲为、用心处理宿舍装修大小事宜，顿时让

我对他感到敬佩。

身先士卒的董事长

2016年醒狮庆功晚宴，董事长慷慨加额捐款，

激起所有董事的士气，其他董事纷纷效仿、争相捐

款，筹款突破百万，为我校醒狮队赢得"百万狮队"

的美名。在校的各项筹款运动，董事长总是身先士

卒，领先捐出巨额，带动三机构成员及老师出钱出

力促成美事。

和蔼可亲的董事长

每逢春节，董事长都在其五星级酒店设宴慰劳

兴华中小学董事与教职员，中秋佳节时更馈赠其五

星级酒店的月饼，对众人的照顾无微不至。每每学

校大型活动结束后，许多师生或家长竞相要求与董

事长合照，董事长也亲切地有求必应，脸带慈祥的

笑容循众合影，十分和蔼可亲。

交游广阔的董事长

2016年董事长率领兴华北京教育考察团参访中

国优质学府，获中国官方北京侨务办、北京国侨

办、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以国宾级礼仪款待，由于

董事长的威望与人脉，大家尽享高规格款待，倍感

荣耀。2017年董事长再下一城，率众前往台湾见证

台湾兴华校友会成立，许多当地的政商名流争相宴

请董事长，盛情厚意教人难忘。两次随同董事长出

游，让我感受到董事长在国际上的广阔人脉 、善结

人缘，是人人尊敬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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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爱校的董事长

2012年初某次全董会议，那是我第一次出席全

董会议，会议中董事长宣布他将捐出1000万令吉兴

建科技大楼，董事长夫人也捐出200万令吉，而一

些与董事长素有深交的董事及富豪亦各捐百万，在

董事长登高一呼群起效尤下，终为兴华筹足2000万

令吉建校经费，着实让我大开眼界。当年董事长豪

掷千万发展教育，为我国华教史上最大笔的捐款，

其慷慨爱校精神可谓无人可比 。

平易近人的董事长

董事长时常约我们几位董事在巴生桥底吃肉骨

茶，那是非常平民化的场所，人多又热且不很干

净，贵为我国十大富豪，他却毫无架子，不嫌弃热

窄，与大伙欢快聚餐、礼贤下士的精神难能可贵。

敬贤好学的董事长

董事长与中港台澳的许多大学校长及教授交情

不匪，每当各地学者前来马来西亚，董事长皆在其

五星级酒店设宴款待，尊宾重客，是世上少有的儒商 。

感恩重情的董事长

董事长祖籍福建金门，除了大手笔资助金门大

学建设，也亲自带领子孙回乡祭祖，不时提醒子孙

关注金门的发展 。此外，他尽心尽力、出钱出力发

展母校，这些行谊在在彰显其饮水思源、回馈社会

的高贵情操，是个有情有义的长者。

心系华社的董事长

董事长也是备受尊敬且地位崇高的华社领袖，

华总筹建大厦时，他捐献650万令吉，为了感谢董

事长的慷慨解囊，华总将大厦礼堂命名为丹斯里

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大礼堂。此外，董事长也捐献

1000万人民币予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学，造福华社。

董事长是我的偶像，更是我学习的楷模，其优

点深烙脑海，虽无法在此一一列出，更非笔墨所能

形容，却长存在我心中。

最后，愿董事长乐在天国 。

精神永在
文/ 沈瑰心老师（国文老师）

10月18日杨董事长逝世的消息对我有点突然，因为不久前还在报章上看到他参加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

惠康的欢送会。但想想死亡本来就是任何人都要面对的结局，一时心里也有很多的感触。

杨董事长在我心目中是德高望重的，因为他活出了生命的本质和优质。董事长为人谦虚，慈爱及愿意为

人付出。和老师的接触中，董事长和董事长夫人总是如此真诚和蔼的对待我们。董事长的谦卑是最触动我的

点，强者可以谦卑是对生命的领悟和体会。董事长的谦卑让我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荣耀及满有权柄的神竟然

隐藏了荣耀，倒空自己，降世为人，献上生命为了救赎人的灵魂。还有董事长为社会，教育，尤其是为兴华

的付出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董事长这一刻您已经安息主怀，这是没有遗憾的人生，因为您已活出生命的丰盛，然后又回到生命的原

点，与神同在永恒里。和永恒相比生命是短暂的，正如诗篇所言：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

如飞而去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第九十章第10，12 节）

但愿董事长您待人处事的认真，谦卑和慈爱成为我们的楷模。您的精神永在我们的怀念中。

HIN HUA MONTHLY  2017年11月号14

文接上页



以诚信仁爱与人相处
文/ 李荣兴主任（训导处主任）

我所认识的杨董事长，温文尔雅，创业有成不

忘根，富而思源馈兴华。

我认为杨董事长总以一颗诚信、仁爱之心和人

相处，关心师生。他的记忆力特好，对老师的名字

能过目不忘，总是能叫出老师的名字，让人讶然而

又倍感温馨。

杨董事长对兴华的用心，俨然形成了一种精

神，叫做杨忠礼精神，这股精神将永存兴华人心中。

永在怀念中
文/ 翁明娇老师（地理科教研组组长、

远距天文观测中心负责老师）

10月18日下午4时开着车，听着电台的华语

新闻，新闻主播正在播报“......杨忠礼集团创办

人......享年88岁！”，杀那间不敢相信自己的听

力！迅速地将车子停在路旁拨电查证，万万没料到

是真的，久久不能接受这事实！脑子里恍然回忆起

8月25日晚上的70周年校庆舞台剧，那是见您在舞

台上的最后一面，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您这么魁

梧、高大、硬朗的身影！

刚到兴华任教的前几年，家人三不五时就催促

我返乡就近任教，直到您2006年接任兴华的董事长

后，在您的领导下，兴华不断地逐渐茁壮发展。每

次回家总不忘向家人报告金门同乡杨董您投入大量

的精力、时间改善兴华校舍，提升教学设备，对教

职员关怀备至！从此以后，家人也就逐渐能接受，

放心地让我继续留在巴生为兴华服务！家中长辈还

经常打趣地述说“杨董小时候经常跟着父亲到我们

家经营的小杂货店晃来晃去的情景！”，还笑说“

我们是远亲近邻呢！”

2009年中旬，因为兴华天文教育中心及天文台

的设置，其后推展天文教育活动，有机会与您接

触、相聚用餐，也因此知道我们彼此是金门同乡，

而且都是金门县金宁乡，湖美东堡乡人。因为这

缘分，彼此倍感亲近。2009年9月我与增注老师有

幸受到您的盛情邀请，与正、副校长及行政一行人

一起前往您的度假胜地 ——	绿中海度假，度假期

间，在碧海蓝天的海岛，享受着美酒佳肴的盛情款

待，内心由衷地感受到您对老师们的热情与对金门

同乡的关爱！

2016年9月，您带领了20余位正副校长、主

任、老师前往北京进行教育考察，我有幸随团，教

育考察、旅游的这段时间，您总是与我们共乘巴

士，我们到哪吃喝玩乐，您都与我们同行，不离不

弃，也不言累。透过您崇高的地位与国际关系，

随团的老师们有幸参访北京著名高等院校及优质中

学。参访期间您的和蔼可亲表露无遗。

由衷地感谢您提供给我们一个舒适的教学环

境、支援教师培训、关注教职员的福利。

杨董事长，您安息吧！我们会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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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于10月18

日（星期三）与世长辞，这突如其来的事故，令全

体兴华人和杨董事长的友好等，悲痛万分、无限惋

惜。杨董事长是我敬爱、为人和蔼可亲、深具大爱

的长辈。我与杨董事长也有一段巧妙的缘份，如今

回想让我会更加的知福感恩，仅以此文来缅怀这位

尊敬的乡贤、贵人、长辈 ——	杨忠礼董事长。

2005年以前，金门人杨忠礼，是一个不陌生却

遥不可及的名字，然而，他却悄然来到我的生命

中。贵为我校董事长，他关心在兴华教书的乡贤，

得知了我对金门的憧憬和对已故父亲家乡的深情，

毅然赞助旅费，交待金门会馆的李劲强，一定要让

我到金门走一趟。2007年，我得以跟随金门会馆团

队到金门寻根，参与了八天七夜的探亲团，探望金

门乡亲、祖厝，也见证了杨董事长回馈乡里，衣锦

还乡的壮烈义行。

他捐献金门大学，主持杨忠礼园开幕、继而为

父亲杨清廉纪念馆开幕。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的震

撼，我也在杨董事长祖厝的宗祠看到一幅布条：欢

迎十九世裔孙杨忠礼返乡谒祖，印象极为深刻。

这一趟的金门寻根之旅，让我心中产生的是无

限的感恩和敬佩，感受到一个大企业家衣锦荣归、

对家乡祖宗、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对祖先的慎终追

远，对乡亲、乡贤的照顾厚爱，感谢杨董事长让我

见证这一切，我心中对杨董事长非常的敬佩，仰慕

之情油然而生，视董事长为长辈楷模，这也是我常

喜欢跟他拍照的最大原因。

我跟杨董事长的因缘，也在教学大楼落成时。

回想教学大楼落成的辉煌时刻，当时在杨董事长的

领导下，宏伟的校舍建起来了。杨董事长嘱咐我设

计晚宴和教学大楼开幕请柬，其中有机会与他多番

交流。

我的初歩设计，他都亲自过目、关心，教学大

楼开幕的请柬，我拍了一张全景照片，犹记得当天

天空呈现一片祥云，我拿了相机跑到学校对面、跳

到沟渠道，等待没有车时才按下快门，捉住刹那的

我尊敬的兴华董事长、金门乡贤、
生活中的长辈、和生命中的良师益友

文/ 李增注老师（美术老师）

宏伟与美丽。那份热情，是献给学校的礼物，董事

长甚是满意，并以粗面纸印刷，我从中感受到董事

长的用心和对设计者的尊重。

晚宴请柬设计期间，我刚从神山回来，把神山

与兴华教学大楼作了电脑合成处理，呈现有点超现

实的效果，我有些担心，给董事长解释设计概念：

兴华在神山上，勇创高峰！他笑笑默许了。后来在

他的指示下，整体设计达到更完整的呈现，我也从

中体会到杨董事长的完美要求，甚为欢欣、荣幸。

他本可找公司的专业设计员来设计，但却给了我这

个机会，我相信这也是一种缘份，甚是感恩。

后来董事长80大寿时，又赋予我为他设计舞台

布景之任务。我战战兢兢，其间跟董事长有邮件的

往来商讨，甚是欢心。他会先提供我一个方向，再

融合我的想法进行讨论，我当时亲自书写了一幅龙

门对联：玉桃永茂耄龄欣添南山寿，康樂宜年八秩

逸享東海福！还亲自画了两张4x8尺的寿桃图，这

也是我感谢他、祝福他的心意和方式。

每年的新春晚宴，是我们很振奋的时刻，董事

长在其旗下高级酒店宴请老师们。

HIN HUA MONTHLY  2017年11月号16



为了表达对董事长的感恩之情，教职员联谊会

总会制作卡片、画作送给杨董事长，我多次参与其

中，每每看到董事长欢欣接礼，我们知道对于他来

说，有心意就好了，他是一个重感情的长辈!

犹记得第一年送的是“五福临门”大贺卡，后

来还有剪纸+对联+致谢词。

2014年中秋节，教职员联谊会在中秋节時送了

大贺卡和一幅字，他还很用心的回了一封信，体现

出董事长对老师们的爱护，这又是董事长细心之处。

这也让我想起好几年前有一次我为了请董事长

吃金门的特色食品“石花”，以电邮问他有没有到

学校来？他回了一通电话给我，但我没接听到，他

竟然电话语音留言，向我致谢：“李增注老师啊，

我是丹斯里杨忠礼，谢谢你的好意，因为我这两天

没有到学校，谢谢你的好意、谢谢你；谢谢你的关

照和有心，谢谢！” 当我听到他的留言时，真是

又感动又高兴，董事长的亲切和用心，深深打动我

的心。

今年兴华创校七十周年，在史诗舞台剧的表演

里，有一幕是杨董事长即兴挥毫，我参与了这一幕

的道具准备工作。那天是星期一，听说杨董事长有

到学校，我便准备了文房四宝给杨董事长书写。当

董事长来到时，我正准备上课，只见董事长并不犹

豫，在报纸上练了两三次后，就在裱好的卷上书写

了，我回到班上时并没迟上课，可见董事长做事果

断、又快又有效率。

后来我发现字句写反了，心想：怎么办呢？要

重写吗？董事长会生气吗？在得知杨董事长会在8

■	我校教职员于 2014 年杨董事慰劳老师新春晚宴中赠送珍贵纪念照片、相簿和水墨画予杨董事长伉俪。

月23日晚到校来看彩排时，我决定一试了。我到

学校时，杨董事长正走入电梯，我追了过去，跟

董事长说：“董事长，那字可以再重写吗？”他

问:“为什么？”我答:“因为那天我没有发现到写

反了。”他并不怪我的疏忽，反而马上答应了，还

说:“多准备一枝小笔。”准备以小笔落款，可见

他当天写完后也作了反思，真是细心。

当天写字的气氛，是很特别的，陈开蓉董事看

着他写，也兴致大起，教董事长怎么写“捺”，

她示范给杨董事长看时，杨董事长的手也跟着笔划

着“捺”了一下，然后就大胆下笔，完成了“兴

我中华、任重道远”的题字。我与董事长拍了一张

照，印象如此刻深。

在我心目中，董事长是兴华学校的大家长，负

起学校发展的重任，改善学校软硬体设备，是不

畏困难的强者。在家乡金门，他是个好乡贤，好楷

模。平常生活中，董事长亲切的问候和谈话，似乎

又化身为我的朋友，感觉好靠近、好亲切。

楊董事長，

因为您，兴华再创辉煌。

因为您，让我感受到祖籍乡里的恩泽。

因为您，让我看到一个伟人的风范。

您悄悄的走了，留给我一串串在兴华、在金门、在

绿中岛的美丽回忆。

感恩和谢谢您，我尊敬的兴华董事长、金门乡贤、

生活中的长辈、和生命中的良师益友。

祝愿您在天之灵，永保安祥！

2017年11月号  HIN HUA MONTHLY 17



“丁酉年”在天国
文/ 邝美玉老师（华文老师）

大衣、月饼、红包；慷慨、慈祥、磊落；忠

世、礼贤、忘我；杨董事长，丁酉年，在天国。

 “写上年份更有价值。”某位女士说出此句。

这是8月23日晚上史诗舞台剧总彩排之前的事。杨

董事长在朝阳堂用毛笔写“兴我中华，任重道远”

以及落了名款之后就停笔了。名字上方有空位，应

写上“丁酉年”三个字。但，总彩排即将开始，李

增注老师说下回请董事长补写。

10月18日早上，我的一位亲戚出殡，葬在首都

广东义山。那时，我赫然看见“族魂”两个大字以

及林连玉先生的遗照。下午，我接获杨董事长与世

长辞的噩耗，晴天霹雳！我一直关注电视台对于此

事的报道。

我校华乐团于10月21日晚上到杨府演奏杨董事

长生前所喜欢的几首曲子。电脑荧幕放映着杨董事

长生前的照片。场面肃穆，众人在追悼文的声音、

圣歌与华乐中有着无限的不舍。一位名叫邱林丽月

的台湾籍女士站在华乐团前，感动地对我说：“我

很惊讶也很期盼这些年轻的同学继续把国乐发扬

光大！杨伯伯（杨董事长）的德泽如月光般照耀黑

夜。妳知道杨伯伯喜欢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对

我的启发是什么吗？就是学习杨伯伯乐善好施。”

她还说：“当我的父亲林进丁（金门人，早期他代

表台湾，而杨董事长则代表马来西亚到日本出席木

业会议时互相认识，后来成为结拜兄弟）往生后，

杨伯伯与杨妈妈（董事长夫人）对我家依旧关怀备

至。另外，杨伯伯对金门同乡的贡献实在太大了！

没想到 ......”

11月12日追思会感人肺腑！杨董事长的高山景

行是世人永远的楷模，使我不禁想起念高一时出席

族魂林连玉先生的公祭仪式的情景 ......

总之，对我们恩重如山的杨董事长望之俨然，

即之也温。反复地观看我受李增注师所托为杨董事

长摄录的挥毫实况，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

杨董事长亲笔写的“丁酉年”三个字如今在何

处？在天国。

永存我心里
文/ 郑月娥老师（辅导处教师）

初中一的时候，懵懵懂懂的，什么都不懂，但

是“杨忠礼”这名总是被好多人挂在的嘴上，自那

时便似懂非懂地知道兴华中学的董事长是杨忠礼博士。

至今12年过去了，有幸回到母校任职，从大家

口里更是常常听到董事长的大名。董事长为我校所

做的贡献、体恤学校教职员的辛劳并提升教师福利

等佳话广为流传。学校每一项大大小小的活动，总

是少不了这位大家长的身影。年纪甚大的老人家，

走起路来总是威风凛凛，简直不可置信。

回想起在校就读时期，董事长上台致辞时，总

是脸上戴着一副眼镜，口袋里藏着另一副老花眼

镜。致辞前，董事长就把老花眼镜换上，致辞完

毕，再换上自己的近视眼镜，这一幕幕依然如此清晰。

感谢杨董事长为兴华、为兴华人、为华社付出

的辛劳和苦劳。虽然您已离开我们，但是您所创下

的佳话，还有那慈爱的精神与诚恳待人的态度，永

存我心里。

HIN HUA MONTHLY  2017年11月号18



告别巨人
文/ 黄乐仪老师（资讯出版组组长/历史老师）

噩耗传来，正在外州帮姐姐照顾三位分别4

岁、7岁和9岁的外甥儿女，姐姐姐夫因公事离家数

日，托照顾三位小瓜。远在柔佛的母亲致电：“知

道吗，你们学校的董事长过世了！”真的吗？太突

然了，难以置信。母亲在电话那头道：“真的，新

闻都报了。”闻言不由得潸然泪下，良久无语。

一个半月前的最后一次访谈，老人家仍然精神

矍铄，记忆中慈爱和蔼的音容宛在，怎么能说走

就走？那个午后呆坐客厅，眼前孩童生气盎然地嬉

闹，空气却凝结着沉重的悲伤。想起尼尔•唐纳

德•沃尔说的，灵魂之所以离开肉体，是因为它跟

这肉体的关系已经结束，已经完成了跟此肉体结合

所需完成的事、经历了想要经历的。宇宙间没有

意外发生的事，继续或告别，一切都是灵魂自主的

选择、一切都是自己的创造，即使表面上看来缺乏

领会。离开后，我们会在宇宙之轮上继续前行，永

远、永远。思绪纷乱，胡乱想了许多生生死死的事情。

当天凌晨，迷迷糊糊梦见杨董事长来告别，说

他即将远行；不过，过些天就会回来。梦境恍惚，

只见他穿西装的剪影。我翻了个身，心中暗忖：“是

梦。”继续入睡。临天亮醒来上个厕所，下楼喝了

水后继续入睡，梦境又衔接了。这回是董事长拿着

一份中文报纸，画面特写在他手中的报纸，老人家

指着报纸说：“要离开一阵，肃斌（其长子）让我

去香港进修了。”

我问，那您还会回来的，对吧？

对，过两天就回。

又问，其实您并没有离开，只是好像那些濒死

经验的人，去体验一下而已，对吧？

是的，会回来啊！

当下欣喜，就醒转了。

感觉太真实，以至醒来明知是梦，不知怎的，

内心仍然升起一股踏实感，自欺地相信董事长并没

过世。

其后跟家人提起，被笑傻，基于对逝者的不舍

之情吧。曾涉猎佛洛依德，常常梦了什么醒来也

会自个儿推敲一番。隐约猜想大概是对突发事件难

以接受，潜意识上的转移。举殡当天，观看视频里

灵车在人海中缓缓前行，车头挂着董事长巨大的遗

像，慈爱微笑，刹那如遭雷击，才意识到这次是

真的再回不来了！之前抱持的虚幻希望破灭，董事

长终究跟大家永别了。一时难抑悲伤，泪水汩汩

而下。虽知人生无不散的筵席，但每一回悲欢离合

搬演，身临其境仍不由自主任情绪牵引吞噬。人生

中，我们希望彼此永不说再见；但从诞生至老死，

生命一幕幕悲喜交织，终究一日自己也会走向终

站，湮灭于历史长河。

返校上班，同事间聊起长辈的离去无限惆怅，

斯人已逝，一切恍如昨日。虽伤感却也带着敬重与

钦佩，寿龄88，子孙满堂、福寿双全，老人家生前

一直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没遭受什么大病痛的

折磨，算是善终。董事长，这和您一辈子做了许多

慈善事业大有关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想起在中国厦门参观鳌园，“归来堂”堂前树

有陈嘉庚先生铜像，弘扬其一生为民族教育无私奉

献、建设中国的丰功伟绩。也许将来兴华校园内也

会矗立起您的铜像，表彰您身为第一代创校人兼为

兴华服务54载的贡献。同事慨然道，那么要是以后

再有学生上课混沌睡觉者，立刻请他到铜像前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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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过，叱令寻思当初前贤如何披荆斩棘开创兴华，

造就现今巍峨的冷气课室，倘若不知珍惜，身在福

中不知福，岂不汗颜？董事长，您一生为兴华教育

鞠躬尽瘁，永载校史。

岁月疾驰，在喟叹声中走到追思会，校方、三

机构代表与您的文教界故友齐聚一堂，缅怀您生

前乐善好施、回馈社会及为华社与华教无私奉献的

点滴。您一生对华教的贡献与护航在文教界多有赞

颂、记载。我特别赞赏您的高瞻远瞩，去年9月更

率领我校北京教育考察团赴中国优质学府进行考

察，我随团报导，您十分慈蔼，对大家照顾有加、

对后辈关怀备至，在每一场对北京的交流会上聚精

会神，为兴华教育开疆拓土。

北京考察行程，您一直叮咛我们用心交流、关

心中马教育发展。11月13日，美国《时代》周刊最

新一期杂志封面用中英文写着“中国赢了”（China 

Won），这是该杂志首次出现两种语言，报导更指出

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领域最具实力的国家。其后，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法国、美国与德国三个西

方强国的主流媒体相续强调中国的崛起、强大。就

连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其外孙女阿拉贝拉也唱红

歌、背诵三字经和唐诗向中国示好，视频刷爆世界

官方媒体与社交媒体。

最新发布的2018年全球最佳大学排行榜，中国

有136所大学上榜，仅次于美国的221所。此次评

估共涉及全球74个国家的1250所大学，在这份新

一年度的全球最佳大学排行榜中，清华大学更成

功取代美国麻省理工，在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方面排名全球第一。每当看见这类新

闻，就不禁想起您在北京考察期间语重心长的叮

咛，也由衷敬佩您的宏观视野。

您生前曾表扬我们将月报做得很好、足见用

心，更公开表示每一期月报都会从第一个字看到最

后一个字，使我们感动。您透过报导了解师生校园

活动、全心全意关心兴华教育，并不因为身为董

事长就高傲自满，反而十分谦逊地与时俱进不断学

习。每每接受采访，也十分谦逊有礼，对所提出的

问题用心思考作答。最后一场采访是825史诗舞台

剧公演时，您和署理董事长为了剧情特意穿了一袭

中山装，我们在采访后合影，没想到竟是与您的最

后一次访谈与合照。有者开玩笑说，月报最忠实的

读者离去了，我想您谦卑待人处世、热心教育、好

学有礼的美德却长存心中，足为后世楷模。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您的善

德懿行，镂刻世间，流芳百世。虽然不舍，仍需道

别。再见，敬爱的董事长、我心目中的巨人！

■	825 史诗舞台剧当天采访董
事长，没想到竟是最后一次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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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与华教一大损失
文/ 刘兼阀老师（商科老师）

天呀！一切来得太突然，太不真实了。您是我

们兴华中学最尊敬的杨董事长，您是全体教职员的

学习典范；您更是学生心目中的偶像。您的离去，

是华社的一大损失，独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需要像

您这般热爱教育的大家长来推动。2017年10月18日

（星期三）听到您离开的消息，瞬间难以置信，一

直追踪脸书上的新闻、询问同事证实消息的真实性。

回想起2015年9月份的某个下午，在机缘巧合

下很荣幸与您、董事长夫人及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

福一起共进午餐。当时的我有些拘谨，一直微笑聆

听您的提问，以及对我们这些晚辈慈爱的叮咛。您

问我说：“你是兴华校友吗？”我回应不是，但您

说执教了那么多年是当然的校友咯，当时的我感觉

很窝心与温暖。（您总是把我的名字与某老师混淆

了，但没关系，最重要是我们心中一直十分敬重您

这位大家长足矣）

也不知您俩夫妻如何得到消息，知道我被委派

参加2015年12月份的台湾班导师研习班，为我鼓励

打气。步入兴华快要12年了，在此有太多、太多美

好回忆了。虽然间中曾萌生离开的念头，但是最后

被打消了，主要是因为感念您一直不断付出，为兴

华带来突破与改变，真的让人不舍放弃这里的点点

滴滴。

本想在屠妖节假期后，与几位2017年度教职员

联谊会的老师代表去探望与慰问您，但这已成为遗

憾。就在您出殡当天，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对您

说的一番话，让我们在场的老师们对您的离去感到

万般不舍，眼眶红红看着您的照片，我们不希望对

您道别。2017年10月23日（星期一），上午7时40

分全校全体同仁为您默哀，当时我们全体高二学

生、两位主任与班导师们集合在大讲堂，默哀的气

氛庄严与严肃，当下回想起您慷慨兴建这栋科技大

楼的点点滴滴。

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感染周遭许多人，也让大

家受惠。我与亲朋戚友分享您这位大家长的伟大，

深深怀念。尊敬的杨董事长，谢谢您给予我们的一

切，愿您一路好走，向我们兴华中学永远的大家

长，深深鞠躬！

■	我校教职员于 2016 年杨董
事慰劳老师新春晚宴中赠送
幸福百纳被裱框作品。左为
刘兼阀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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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主怀
文/ 吴德清老师（国文老师）

10月18日下午在面书看到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

逝世的消息后，真的难以置信。后来，才知道杨董

事长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心里感到非常震惊与悲

痛。在我印象中，您是一位非常热爱和支持华教的

长辈，也是兴华独中创办人之一。每当一些重要的

日子，如教师节、校庆、新春晚宴等等，这位令人

敬重的大家长一定会出席。最令我感动的是您对

华教的那股坚持，无论是硬体设备、教师的福利或

是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关怀，杨董事长都出钱出力。

对华社的贡献，更是一名伟大的慈善家，您以刻苦

耐劳的精神来发展您的企业，更是我们学习的好榜

样。您更是华社领袖的典范，传承华人文化传统精神。

这些年来，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也致力于推动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数十年如一日地协助教

育，出钱出力办学，更是一生功业的焦点，兴华中

学数十年来稳健的发展，栽培无数的人才，丹斯里

杨忠礼董事长功不可设，感谢您对老师们的贴心，

感谢您对兴华的付出，感谢您对华教的巨大贡献。

杨忠礼董事长不仅事业成功而且有一个幸福美

满的家庭，与妻子潘斯里陈开蓉董事结婚多年。潘

斯里陈开容董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对家庭子女的

教育上，管教严格。每个孩子都出人头地，拥有专

业资格，承续家业。杨董事长家庭事业都眷顾得非

常好，绝对是大家学习的好榜样。

11月12日参加了杨董事长的追思会。看了一幕

幕过去您在兴华校园内的照片，感觉悲伤和不舍。

令人欣慰的是知道了杨忠礼董事长临终前归回了上

帝，这是上帝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可见杨忠

礼董事长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我想，杨董事长的

离去不是永远而是暂时的分别。他放下了世界的劳

苦安息主怀，他所到之地是最美丽的天堂，得享属

天的平安。愿您一路走好，我们永远怀念您。

兴华发展之父
文/ 洪健枝（董事会执行秘书）

看似敬畏严肃；却又如此慈祥体贴!

看似高高在上；却又如此平易近人!

还记得您出任母校董事长初期，不时会打电话

给我，当我还来不及问候您时，您总先开口说：“

我是忠礼”。初期，我总是回神不过来。甚至好长

的一段时间，我处在忐忑不安中。后来只要我的手

机有来电显示“未知号码”的电话时，先不管对方

是谁，我马上就先开口:“董事长，早。”也许，

您也感受到我的不安了；之后的来电，您才改口

说:“Ah Kee，我是董事长。”这才让我心里踏实许多。

您的“爱心早餐”，让我倍感温馨。我永远都

不会忘记，您特地为我选购刮胡刀、T-恤、长袖

衣服。这些锁事，让我感动非常。平时，或者当您

知道我要去旅行时，您总是会给我塞些零用钱和外

币。您对我无微不致的照顾，我终身难忘!

对于母校兴华，除了出钱，您凡事总是亲力亲

为。从教学大楼的兴建、校舍及宿舍的维修、科

技大楼的建设、图书馆的装修，一直到校史馆的设

立，您老人家总是亲手参与规划、设计以及巡视工

地不下数百回。每当和友人分享这些美事时，没有

人会相信；大家都会这么说：“丹斯里是亿万富翁

哦，怎么可能呢?”可是，您做到了——“前无古

人，后无来者”的典范。

我认为，您不仅是当年创校的“小伙子”，您

更是当今的兴华“发展之父”。兴华人以您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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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董事长伉俪联袂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和黄秀玉校长专程赴英文教学专业培训营，探访英文老师，并与老师们欢
喜聚餐。

Honouring the Great 
Man of Hin Hua

文/ 英语教学中心英文老师同仁

Words alone cannot describe how much you 
mean to us, Tan Sri. You have left in us a mammoth 
vacuum that cannot be filled by any other, and yet, 
we know, in our heart of hearts that we must carry 
on your dreams for Hin Hua High School, where 
your heart will continue to ‘live on.’  Your loving, 
kindness and generosity like that of a ‘Loving 
Father’ saturates our thoughts with each passing day 
when we think upon you. No matter the distance and 
space between us, we will continue to bear witness 
and celebrate YOU every time we reminisce your 
words and works of inspiration and encouragement 
in the opportunities you have built for us. In the 
words of a famed song, we echo with one voice 
this dedication that ‘Be it far or near, Tan Sri, your 
love will be forever remembered and etched in our 
hearts.’ We miss you!

Forever, in my 
memory 

文/ Regina Maria Ambrose（英文老师）

My heart sank when I heard of your passing
You who have been the candle
that has lit up my most wretched and darkest night
with your bright and glorious light.
You who brought smiles to my sad gloomy lips
You who brought sparkle to my tear-shed eyes
You who brought joy to my helpless heart
You who were the wind beneath my feeble wings
Always there when I needed you the most.
I look up at the dark skies for answers
as to why you have to go so soon
My sinking heart is drowning ……
Unable to recover.
There is so much …… so much more
Still so much to be done
But alas, with a heavy heart
We have to let you go
Back to our creator who loves you more
Leaving us with the memories
Good memories
Great memories
Always ……
Forever.

■	2017 年新春前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特设宴慰劳教职
员，英语教学中心全体教职员一起呈献耳熟能详的中
文新年歌曲，引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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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魂 兴华情
一封来自金门家乡的信

文/ 李振龙校友

敬爱的杨董事长，承蒙您的恩泽，我们兴华人

无不对您的离去而感到痛心，多么的不舍，一直到

今天内心还一直隐隐作痛。

您永远是我们兴华的大家长，同乡的我，以您

为荣，我们金门人都以您为荣呀！

是您把金门打开，让这一座位于两岸之间的小

岛，成立了第一间大学，让过去属于战地的孤岛终

于有了美好的明天，也让更多学子，不论来自台湾

本岛或大陆，都因您对教育的资助而受惠！

您不仅属于我们兴华及金门的大家长，也是两

岸三地中华民族的教育家，是上天派遣您来延续优

秀中华文化的天使、菩萨！

前几天我弟李增注老师把一副您亲自书写的字

画从网上传给我看，他说：杨董事长保留了当初

要参加学生演出的剧场而写的“兴我中华，任重道

远”的主题。

当时我刚好在金门东堡您的老家 ，看了这副字

画，内心非常的激动！

感受到当初你您成立兴华的初衷一直没改变，

而且在您有生之年就完成了年青时隐藏在内心的志

愿 ——	卫保优良的中华文化！

当我细细回顾过去 ——	无论在母校庆典，金

门家乡及近来您来台北和我们相处的机遇，从点点

滴滴和您短暂的闲聊中，在我激动的脑海中理清了

一个您内在盛大而又丰富的世界！

啊！这份原本多么令人痛心的领悟就这样在我

脑海内慢慢的变成了多么令人赞颂的领悟呀！

今年6月4日您特别来台北为我们的台湾兴华人

举行分会开幕典礼，第二晚，在您的私人宴会上，

由于你的好友升恒昌免税店总裁江松桦先生，带来

了一瓶我们家乡金门的高梁酒给大家品尝。经您一

介绍，大家话题转向金门。

一提到家乡金门，您老人家兴致特别高昂，对

家乡的关爱表露无遗！

宴会中您和江董热情的给大家介绍家乡的故

事，六十位远从马来西亚专程来参加典礼的兴华人

无不感受到您对家乡的深情和怀念。

席间我一时喝了两口高梁酒，感染到这份乡情

也热情如火的和大家分享一些兴华人不知道的金门：

“当初如果没有金门为台湾阻档了子弹 ，避免

了台湾被共军解放，避免发生在六十年代文化大革

命摧毁中华文化的浩劫，台湾才因此保留了繁体字 

，因为保留了繁体字，所以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也因

此被保留了下来并且流传到世界各地！”

“如今，大陆又开始复兴中华文化，原来我们

这些由杨董事长成立的学校所教育出来的兴华人，

是负有复兴中华文化传承的继承人呀！”

当时随兴的联想是要耍热闹，来哄宾主乐一

乐，可也吸引了座席上台湾几位大学教授的兴致，

都表示认同，过后再加上我校谢锡福副校长画龙点

晴的一番话，感觉金门和兴华人的历史定位就在那

晚进入了另一个新的里程碑！

我记得谢副校长说：“哦！今晚我们总算明白

了 ，原来我们兴华人在追随杨董事长的足迹，我们

兴华人一直在为复兴和保留中华文化而感到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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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晚看到您欣慰的笑容彷佛流露成了欢乐声！

能与您同心感觉是多么幸福的事呀 ！

杨董事长您完成了很多令人留念的事	......

在您的追思会中 ，我听到来自金门会馆的几位

长老不断的说“成了成了。”

我不明白于是问他们是什么成了？

其中一位长者对我说：“杨长老是完成五福临

门的表率呀！”

他们在赞叹您一富贵，二好德，三安康，四长

寿及也是最难的第五，善终。

记得今年7月份我们在一起拍摄呼唤校友826回

校团圆的念日的微影时，董事长您是多么的慎重和

热衷参予，看了录制影片不满意再重拍一次，让我

印象深刻和怀念！您像一位顽童一样认真地说不能

不能，再重拍一次！

之前校长才对我说，董事长真是精力过人，有

时一从外国回来，第二天学校有会议也执意前来开

会，对兴华的活动都很重视！

在您的告别式中 ，江董事长特地从台湾过来全

程参加，他说您是华人世界所有企业界的楷模！是

华人世界的精神领袖！令他非常敬仰！

您留给我们的太多了！

记得从墓园回程中，朝夕和您相处的署理董事

长拿督李平福说，您没交代任何事就走了，他非常

的伤感！

后来他猛然领悟对我说：“有了，董事长最喜

欢和我研究一些古文，他从都不提起任何的商业

信息或股票，就喜欢学习，尤其有时我们碰到不懂

的字就去问他的孙子如何发音，是的我想起来了，

董事长最喜欢中国总理温家宝引用孔子说的那句名

言：‘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大意是说，我做的这些事，写的这本书，后人

一定会毁誉不一、褒贬不一的，但我只要认为这是

对的，是有价值的，不论别人如何评说我都会坚持

做下去！

可见杨董事长亦是有孔子先师般的大胸怀，大

志向！

拿督李平福继续说道：“还有还有杨董事长也

曾说‘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行’，意思是要我们

兴华发挥团结合作的精神把教育越办越好，为国家

为社会，栽培更多有用的人材呀！”

是的没错！

让我们以兴华为起点，引领雁阵飞向更加蔚蓝

而辽阔的天空，飞向我们心灵的故乡金门 ，也飞向

台湾和大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兴华人，请杨

董事长的精神继续带领我们，我们与您同在，不论

时空如何转移，不忘您的志愿！

我们会谨记您一生所奉献给教育的执念；教育

是社会的良心，是立国之本是强国之基！您身为一

位大企业家，对于民族教育的付出，让人为之动容

和钦佩！

我们兴华人将延续您伟大的精神，朝教育的终

极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努力！不辜负您的栽培！

感谢您！兴华有您真好！金门有您真好！华人

世界有您真好！

致我们永远怀念的杨董事长！您安息吧！

2017年11月21日于寒冷的夜

晚辈李振龙于金门安美村东堡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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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异的恩典
文/ 黎家亮（校友）

杨忠礼，我打从初一就知道的名字。八年了。

初一到高三，每一次或在台下或在校园某个角落望

着您的身影，心里满满的都是钦佩。您是兴华董事

长，但不是那一类的“挂名”董事长，兴华上上下

下的同学、老师、职员，对您都是从心油然而起的

敬佩及敬爱。但那时的我，从没想过自己的生命会

与您有如此的交集。

这是一个不短的故事。高三那一年，犹记那时

正在考着统考预试，适逢台大到马来西亚进行第

一届独立招生，在同学的鼓舞下一同准备了所需资

料，懵懂地就把资料递上去了。本也没有抱很大的

期望，没想到竟然真被录取了。欣喜之余，却也因

为没有拿到奖学金而忧心不已。与家人几经考虑

后，因为经济问题，所以决定放弃入学资格，等考

完统考再做打算。心情固然觉得惋惜难过，但随

着时间逝去，考试日渐逼近，也无暇再考虑此事。

但，就在一个闷热的下午，李辉祥老师致电予我，

告诉我杨董事长愿意全额资助我到台湾念书。因为

这通电话，我的人生完全被改变了。

每念及此事，心里满满都是感恩及感动。除了

对于上帝的感谢，便是对于杨董事长的感谢。身

边的朋友听闻此事，都会打趣说杨董事长为我“干

爹”，甚至亲昵地以“杨伯伯”称呼他。对于有机

会被杨董事长赞助读书，我一直都深感荣幸。被杨

董事长资助的同学自然不少，我虽然只是其中一

位，但依然深刻感受到杨董事长对每一位同学的用

心及重视。

未到台大念书以前，马来西亚台大同学会在马

来西亚举办了“台大之夜”，除了让台大校友可以

共聚一堂，也邀请了即将入学的我们共襄盛举，并

在当晚颁发奖学金予大家。本以为名高位重的杨董

事长不会亲自出席，没想到当晚却见他坐在那儿，

就在离我不远的餐桌上。轮到我上台时，杨董事长

缓缓走上台，坚定地握了握我的手，把手中的支票

递给我。下了台，只见杨董事长已离席走向门口，

我只看到他逐渐远去的背影。这背影，我想我永远

不会忘记。

因此我常说，我能够到台大念书，是充满祝福

及恩典的。在台湾所享受、所经历的一切，我非

常清楚都不是我所应得的。我承载着如此厚重的祝

福，自然也背负着许多长辈赋予我的期望，及身为

一位马来西亚华人的责任。对于自己的课业，我一

直都战战兢兢，深怕一不小心就辜负了长辈对我的

期望。我并不是担心自己达不到继续获得奖学金的

标准，而是深怕会令支持我的杨董事长失望、令赋

予我厚望的父母及老师失望。

最后一次与董事长的互动，是在几个月前吧。

暑假快要结束了，而第二年的奖学金迟迟没有消

息，于是跑到了兴华问一问。后来在李辉祥老师的

协调下，写了一封信给杨董事长，除了报告自己的

学习成果之余，也与他分享了自己这一年的学习心

得及生活状况。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回去台湾的

几天后，我竟收到了杨董事长的复函。里头除了叮

咛我好好念书外，也个别针对我提出的一些意见及

想法举出建议。这让我诧异之余，亦同时感受到杨

董事长对每一位学生的关怀及重视。

这位时代的巨人，也将永远是我心里的巨人。

我并无言过其实，也不是出于学校的要求，更不是

因为受人恩惠而迫使自己写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

乃是我把我真真实实的想法写出来罢了。许多人位

高权贵、身价连城，却无法被纪念、被怀念，甚至

无法获得他人的敬重。杨董事长，一直是我心里所

最敬重、最敬重的一位长辈，一位企业家，一位教

育家。谢谢您为兴华、为华社、为社会、为马来西

亚所做的一切，我们将会非常怀念您。

愿一日真能在天国相见，愿安息主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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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 55 届高中毕业典礼
鹏程万里，贯彻始终

张湋恩、王可芊（初二和）报道 报道

■	高三毕联会代表颜明敏（右五）、洪菡霙（右四）、伍明蕙（右三）移交马币 8 万 3 千元的模拟支票予学校，由董
事会财政翁绍好（左五）接领；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右六）、黄秀玉校长（左六）、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左四）
及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左三）见证。左起为高三班导师陈伟轩老师和陈丽丽老师；右起为林雁冰老师和颜毓菁老师。

人的一生，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

渡，学习生涯中我们会经历很多过渡仪式：始业

式、成年礼、毕业礼等，仪式象征着旧的已经结

束，新的即将开始，是转换状态的过程，藉由仪式

缓冲，让心灵回首、沉淀、展望与新生。

11月15日（星期三）我校于朝阳堂举行高中第

55届毕业典礼，共有474名毕业生，完成中学六年

的学业告别母校。毕业典礼主题“鹏程万里，贯彻

始终”，寓意在学习征途上，希望同学们谨记师

长谆谆教诲，并贯彻始终。当天除了我校三机构理

事、老师、校友、各班代表及应届毕业生，亦有

650位家长盛装出席观礼，场面盛大。

典礼于早上8时正式

开始，全体毕业生与来

宾陆续进场。管乐团奏

起悠扬的国歌和校歌，

全场肃立庄重齐唱。接

着，由我校署理董事

长拿督李平福致词。他

感慨地说，每次出席毕

业典礼都感到很光荣，

惟今次没有董事长的参

与，难免有点孤单。

“尽管董事长安息主怀，但大家将永远缅怀这

位兴华大家长，特别是他推动发展华教的精神和毅

力，包括拥有高瞻远瞩的办学方针、以宽阔胸怀容

纳大家的意见和看法、关心教师福利以及学生的学

业成绩。”

他说，过去董事长经常勉励毕业生，本届亦不

例外，特别摘录两项与毕业生共勉之，希望毕业生

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到大学深造，以获取更高的

学历。

“今年的毕业生有更多的选择，尤其北京大学

及清华大学提供本校20个推荐学位，希望大家能够

把握良机继续深造，发挥所长，以便将来为社会作

出贡献。”

他表示，董事长也常提醒大家“学习改变命

运，机会制造人生”，唯有不断学习，才能立足社

会，为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勉励大家终生学

习，在漫长的人生中不断努力，精益求精、无畏挑

战，跌倒后要爬起来，也希望同学们勿忘母校，常

和母校保持密切联系。
■	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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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由黄秀玉校长向大家报告我校毕业

生的学习问卷调查及教育成果。她说，兴华教

育成功培养学生带得走的能力，同时贯彻大家

良好的生活教育，学生与家长对我校教育整体

呈正向回馈。她期望同学们在群体中互惠共

享，兼备21世纪的人文与科技素养，承担责

任、心怀感恩、奋发向上。

接着，大会颁发毕业证书、最佳全能表现

奖、优秀运动员奖、高三毕业生服务奖及毕业

生成绩优异奖、高中毕业文凭、毕业刊广告招

募优异奖等以示鼓励与祝福获奖者。奖仪式结

束后，毕联会主席颜明敏（高三理孝）同学

代表全体毕业生上台致词。她用三语表达全体

毕业生对师长的感激之情，并表示高三生虽离

校，但却从母校学习了关心他人、肩负责任的

品德，将以创新求实胸襟迎接挑战、展现自我。

另一方面，为了回馈学校，高三毕业生馈

赠母校8万3000令吉作为学校的发展资金，并

由毕联会主席、正财政及广告股股长代表献金。

仪式进入尾声，全体毕业生高唱骊歌《友

谊万岁》，表达对学校的不舍及感恩。曲终人

散之际，毕业生有序地和全体教师握手道别，

不少毕业生更因不舍而泪眼决堤,场面感人，

六年的中学生涯，随着骊歌奏起在师长热情欢

送下画上句点。

毕业典礼结束后，高三毕联会引领全体高

三生在科技广场设宴，邀请全体老师出席，叙

别场面热闹感人。前方，等待应届高三毕业生

的是康庄大道，祝福他们秉持兴华人的精神继

续拼搏，为打造更美好的社会而努力！

铭记师长的温情
张洽铭（高三文商礼）   

毕业典礼意义深远，象征我们完成现阶段学习，即

将离开母校向外闯荡。在校我们获得老师的教导、学校

的庇护，但是到了外面的世界就必须靠自己自立自强。

毕业典礼那天气氛有些伤感，但也有些开心，因为我们

在此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虽然我们敬爱的董事长已安

息主怀，但我们永远铭记他对兴华的爱护与恩情。当天

大家心头百般滋味，师长也对我们依依不舍。当老师排

成一行与我们握手时，我感受到老师对我们的温情与尊

重，许多老师纷纷流下热泪。别了，母校！我们即将离

开，向前发展。希望老师们身体健康，同学们早日成才。

从兴华生转变为兴华校友
吴若萱（高三理忠）

“鹏程万里，贯彻始终”，六年的中

学生涯终于画上了句点。毕业典礼前，训导处李荣兴主

任告诉我们，本场是只有高三生的毕业典礼，我才惊觉

似乎有什么改变了。仪式进行时，我知道自己必须走完

整个仪式，才能真正走出校园，潇洒地告诉别人：“我

终于毕业了”。

当我上台领唱，望着台下一起唱毕业歌和《友谊万

岁》的师长与同学们，内心开始涌上伤感。当我们互相

握手道别，离别的哀伤汹涌，我控制不住地落泪了。

与熟悉的师长拥抱时，我感受到老师们诚挚的鼓励和祝

福。毕业典礼结束，步出校园后就确实离开了，今后的

身份不再是兴华生，而是兴华校友了。匆匆六年，原来

只是刹那，六年来的回忆历历在目，感谢兴华让我拥有

如此灿烂、精彩的中学时光。

■	荣获优秀运动员奖及最佳全能表现奖的得奖同学与师长董事合影。右二起为苏顺昌董事、黄秀玉校长、署理董事长
拿督李平福、洪慧珆、黄学儿、郑育文、杨暐健及苏熙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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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共享，绽放精彩！
黄秀玉校长：

黄秀玉校长于11月15日兴华中学第55届高

中毕业典礼上致词全文：

各位同学，恭喜你们高中毕业了！ 

尊敬的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先生、副董事长

卢金丰先生、校友会主席余安先生、家协主席陈伟

后先生、三机构理事们、各位家长、各位老师以及

同学们，大家好！

感谢各位出席今早的高中第55届毕业典礼。今

天，我校三机构同仁、全体老师偕同家长，怀着喜

悦的心情，齐聚在这里，祝贺高中第55届474名毕

业生，完成中学六年的学业，准备开展另一段更精

彩、更具挑战的学习旅程。

从昨天学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带领全体毕业

生自我检查带得走的能力，结果显示：77%同学认

为已掌握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87%

；自学的能力76%；解决问题的能力77%；批判性思

考的能力66%；应用资讯科技的能力45%；第二外语

的能力47%；探究的能力55%；创新能力39%。

在生活教育方面：43%学生有应用“PDCA”自

我管理模式提高学习和生活管理绩效；62%同学有

善用《生命指南针》，并以高效能7大习惯的思维

经营自己的生活；83%认为每日晨读能培养喜爱阅

读的习惯；85%认为奖惩规则督导学生培养良好生

活习惯、树立良好学风；91%认为服装仪容的要求

能培养学生仪态端庄、整齐大方及团体意识；93%

认为班级经营能落实学生问题回到学生群众解决

的理念，能培养自我教育能力；94%认为六年的

校园生活教育对学生的品格产生积极和正面的影

响；95%认为六年中学教育能让学生明白“个体的

自由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团体和谐及规范的尊重上”。

对学校教育的整体回馈：82%认同学校教育让

同学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89%学生认为学校教

育措施能促成学生全方位学习与发展；88%认为老

师们爱护学生，常协助学生解决困难，期望学生健

康成长；91%的学生同意学校是一个安全、和乐的

场所，喜欢来学校；94%敬爱他们的老师；93%的学

生表示爱学校；96%的学生以身为兴华生为荣。

以上数据，除了应用“PDCA”自我管理运作模

式和善用《生命指南针》实践高效能7大习惯这两

项比往年低外，其他各项都比往年高出许多。同学

们有什么想法吗？我最先想到的是，你们与往届毕

业生有何不同经历，譬如，你们是第一批高中三年

常态分班的同学，也是老师们加强力度推动专题研

究、协作学习和班级学习共同体的第一批同学，希

望是这些教育措施奏效了；又或是你们与学校经历

402学校的挑战；你们见证/参与了70周年校庆的

各项活动等，得到不一样的体会和启发。这是值得

我们进一步探究的。同学们身在其中，也进一步分

析、思考，针对这点提出看法。另外，我要在这里

再啰嗦一次，应用“PDCA”自我管理运作模式和实

践高效能7大习惯是同学们经营人生终生受用的思

维模式和习惯，请同学们要珍惜所学，继续善用它。

感谢同学们对学校教育的认同，而且诚恳成熟

的提出宝贵的意见，学校定会秉持PDCA的精神，力

求改善与进步、不断更新。欢迎同学们往后多回母

校看看，关心老师、关心学弟学妹、关心母校的发展。

除了以上数据的回馈，感到高兴的是，从毕业

■	黄秀玉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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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同学间互助友爱、

互相扶持与激励、集体努力奋发备考与筹备活动积

极互动的美丽画面；也看见同学们年少轻狂、挥洒

青春的欢乐情景；享受着和乐的团体生活！处处洋

溢着幸福快乐！这也是同学们在感言中最珍惜最怀

念最依依难舍的情怀。

令人欣慰的是，看见同学们学会了互惠共享，

学会了与人相处，学会了尊重、体谅与包容，在群

体中每个同学的个性得到尊重，各自绽放精彩。

可喜可贺的是，大部份同学自诩，在六年扎实

的课程和多元的学习模式的磨练与激发，在第二课

堂的体验与成长，在课余才艺发挥的平台上，在同

侪的互助共学中，培养了各方面的能力，满意自己

在兴华六年里从青涩的少年蜕变成独立自主、有能

力在未来的生活里自主发展、面对挑战的自信青年。

此刻，有同学说：将无所畏惧地航向能够纵情

腾跃的海域；或说：将展翅翱翔，飞往属于自己的

那方碧穹；又有说：头上是一方如洗的穹苍，心中

是一片澄明的坚定。

最后一批90年代的你们，果然“无双”！

同学们，前路充满希望，也存在着各种挑战。

在这科技翻转世界，人工智能时代，专家预

测，在未来10年内，现有工作逾半将被机器人取

代。怎样才能成为机器的主人而非仆人？人们开始

思考：人类的价值在哪？和机器人抢工作，想赢，

必须培养机器人无法取代的感受力，也就是人类独

有的情感和创意，打造机器人抢不走的创造力。

随者当今世界的脉动及可预见的发展，学习已

从着重STEM走到STEAM的学习，即是将人文尤其是

艺术融入各学科的学习，期待未来的创造与发明更

连接人的温度和关怀。

同学们，你们是应用知识、能力、思想和态

度，迎向改变、主导未来世界的生力军，须兼备21

世纪的人文与科技素养，如：严谨的学习能力和创

新能力数位素养、工作和生活能力、阅读素养、品

格素养、公民素养、人文艺术素养、关心世界的能

力。尤其要特别重视培养机器人抢不走的感受力和

创造力，增强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以体现更高远

的生命意义，让世界因你更美丽。

责任、感恩、奋发，各位同学别忘记已故丹斯

里杨忠礼董事长在成年礼上给大家的叮咛与祝福。

董事长的风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衷心祝愿每一位同学，前程顺遂！生活幸福！

■	领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刻，除了感动外，还有感恩师长和家长一路以来的支持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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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求实，展现自我
学生代表颜明敏：

学生代表颜明敏（毕联会主席/高三理

孝）于11月15日兴华中学第55届高中毕业典礼

上致词全文：

尊敬的署理董事长、董事、校长、老师、家长

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我非常荣

幸能够代表全体毕业生在这隆重的毕业典礼上说说

我们的感受。

时光似流水，静静地流向远方，伴随着甘甜的

汗水、激动的泪，一切都将成为我们永恒的回忆。

六年前的我们，满脸稚气，一路走来，我们和“兴

华中学”这个孕育品德与智慧的校园，一同成长，

直至今日。或许我们才刚尝试人生，或许我们仍懵

懵懂懂，但至少我们已经学会了关心他人，学会了

肩负责任，学会了如何拥有一颗创新求实的心，学

会了用怎样的目光和胸襟去迎接挑战，展现自我。

此时此刻，面对着孕育我们的校园，百感交

集；面对着给予我们知识的师长，充满感恩；面对

朝夕相处、同舟共济的同学，依依不舍。我们将再

次面临生命中的抉择，不需要什么承诺，时间和事

实会证明我们的默默付出。离开这片温馨的校园，

攀登更高耸的山峰，人生即将迈出的一小步，也必

将是最为坚实的一步。

我，微小的我，代表全体毕业生向全体老师致

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感谢您的谆谆教

悔和细心付出，感谢您倾注于我们身上的爱心和汗

水。感谢董事部给予我们的照顾，给予我们那么好

的环境与设备；感谢家教协会给予我们那么好的饮

水；感谢爸爸妈妈给予我们的支持。谢谢，谢谢！

祝愿全体毕业生展翅高飞；祝愿母校的发展日

新月异，桃李满门，以人文科技的精神，迎向灿烂

的未来！

■	毕联会主席颜明敏

■	我们高三毕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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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兴华优秀运动员

洪欣玲（高三理仁）报道

■	苏顺昌董事（左一）颁发奖状予苏熙肯（左二）及杨暐健（左三）。右一起为黄秀玉校长和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

我校苏熙肯（高三理孝）同学及杨暐健（高三文

商义）同学荣获2017年优秀运动员奖，可喜可贺！

我校优秀运动员奖是为表彰优秀运动员取得成就

而授予的荣誉，得奖者必须符合下述条件：凡高中三

毕业的体育校队，曾在全国赛中荣获冠﹑亚军，且不

吝提携后进者，经由体育处审核、推荐予校方颁发优

秀运动员奖。

a) 巴生学联乒乓赛：

团体：4届冠军﹑1届亚军﹑1届季军

单打：2届亚军﹑1届季军

b) 雪州学联乒乓赛：

团体：3届冠军﹑3届亚军 

单打：1届亚军﹑1届季军

双打：1届冠军﹑1届亚军﹑1届季军

c) 全国学联乒乓赛：

团体：1届冠军

d) 雪隆八独中球类赛（乒乓）锦标赛：

团体：1届冠军

e) 全国独中球类赛（乒乓）锦标赛：

团体：1届冠军﹑入选明星队球员

f) 全国少年组乒乓锦标赛：

团体：1届冠军

双打：1届亚军

据体育处苏爱云主任表示，苏熙肯同学在乒

乓校队认真积极参与训练，主动积极带领乒乓

队的培训。6年来在他与队友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校乒乓男生队取得重大的突破，在巴生学联雪

州学联乒乓赛中取得亮丽的战绩﹑雪隆八独中球

类赛、全国独中球类赛乒乓赛中取得冠军、同

时入选为乒乓明星队球员。其比赛成绩标青,战绩 

(2012至2017) 如下：

■	雪隆八独中球类赛（乒乓）锦标赛荣获冠军，苏熙肯（前
排右二）。后排右一为体育主任苏爱云老师，右二为赛
会名誉主席黄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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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暐健同学在排球校队认真积极参与训练，担

任队长期间，主动积极带领排球队的培训。在他与

队友的共同努力之下，我校排球男生队取得重大的

突破，6年来在巴生学联﹑雪州学联赛、全国学联

排球赛中取得漂亮的战绩﹑雪隆八独中排球赛中取

得2届冠军、全国独中球类赛中入选为排球明星队

球员。今年7月份他被入选代表马来西亚参加东南

亚学联排球锦标赛，为校争光。其比赛成绩标青, 

战绩 (2012至2017) 如下：

a) 巴生学联排球赛：1届亚军﹑1届季军

b) 雪州学联排球赛：2届冠军﹑1届季军 、

                   最佳击球手

c) 全国学联排球赛：1届冠军﹑1届季军

d) 雪隆八独中球类赛（排球）锦标赛：2届冠军

e) 全国独中球类赛（排球）锦标赛：入选明星队球员

f) 全国14岁以下排球锦标赛：1届亚军

g) 大马运动会（排球赛）：1届冠军

杨暐健同学受访时表示，荣获奖项是对自己的

努力的一种肯定。他认为身为一名运动员必须自

律、敢于挑战与坚持，并时时刻刻保持正面的心

态，千万不可以自满。此外，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得

过多少奖项，而是从中学习到的体育精神，并通过

运动磨练心智。

苏熙肯同学感谢家人支持他打乒乓，特别是母

亲一路来陪伴他成长。此外，他也十分感谢队友的

支持和老师的带领。

“记得有一次打决赛时，局势是2比0。当时，

我的情绪低落，几乎放弃了。队友世劼勉励我：每

一粒球，都是新的一粒球。这句话对赛场上紧张又

操之过急的我来说，是一支强心剂。虽然最终没有

赢得比赛，我却感觉非常平静，从此学会从容面对

任何失败。”

他勉励学弟妹们：“热爱自己选择的路，体会

运动的多姿多彩，并学习沟通和敢于面对问题。我

很荣幸获此奖项，证明之前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但

也了解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会继续努力。”

历届兴华优秀运动员包括：王振扬（1996年）

、李顺博（1997年）、薛丽莹、谢秀霞（2001年）

、郭雪冰（2012年）、林嘉嘉、施媚俞（2013年）

、林津萱（2014年）及陈可譞（2015年）。

■	杨暐健（左二）与雪州马运会排球队前往砂拉越参
加比赛。

■	2017 年雪隆八独中球类赛（排球）锦标赛我校荣获冠军。后排右起第 13 位为杨暐健。

■	2017 年巴生学联乒乓赛，我校队员唱丰收。后排
右二为苏熙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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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典礼首度结合休业式
第 71届初中毕业典礼暨休业式

苏瑜静（初二仁）报道

2017学年的学习旅程已步入尾声，在迎来愉快

的年终假期前，也到了总结同学们这一年来的学习

成果与表现的时刻。为了更重视初中毕业典礼，我

校首度结合各年级休业式，于11月16日（星期四）

在朝阳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第71届初中毕业典礼暨

休业式，意义深重。

589名毕业生完成初中学业

黄秀玉校长祝贺初中第71届589名毕业生，完

成初中三年的学业，开展另一段更精彩、更具挑战

的高中学习旅程。她与各年级同学们一同回顾过往

的学习历程，以及校方对同学们的期许，希望大家

也借此进行反思。她指出，当今世界的学习已从

着重STEM走到STEAM，并与大家分享STEAM的5大精

神。最后，她期许同学们兼备21世纪的人文与科技

素养，特别是重视培养感受力和创造力，以体现更

高远的生命意义。

本届初中三毕业生捐献了价值1600元的音响设

备给学校，各班班长也代表上台领取初中毕业证书。

课外活动处主任谢锡福副校长表示，虽然学年

结束了，但学习还未结束，它只是换另一种方式进

行，希望大家过个充实的假期。训导处主任李荣兴

老师希望大家能利用假期多读、多看，让知识和技

能获得提高，避免沉迷于电子产品，同学们务必好

好调养身心，为新学期做好准备。英文中心主任莫

壮燕副校长期许同学们能文、能武，并鼓励大家趁

假日投身于运动强身健体。苏进存副校长呼吁同学

们无论展开任何人生角色的扮演，都要自我取舍。

为了鼓励同学们在德、智、体、群、美、劳各

方面的优异表现，仪式上我校颁发各级全能奖、各

级学术优秀奖、学生团体评鉴奖等。

第71届初中毕业典礼暨休业式在同学们齐唱校

歌及管乐团的奏乐下圆满结束了。初中毕业典礼暨

休业式对于全体同学而言，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新

的起点，新起点既有对昨天的总结更有对明天的无

限期冀。期望大家利用假期充实自我，在新的一年

更上层楼！

■	初三毕业班代表邬育洋同学赠送价值 1600 元的音响
设备予学校，由苏进存副校长接领。

■	黄秀玉校长与初三级全能表现奖及学业成绩优异奖得主的同学们合影。左一起为关国荣、林膺铨及吴书航；右一起
为刘若菱和陈彦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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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级：夏子绚（初一和）、许智翔（初一孝）、林旻仪（初一忠）

初二级：邹文旭（初二孝）、张慷旭（初二平）、蔡沁慧（初二忠）

初三级：关国荣（初三勇）、林膺铨（初三义）、刘若菱（初三仁）

高一级（理科）：邱欣怡（高一理孝）、苏荣薰（高一理信）、陈欣霓（高一理忠） 

高一级（文商科）：贺字宁（高一文商礼）、张靖茹（高一文商和）、陈  慜（高一文商平） 

高二级（理科）：刘凯铷（高二理忠）、吴嘉胜（高二理爱）、罗国骏（高二理爱）

高二级（文商科）：黄盈芳（高二文商平）、蔡明敏（高二文商平）、游家玮（高二文商廉）

高三级（理科）：黃祺晟（高三理孝）、洪慧珆（高三理孝）、黄心怡（高三理爱）

高三级（文商科）：陆慧欣（高三文商礼）、刘沛欣（高三文商礼）、杨佩怡（高三文商廉）、 

                  曾诗惠（高三文商义）

各级学业成绩优秀奖（前 3 名）

各级全能表现奖得主

初一级：林旻仪 初一级：严翎诗 初二级：洪芷汀 初二级：林宇纤 初三级：吴书航 初三级：陈彦霏

高一级：陈欣霓 高一级：刘沛妤 高二级：刘凯铷 高三级：郑育文 高三级：洪慧珆 高三级：黄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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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STEM 到 STEAM，主导未来世界
黄秀玉校长初中毕业典礼暨休业式致词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为了更重视初中毕业典礼，我们首度结合各年

级休业式，举办初中毕业典礼暨休业式。

各位初三同学，恭喜你们初中毕业了！让我们

以热烈的掌声祝贺初中第71届589名毕业生，完成

初中三年的学业，开展另一段更精彩、更具挑战的

高中学习旅程。

积极拓展高中阶段的学习

为了协助初三同学们更有信心投入高中分科、

要求更严谨的学习，学校规定全体初三同学在假

期间需选读一本伟人传记，分析、学习伟人成功的

要素，以激励自己，进一步反思加强非智力能力，

以便从容面对未来的各种挑战；在开学前，举办为

期两天的高一始业辅导自我成长营，激励同学们

为彩绘自己绚丽的人生，主动积极投入高中阶段的

学习。初三毕业同学升上高中，除了加强课业的

学习，一定要参与校内外的各种活动，尝试各种可

能，发掘潜能，以拓展全方位的能力，找到前进的

目标。

回顾与反思学习历程

我想在这里与各年级各位同学回顾你们的学习

历程以及学校对你们的期许，各位同学也借此进行

反思。

除了传统德、智、体、群、美、劳各领域的学

习，这几年，秉持“人文科技面向未来”的办学方

向，学校老师们致力于从生命教育的高度落实“以

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措施，如：通过贯彻“PDCA”

精神与运作模式，建构同学们自觉、自学、自律、

持续自我改善、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能力；通过

应用《生命指南针》学习与实践领导力7大习惯，

学会时间管理、目标管理、平衡生命中各个扮演的

角色、成功人生的经营、体认生命的价值、成为自

己生命的领导者；通过资源共享、互助共学的协作

学习模式，培养自我超越、团队合作、互惠共赢的

蓝海思维；通过应用云端平台进行协作式专题研究

的学习，培养科学与科技素养、严谨思考与解决问

题、沟通与合作、探究与创造的能力；通过晨读及

图书馆每月阅读主题的推动，培养阅读素养；丰富

多元的课余学习活动，

提供同学发挥潜能、探

索自我与建构全方位综

合能力。同学们，你是

否有认真在各领域好好

学习与实践，装备自己

终生受用的能力呢？

在这科技翻转世

界，人工智能时代，专

家预测，在未来10年

内，现有工作逾半将被

机器人取代。怎样才能

成为机器的主人而非仆人？人们开始思考：人类的

价值在哪？和机器人抢工作，想赢，必须培养机器

人无法取代的感受力，也就是人类独有的情感和创

意，打造机器人抢不走的创造力。

STEAM的5大精神

随 者 当 今 世 界 的 脉 动 ， 学 习 已 从 着

重 S T E M （ S c i e n c e 科学、 T e c h n o l o g y 科

技、Engineering工程、Mathematics数学）

走到STE A M（Sc i e n c e科学、Te c h n o l o g y科

技、En g i n e e r i n g工程、Ar t / A r t s艺术/人

文、Mathematics数学）的学习，即是将人文尤其

是艺术融入各学科的学习。STEAM的5大精神是：

跨领域（专题学习，整合各领域的知识）、动手做

（动手实作中学习）、生活运用（将知识应用于生

活）、解决问题（主动发现，解决真实的问题而非

回答考卷的考题而己）以及五感学习（全身心投入

用五感去体验学习）。这样的学习导向，期待新生

代未来的作为更连接人的温度和关怀。

21世纪的人文与科技素养兼备

同学们，你们是应用知识、能力、思想和态

度，迎向改变、主导未来世界的生力军，须兼备21

世纪的人文与科技素养，如： 严谨的学习能力和创

新能力（严谨思考与解决问题、沟通与合作、探索

与创造的能力）、数位素养、工作和生活能力（社

交与跨文化合作的能力、弹性和适应力、进取心和

自我导向、生产力和当责、领导力和责任心）、阅

■	黄秀玉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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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素养、品格素养、公民素养、人文艺术素养、关

心世界的能力。尤其要特别重视培养机器人抢不走

的感受力和创造力，增强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以

体现更高远的生命意义。

人有无限的可能。让我们大家继续往这方向努

力吧！ 

祝愿每一位同学，学习愉快 ！祝愿全体师生，

生活幸福！

各级最佳学术跃进奖： 

陈威瀚（初一爱）、曹恩绮（初二孝）、颜知礼（初三爱）、郑凯谦（高一文商礼）、郑学聪（高二文商勇）、 

张建志（高三理忠）

各级学术优秀奖（各班第一名）： 

许智翔（初一忠）、林旻仪（初一孝）、陈慧珊（初一仁）、陈颖莹（初一爱）、邹欣彤（初一信）、 

郑锦诚（初一义）、夏子绚（初一和）、王榕恩（初一平）、李子怡（初一礼）、方颖颖（初一廉）、 

叶芊彤（初一智）、吴维杰（初一勇）、蔡沁慧（初二忠）、邹文旭（初二孝）、张诗湘（初二仁）、 

颜学思（初二爱）、洪芷汀（初二信）、卢韦宏（初二义）、林松泉（初二和）、张慷旭（初二平）、 

郑理晏（初二礼）、尤瑾若（初二廉）、吴纹嬉（初二智）、李怡静（初二勇）、黄嘉恩（初三忠）、 

吴书航（初三孝）、刘若菱（初三仁）、林意晴（初三爱）、梁咏诗（初三信）、林膺铨（初三义）、 

陈慧甜（初三和）、黄祖源（初三平）、詹亨右（初三礼）、张子骏（初三廉）、张芷悦（初三智）、 

关国荣（初三勇）、陈欣霓（高一理忠）、邱欣怡（高一理孝）、黄鉦皓（高一理仁）、颜学恩（高一理爱）、 

苏荣薰（高一理信）、林如心（高一理义）、张靖茹（高一文商和）、陈慜（高一文商平）、 

贺字宁（高一文商礼）、郑楚潓（高一文商廉）、陈筱艺（高一文商智）、刘凯铷（高二理忠）、 

陈慧琪（高二理孝）、黄靖翔（高二理仁）、吴嘉胜（高二理爱）、朱汶炅（高二理信）、 

陈嘉庆（高二理义）、林倖伃（高二文商和）、黄盈芳（高二文商平）、陈谙星（高二文商礼）、 

游家玮（高二文商廉）、纪婕妮（高二文商智）、李美琪（高二文商勇）、吴若宣（高三理忠）、 

黃祺晟（高三理孝）、颜慧君（高三理仁）、黄心怡（高三理爱）、李美静（高三文商信）、 

曾诗惠（高三文商义）、陈美璇（高三文商和）、柯竫绮（高三文商平）、陆慧欣（高三文商礼）、 

杨佩怡（高三文商廉）

万能奖励金得主名单

万能奖励金颁奖典礼
11月16日（星期四），万能机构在我校朝阳堂举行万能奖励金颁奖典礼，颁发万能学术优秀奖及最佳学

术跃进奖予各获奖同学。万能代表陈志辉先生表示，该企业秉持回馈社会及“向优秀学术的宏愿迈进”的宗

旨，颁发是项奖励金，以期为社会培育人才献份力量。

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副校长致词时对获奖同学表达鼓励与赞赏，并期许同学们能文能武，在学术上

有优秀的表现之余，也能热爱运动，成为活泼有朝气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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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文能武，动静皆宜

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副校长于11月16

日（星期四）的万能奖励金颁奖礼上致词，讲

词全文如下：

一年一度的万能学术优秀奖和最佳学术跃进奖

再次来到了兴华。每年学期末，每班在学术表现上

有优秀表现的同学，和学习上有明显进步的同学，

都会获得万能公司的奖赏，鼓励同学们的奋发精神

和努力。在此，我先祝贺得奖的所有同学，你们的

努力获得肯定。

其实，身为能自主学习的兴华学生，在座的各

位都值得赞赏。赞赏可以来自多方面的，一个鼓励

的拥抱、一个关怀的眼神、一个会心一笑、互相拍

拍对方的肩膀、妈妈特地为你煮的一餐等等，这个

世界需要更多的鼓励，让彼此的生活更愉悦，更赏

心悦目。

在中学阶段，十多岁的孩子除了努力学习，还

有什么非得要做的事呢？

昨天的高中毕业典礼，我看着477个毕业生上

台领取毕业证书，感觉我们的同学平均身高似乎不

很高，我忍不住想，你们都是身为发育期的中学

生，是不是我们的体育课太少了？还是我们的体育

设施不够？还是大家都忙着用功读书，忘了强身健

体？这咋听之下，好像是开玩笑的话，但却是我心

中小小的忧虑。

■	莫壮燕副校长

■	各班荣获学术优秀奖的同学与万能代表及师长们合影。

我期许兴华的学生们，能文也能武，动静皆

宜，在学术上有优秀的表现之余，也能热爱运动，

成为活泼有朝气的年轻人。不管学校的体育课还是

体育场是不是充分，我们都应该养成静如处子、动

如脱兔的特质。感谢万能公司提供的学术优秀奖，

年复一年的给孩子们带来赞赏，希望有朝一日也能

增设运动优秀奖，让更多人得到鼓励。同学们，大

家一起加油，记得努力学业之余多运动，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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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宿舍温馨之夜于11月11日（星期

六），一如往常在我校朝阳堂举行，本年度主题

为“阳光列车”，宴开84，约800人共襄盛舉。今

年的节目有别以往，其中拉丁舞、街舞和韵律操等

节目对宿舍生来说非常新颖，节目别出心裁。礼堂

的左侧也设了满满的回忆录和照相馆，让来宾从中窥

探宿舍生多姿多彩的生活！

阳光列车承载美好回忆

宿舍是和乐的大家庭，虽然途中有些宿舍生会

离开、有些会加入，但大家一起经历了许多酸甜苦

辣及大大小小的磨练，并在过程中逐渐成长。初一

潘思惠（高一理忠）报道

新生就像刚步入兴华号的列车，启动他们的梦想旅

程，高三生则完成了高中生涯，准备迎接未来的挑

战。这一列列的火车承载了众人的梦想，一路上虽

偶遇倾盆大雨，但雨后总会有彩虹，而列车也终究

会抵达梦想的终点站。兴华宿舍的列车承载了满满

爱的回忆，就像炽热的太阳，热热、暖暖的，在大

家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良好的亲师生互动造福孩子

今年的宿舍温馨之夜以

宿舍醒狮队的表演“桃园

三结义”掀开序幕。紧接着

由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致

词，他说，宿舍温馨之夜的

筹办，为孩子们建构了一个

施展多才多艺才能的表演平

台，让家长有机会看到孩子们

青春活泼、神彩飞扬的一面。

“对于远地的孩子来说，

宿舍就是他们的家。来自不同地方的孩子，在这里

共同逐梦，共同塑造了一个幸福的家园。去年年尾

■	陈伟后董事

阳光列车 宿舍溫馨之夜

■	宿舍醒狮队表演“桃园三结义”掀开序幕。

■	二十四节令鼓气势澎湃，鼓舞人心。

■	温馨之夜是同学们发挥潜能与验收成果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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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类又充满动感活力的表演。

董事部也将全校课室及宿舍全面的冷气化，主要是

让我们的孩子有更舒适的环境学习及住宿。在三机

构、校方及全体教职员的努力下，学校稳定中求发

展，展现了积极、活力的风貌，孩子们能在这里求知

识，是最大的福报。”

他强调，孩子的成长需要老师与家长共同合

作、努力灌溉。因此，建立良好的亲师生互动模

式，造就“亲、师、生三赢”的局面，将是孩子最

大的福气！

宿舍生展现才艺

接着，活泼可爱的初一生为大家呈现两支别有

风味的舞蹈。舍务处陈国华主任、家长代表郑友成

先生、高三代表黄心怡以及筹委会主席陈俊威同学

也先后致词。今年较另类又充满动感活力的表演是

由初三宿舍生带来的街舞表演以及高一、高二女生

联合呈现的现代舞蹈。此外，表演节目还包括了扯

铃、乐器演奏、合唱等，各项精彩的演展现宿舍生

的多才多艺及对表演的热忱。

颁发各项表扬奖项

当晚也颁发了不少奖项，如宿舍常识比赛、宿

舍篮球比赛、宿舍好声音等比赛奖项。当然也少不

了高三服务奖，荣获者有郑育文同学、邱劲贤同学

以及黄心怡同学，以感谢他们这些年来对宿舍活动

的付出。

■	同学们乐器演奏让人听出耳油。

“阳光列车”宿舍温馨之夜在众人的热烈掌声

中圆满落幕。温馨之夜能够成功举行，有赖校方的

支持、老师们的协助、默默付出的筹委团以及全体

宿舍生们的配合。

■	温馨之夜的节目别出心裁，展现宿舍生的多才多艺及
对表演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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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代表郑友成于11月11日（星期六）的

温馨之夜上致词，讲词全文如下：

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我的名字很长，有5个字，叫做“育文的爸

爸”。这是六年来，每次踏入七楼时，宿舍老师

与同学们称呼我的“名字”，每当听到大家这么称

呼，都让我倍感开心，因为这间接说明了育文在

宿舍里，结交了很多朋友，人缘也相当不错吧。今

天，我很高兴来到兴华宿舍的温馨之夜，也要感谢

校方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以一个普通家长的身份，

分享我对孩子在这里渡过6年寄宿生活的一些观察

与感想。

其实，我曾经挣扎过，是要把育文送到兴华，

又或是送去我的母校芙中呢？我们家住在万津，来

巴生与到芙蓉的距离，时间上相差不远，而且两者

都有宿舍，条件也差不多，真难抉择。后来想到巴

生靠近我工作的地点直落坡，有什么事情终究比较

方便，所以最终把女儿送入兴华就读，造就了今天

你们所认识的她。

培养规律的生活习惯

起初，我们还担心孩子是否能适应宿舍里的生

活，尤其是睡觉没有冷气，冲凉没有热水，晚上十

点关灯的情况。可是孩子们的适应能力，总是超乎

我们的想象，育文很快就适应了宿舍的环境，培养

起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切切实实的融入了这个大家

庭，并认识了许多朋友，让我们做父母的，感到十

分欣慰，当初的决定，肯定是对的。

积极参与宿舍活动

育文在兴华就读后，我就开始了每个礼拜天晚

上载她回宿舍的日子，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

是我们重要的亲子时间，育文习惯性的和我分享学

校生活的点点滴滴，遇到难题时，也会征询我的意

见。我从她的话语中，充分了解到她很积极的参与

学校与宿舍所举办的各种活动，完全投入了这里的

生活。

宿舍生活口碑佳

■	家长代表郑友成

可是，这六年来，她在这里的生活也并非一直

都是一帆风顺，毫无风雨。有时候，她在这里的

宿舍生活也会遇到瓶颈而向往外宿的世界。可幸好

这一切问题，都得到老师们大力的帮忙与妥善的处

理，很快就落幕了。育文，也打消了退房的念头，

不然，今天的温馨之夜，我也无法站在这里给大家

分享了。

亲友陆续将孩子交托宿舍

高二过后，育文搬到了珈恩的房间，两年来我

充分感受到她重拾快乐的宿舍生活。几个月前，

成年礼那天，她们同房内8个姐妹还相约与各自的

父母来个全体大合照，这让我感到很欣慰，也要感

谢室友们给予育文这么棒的友谊。我相信，若干年

后，大伙儿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看回那张照片，一

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回忆。

有了育文在这里生活的良好口碑，过后，我把

小儿培和也给送了进来，今年，我的外甥女泳洁也

进来了。可能明年还会有另一个外甥女也会报考兴

华，真是一个接一个啊。

良好的生活与学习环境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兴华中学办好这所

很棒的宿舍，给远地的学子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

与学习环境，让他们的中学生活多姿多彩，并充满

欢乐。兴华宿舍六年的生活，肯定会成为你们一生

中一个无法忘怀的记忆。

谢谢大家。

HIN HUA MONTHLY  2017年11月号42



吴嘉怡 ( 初一礼 )、颜嘉丽（初一廉）报道

爱我学校，爱我社区  全校大扫除

全校大扫除是我校的传统，目的是为了提

倡“爱我学校，爱我社区”的精神，维护环境整

洁和体现群体力量，同时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精神及

爱惜公物的观念。11月14日（星期二）我校举行一

年一度的全校大扫除，活动从上午9时半开始至下

午11时半结束，全体师生以班级为单位、班导师为

主导，组成清洁工作队分工合作清洁校园，使校园

焕然一新。

每个班级都会被分成两组。其中一组留在班上

打扫课室，另一组则去打扫公共区域。为了让大

扫除顺利进行，一些同学更主动携带所需的工具到

校，如：水桶、清洁剂、抹布及海绵等。班上的每

位同学各司其职展开清洁工作，有的人抹桌子和风

扇，有的人则扫地、抹地，师生同心协力展现爱校

精神。

我校特意安排了约150位同学打扫校园周边的

社区，惟当同学们到总务处领取清洁工具，准备随

负责老师到指定地点展开清洁工作时，中途下起了

一场大雨，活动被迫临时取消。

上午11时45分，大部分清洁工作已经完成，大

家陆陆续续回到班上。兴华校园里里外外焕然一

新，同学们干劲十足、群策群力，为校园换上新

装，成功营造更舒适、整洁的学习环境。

总务处黄志光主任表示，大扫除是我校的传统

教育活动，除了让同学们培养爱校精神、提高师生

的环境卫生意识与培养学生爱好劳动的好习惯，也

让学校的各个角落及社区变得更干净，共创美好校

园环境。此外，透过此活动，同学们也能从中培养

感恩之心，懂得珍惜学校的各项设备，进而以实际

行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我校教育思想落到

实处，实践“学生在活动中成长”的教育理念。

培养爱校之心
黄汇爵（高一文商智）      

这是我第四次参与学校

大扫除。通过活动让我们培

养爱校之心，体会团结力量

大的道理，更使大家拥有干

净、整洁的学习环境。经过

一番打扫，各个班级和公共

区域都焕然一新，让人感到十分舒适。我与朋友分

工合作完成清洁工作，并因此促进了彼此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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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合唱比赛

周艺敏（初三仁）报道

■	高三文商礼以《别》一曲荣获甲组第一名的宝座。

每年年终期末考后，校园内悦耳的歌声流转，

处处盘旋优美的旋律。为了推动健康文艺歌曲、发

扬歌唱艺术以及培养歌唱人才，我校于11月3日

（星期五）举办班际合唱比赛初赛，共有19个班级

进入决赛，并于11月7日（星期二）下午1时半在朝

阳堂一决高下。

比赛分为甲、乙、丙三组，每两个年级为一

组，除了甲组5队、每组各有7队进入决赛的。评审

团包括来自校外邵伯仁老师和李煜伟老师，以及我

校音乐老师 ——	林清福老师、王舒慧老师和许晓

清老师。

丙组选手稚气的歌声展现特色，歌词洋溢青春

的气息，融汇创意。乙组较为老成，歌声浑厚稳

重，无论是初三还是高一生都有不凡的呈献。至于

元老级的甲组，可谓最沉稳与富有经验的，虽然高

二生面临SPM考试，但来自不同班级的联班组合，

也各展实力对垒高三生。高三生则为了其中学生涯

最后一场合唱比赛卯足全力，以精湛的表现写下闪

耀的回忆。

各个队伍抑扬顿挫、节奏恰到好处的呈献，令

人赞赏，词意和情感拿捏也毫不逊色，同一首歌

曲，不同的合唱方式也频频为观众带来惊喜。

■	以《AL	SHLOSHA	D'VARIM》一曲荣获乙组第一名殊荣的初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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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成绩出炉，2017年全校合唱比赛决赛成绩如下：

■	初二信以《SIYAHAMBA》一曲荣获丙组第一名宝座。

甲组

第一名 高三文商礼 《别》

第二名 高二理忠/孝/文商智 

      《COME, FOLLOW THE STAR》

第三名 高三理忠 《HOW FAR I'LL GO》

安慰奖 高三理爱 《快乐天堂》

安慰奖 高三文商和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乙组

第一名 初三勇 《AL SHLOSHA D'VARIM》 

第二名 高一文商和 《TUMBALALAIKA》

第三名 初三智 《SIYAHAMBA》

安慰奖 高一文商礼 《SIYAHAMBA》

安慰奖 初三爱 《WHITE WINTER HYMNAL》

安慰奖 初三礼 《送别》

安慰奖 初三孝 《美丽的村庄》

■	邀请到资深的音乐老师担任合唱比赛评审老师。左一
起为王舒慧老师、谢锡福副校长、李煜伟老师、邵伯
仁老师、林清福老师及许晓清老师。

丙组

第一名 初二信 《SIYAHAMBA》

第二名 初二勇 《送你这对翅膀》

第三名 初二平 《AL SHLOSHA D'VARIM》

安慰奖 初二义 《COME, FOLLOW THE STAR》

安慰奖 初二仁 《保卫黄河》

安慰奖 初二孝 《隐形的翅膀》

安慰奖 初一平 《歌声与微笑》

■	合唱比赛共有 19 个班级进入决赛，并在朝阳堂一决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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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科技部高瞻计划与马来西亚
独立中学高瞻课程交流工作坊

林筠晶、郭颖瑜（初三平）、黄乐仪老师报道

■	我校51位数理科老师及来自友校各独中的35位老师参与其盛，共研创新课程之推广。前排坐者左六起为游光昭教授、
董总学务与师资局主任曾庆方、黄秀玉校长、吕福兴教授、刘远桢教授及许梅韵副校长。	

我校于11月9日及10日（星期四、五）在科

技大楼举办马来西亚独立中学高瞻计划课程交流

坊。11月9日（星期四）上午9时至中午12时，是项

活动在科技大楼9楼的创新楼举行开课礼。当天共

有7位远道而来的台湾教授/资深教师，前来与大家

进行交流，并且展开4场高瞻课程主题工作坊。我

校51位数理科老师及来自友校各独中的35位老师参

与其盛，共研创新课程之推广。

首先，董总学务与师资局主任曾庆方感谢我校

提供优良的交流场地，不遗余力协助推动独中创新

教育。接着，由来自台湾的游光昭教授及吕福兴教

授为大家主讲“高瞻计划与高瞻课程的设计理念”

，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高瞻计划。

高瞻课程研发与推广

为提升国民科学与科技素养，台湾科技部自

2006年推动《第一期高瞻计划：高中职科学与科技

课程研究发展实验计划》，鼓励高中职与大专院校

合作进行新兴科技（如：绿色能源、无线通讯、生

物科技、材料科技、医疗护照、精致农业与文化创

意等领域）创新课程之研发。并自2011年起持续推

动第二期高瞻计划，落实课程研发、精致化以及推

广，并着重多元族群学生新兴科技素养之提升。

配合高瞻计划的推动，高瞻课程应运而生。第

一期及第二期高瞻课程的内容包括能源和环境、

生物科技、资通科技、智慧生活、基础科学及文创

科技。第一期及第二期高瞻课程的实施达成多项学

术成果，其中包括逾300件新兴科技创新课程模组

研发、70件专利获证、10件课程资源达成技术转

移、61件产学合作案、10所高瞻学校与国际学校合

作等。

培育具备新兴科技素养的国民

游光昭教授表示，2016年科技部再度催生《第

三期高瞻计划：新兴科技融入中学之创新课程发展

研究》，强调“由下而上”的课程研发与教学实

验，发展以新兴科技与科学为主题的创新课程，带

动课程设计、教学模式与学生学习经验的改革。

“其中，第一期及第二期高瞻计划只在高中、

职学校和大专院校进行，而第三期高瞻计划则加入

了国中。”

他进一步说明，第三期高瞻计划鼓励国中及高

中、职学校结合新兴科技主题的理念，研发跨学科

的学校特色课程，提供学生更真实的学习情境，诱

发学生对科技的好奇心与兴趣，培养学生能主动探

索动态新兴科技发展过程并探究科技对人类的影响

等能力，进而提升全国中学科技教育的品质，培育

具备新兴科技素养的国民。

与第一期及第二期高瞻课程不同的是，第三期

高瞻课程的内容为跨领域整合课程、创客Maker、

资讯科技和科学探究，而第三期高瞻课程希望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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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学习模式与教学策略，并结合新兴科技之应

用或探究，提供学生一个以真实问题情境为核心的

跨领域学习经验。

探究与实作的内涵与示例

接着，洪逸文教授与大家分享“探究与实作的

内涵与示例”。洪教授诙谐地以轮胎胎纹多寡与构

造的用处为例子，带出了探究的重要性。他表示，

所谓“探究”，是科学素养的核心，是为了培养学

生思考智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究最重要的步

骤莫过于发现问题，这看似简单，但却是最困难

的一个步骤。当我们成功地发现问题后，就要形成

问题、提出假设，然后再针对假设进行一系列的探

究活动，如：观察现象、搜集资讯、形成或修订问

题、提出可验证的观点及寻找变因或条件。

“所以，探究式教学不仅停留于描述科学事

实，更着重在重现某些科学发现的情境，进一步用

问题引导学生学习。”

在讲解“实作”的部分，洪逸文教授采用气象

资料分析、缩时摄影的应用以及巴西豆效应三个事

例来让大家了解实作的步骤 ——	探究变因，形成

问题、提出假设、规划实验、前置作业、记录实验

结果、再针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除此，他指出“

探究与实作”的基础源自于教学思维与方法的转

换，老师提出适当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分析的

方向，才是设计“探究与实作”课程的核心。

运算思维与素养教育

刘远桢教授为大家主讲“运算思维与素养教

育”，他说，核心素养指的是一个人为了适应现今

生活及未来挑战，所应该具备的知识、能力和态

度。核心素养具有三面九项内涵，其中三面内涵分

别是自主行动、社会参与及沟通互动。运算思维也

■	马来西亚独立中学高瞻计划课程交流坊邀请到经验丰富的师资授课。左一起为洪逸文教授、陈玉珊老师、汪殿杰老
师、骆奕帆老师、黄秀玉校长、曾庆方主任、游光昭教授、吕福兴教授及刘远桢教授。

包涵逻辑思维、解题思维、有效解决问题能力、科

学思维、创新思维与创造力。

“我们必须培养学生的5C关键能力，即合作学

习能力、创造力、批判思考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及

人际沟通能力。”

刘教授表示，专家级行动学习教学已展开有步

骤性的新教学方法，例如专题导向教学法、探究式

教学法、问题导向教学法、网路探究式教学法及数

位故事教学法。他利用加入了游戏元素的在线测验

平台 ——	 Kahoot作为课程的结束，让老师们体验

趣味课程测验，并赠送小礼物予获得前三名的老师。

四场高瞻课程主题工作坊

四位教授丰富且饶有趣味的主题演讲暂告一段

落，老师们纷纷到学校餐厅用餐，为下午的高瞻课

程主题工作坊充电。当天与次日皆有四场主题工作

坊同步进行，每场预计20个名额，主题包括：《批

判性思考的培养—论证教学的设计》洪逸文老师主

讲；《重组DNA技术》陈玉珊老师主讲，《水资源

科学桌游课程模组》骆奕帆老师主讲以及汪殿杰老

师主讲的《机构玩具的探究实验教具与课程设计》

，老师们可自由选择参与其中两项课程。

■	老师们用手机上 Kahoot 测验平台体验趣味课程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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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科技部高瞻计划与马来西亚独立中学高瞻课程交流工作坊

高瞻课程主题（一）：机批判性思考的培养––论证教学的设计

授课教师：洪逸文老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课程内容：使用论证对话(argumentation discourse)的教学模式，藉助课堂中的对话(discourse)

作为学员反思的媒介引导，引导学员获得对概念更深层的理解，帮助进行高   

层次的统整与评鉴知识的技巧，即批判性思考。本工作坊除了介绍论证的基

本架构与教学应用，还会让教师进行数个实际例子的论证练习，以提升其教

学的思考与技巧，俾使其能应用于未来的教学。

简介

林楷泽（初三平）报道

高瞻课程主题（一）：批判性思考的培养--
论证教学的设计

■	洪逸文教授（前排右七）与参与小组交流工作坊的老师合影。

现今社会的快速进步与变动，带给教育现场许多冲击，教室

内可能有许多新颖的科技设备，但老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多

半停留在传统的模式，也就是讲述与背诵。如何在自然科学，甚

至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学过程改变此一现象呢？以自然科教学为

例，许多教学都只是呈现最后的科学结论，学生对产生这些结果

的过程缺乏认识与省思，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只是看

到表面的现象，就产生直接的解释或主张，而无法阐述自身的

推理过程与问题所在。来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的

洪逸文老师与老师们分享如何采用“论证对话（argumentation 

discourse）”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及如何展开

论证教学的设计，以提升教学的思考与技巧。

洪逸文老师说，一个人一小时内能吸收的概念是5+2，能力

强者能吸收7个概念，反之只有3个:“例如大家常看探索频道，

他们的影片剪辑就是把一个概念和一串故事连起来的，把概念塞

在故事之间，仔细算算其概念数量都介于3至5个之间，因为超过

那个数量我们就无法吸收了。”

将此概念放在我们的教

育当中，老师们不要急于将

过多的知识点在短时间内教

给学生，而是应该仔细地把

知识点进行切割，安排知识

点的轻重，分时段进行讲

解。现今的学生大部分能够

自学，我们要教他们的是去

了解更上一层的知识结构。

他建议，教导学生时，老师不仅

要阐述自己知道的东西，还要说明如

何知道、为什么知道，把知识的结构

一层层的进行剖解。因此，老师要进

行所谓的深度备课，一直不断地跟自

己提问，犹如跟内在的自己进行对

话。当老师习惯此教学模式后，就会

慢慢地与学生产生对话，一个班级里

师生最多的对话就是眼神。

“假如学生在对上你的眼神时向

你点点头，就表示他明白。可是，很

多时候并非如此，一些学生在任何时

候无论明不明白都点头，这时候老师

就要分辨到底他是否真的明白。如果

分辨出学生的眼神不对，那可能就是

他并不明白。那时，老师就要观察是

哪一环节开始学生不明白，再从该环

节解决学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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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老师与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故

事，他曾吩咐一个暑假来实习的老

师，把课本第一章的讲义做成简报。

实习老师完成简报后，洪老师问：“

你做的讲义，和教科书厂商给的讲义

有什么不同？”当对方第二次将修改

后的简报呈上，他又问：“你有没有

想过学生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 

“这时候我们就回到了教育最原

始的意义，老师将知识教给学生就是

希望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思考能力

不同于填塞一堆知识给学生。非常有

趣的是，曾经有一位老师将我一整个

学期的课程都录了起来，然后去分

析、讨论我究竟用了什么提问技巧?用

了什么教学策略?如何改变学生的学习

模式？”

他幽默道：“我觉得当老师最棒

的是有人付钱给你在台上随便乱讲，

学生们还很尊敬你。究竟如何授课才

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我们需要运用

一些论证的方法。”

论证的教学主旨在于培养批判性

思考，老师课堂上的做法侧重讲重

点。我们上新的进度和复习的目的是

什么？倘若备课的重点是为了准备考

试、拆解考试的知识重点，那新的进

度和复习又有什么不同？假如老师在

教新进度课程和最后要复习的上课模

式都一样，那这二者之间的差别是什

么？对学生而言，高一、高二的课程

都是为了准备高三的考试；高三的复

习如果和高一高二的上课模式是一样

的，那和补习班有何差异？老师的教

学专业在哪里？

“当教书流于把重点讲给学生

听，而没有知识的拆解，身为一名老

师你就要回头问自己最基本的问题：

我要怎么去拆解这些知识？也就是自

己跟自己对话，去探究一件事情背后

或者去论证一件事情，教育才有提升的

进程。”

洪老师表示，教育不是一个单向的思考、单向的转变，它是

双向的，在双向的过程转变，我们才有办法知道别人在讲什么或

让别人知道我在讲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把话讲

清楚？这是值得深思的。他举例：当中国大陆的水越来越不足

时，我们优先考虑一些能够适应少水环境的农作物，也许需要改

变农作物的某些基因，让它们减少对水的需要，农夫灌溉的水也

会相对减少。但是，基因改良的作物会致癌，当我们知道基改作

物同时具备天使和魔鬼两个面向时，我们就会斟酌报纸上《极危

险的基因改造事物》的标题是否正确，我们会进一步探究，而不

仅主观判断事物的正确与否。

“当社会许多原本单一价值判断的事情已经没那么绝对的标

准，就像核电厂，人们无法明确界定它是好还是不好，这并没有

标准答案。在此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以让别人

认同？我们需要跟别人沟通的能力，表达自己的想法、主张是什

么？当然，别人未必同意，他们也会反驳我们。此外，作为第三

者我们要如何去评断谁比较有道理？这就非常讲究逻辑和证据。”

他强调，逻辑是因为有证据，且证据不一定在表面上，这称

为论证的能力。论证就是就相关事物不断对自己进行提问、检

视自己的思考。论证能力需要有意识的培养，当我们看到一个现

象，要训练自己就该现象提出自己的主张，再反复进行推论。此

外，老师在教学过程需藉助课堂中的对话（discourse）作为学

生反思的媒介，使学生获得对概念更深层的理解，进行高层次的

统整与评鉴知识的技巧，即批判性思考。

课程结束前，全体学员与洪老师大合照。洪逸文老师鼓励大

家，多练习以正确地使用论证的方法，并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下

去、多元尝试，提升教学。

■	洪逸文教授表示，教育不是一个单向的思考、单向的转变，它是双
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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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科技部高瞻计划与马来西亚独立中学高瞻课程交流工作坊

高瞻课程主题（二）：重组DNA技术

授课教师：陈玉珊老师（台中市立台中女子高级中学）

课程内容：课程提供参与学员一段DNA序列、三种限制酶、质体DNA(具有抗药性基因、

复制起点与多个可供限制酶切割的序列)和一个具鞭毛的大肠杆菌，参与教师

能透过实作，对遗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的主要技术——重组DNA有更深

入的认识。

简介

陈文莫（初三勇）报道

高瞻课程主题（二）：重组DNA技术

陈玉珊老师在生物实验室为大家

讲解“重組DNA技術”。在自我介绍和

课程简介后，她抛出了一个问题:“如

何让大肠杆菌变红并发荧光?”一位学

员提出为细菌进行染色，但陈老师说

染色并不会进入并改变细菌基因，只

是染了表体，该细菌的下一代也不会

是红色的。另一位生物老师回答：“唯

一的方法便是改变大肠杆菌的DNA并加

入黄荧光基因，这样大肠杆菌和它的

后代就可以自行产生红色物质并发荧

光。”

随后，陈老师以白雪公主的故

事引发学员的学习兴趣：王子需要

利用重组DNA的技术来制造心灵解药

（MIND）让公主醒过来。老师让学员

们两人一组讨论王子完成任务所需的

知识，包括MIND是什么、大肠杆菌和

MIND的关系、什么是DNA重组技术和

DNA及MIND的关系。

原来，每个氨基酸都有自己的字

母代号，而MIND则是解救公主所需

的蛋白质串的代号。大肠杆菌则可

以帮助王子制造MIND，因为它结构

简单、复制速度快，只要把重组后的

DNA（MIND）放入大肠杆菌中，就可以

进行大量生产。

接着，陈老师让学员动手用设计好的纸片组装DNA，以便大

家更了解DNA的构造。然后，陈老师播放了一段动画讲解转录作

用、转译作用与转殖作用。王子可以利用转殖作用把重组后的

DNA放入大肠杆菌体内大量生产，再经由转录作用复制成RNA，最

后利用转译作用翻译成MIND代号的氨基酸。在讲解基本原理后，

为了让学员们消化复杂的生物知识，陈老师也让学员用颜色纸片

模拟重组DNA，及上台尝试用磁片模拟转殖作用，使专业原理变得

容易理解。

在解释了一些专业名词如生物科技、基因工程、遗传工程等

和讲解DNA重组技术应用在生活中的例子后，课程的授课告一段

落，进入提问环节与交流。这场主题工作坊除了促进学员对生物

知识的兴趣外，陈老师也以生动有趣的授课方式，与大家分享其

学生让大肠杆菌变红发荧光的实验成果。在大合照留念后，课程

于下午4时结束。

■	陈玉珊老师（前排右四）与参与小组交流工作坊的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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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科技部高瞻计划与马来西亚独立中学高瞻课程交流工作坊

高瞻课程主题（三）：水资源科学桌游课程模块

授课教师：骆奕帆老师（国立暨南国际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课程内容：课程以桌游模组的新式学习方式协助学生理解全球水资源的危机。

简介

林嘉慧（初三仁）、黄乐仪老师报道

高瞻课程主题（三）：水资源科学桌游课程模组

主讲人骆奕帆老师于国立暨南国际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就职，

由于学校属于社区性高中，学生学习程度比城市的学生低但又比

乡村学生来得高。在这种情况下，校方必须采用新式的教学法，

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慢慢地发掘了桌游模组。

骆老师希望通过此科学桌游课程让学员认识全球污水的处理

装置系统及其净化步骤的原理。桌游模组的玩法与百万富翁类

似，但相对而言又更复杂些。课程内容涵盖：

一、透过科学桌游教具课程模块让学员认识全球普遍污水处理装

置系统及其净化步骤的原理。

二、理解水质中常见污染物的来源(含：元素循环概念、总菌、

大肠杆菌以及重金属等)，并知道各种装置的基本净化功能与

原理。

三、从图像中可以学习台湾与中国各地区的相对位置与色彩学基

本原理。

四、知道污水处理的过程繁琐后进而珍惜水资源。

五、电混凝教具组装可以了解电的传输原理，让学生探讨不同电

压以及不同金属材质水质净化会有什么不同反应，让课程具

备科学的态度与探究的精神。

六、大肠杆菌检测组让学员知道基本的

大肠杆菌检测方法与原理。

七、透过学员的专题制作题材转化为

科普绘本，让学生可以理解科技

薄膜的应用。

八、藉由实验的过程让学员提出有效

解决水资源危机的办法，让组探

讨其可行性。

透过趣味桌游模组的学习方式，

学员可从中认识到水质中常见的污染

物的来源，并知道各种装置的基本净

化功能及原理，藉由了解污水净化过

程的繁琐后，倍加珍惜水源。相对于

枯燥乏味的传统授课方式，新颖趣味

的教学更能培养大家对科学课程的学

习，希望此教学方式得以广传。

■	骆奕帆老师（前排左五）与参与小组交流工作坊的老师合影。

■	新颖趣味的教学更能培养大家对科学课程
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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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科技部高瞻计划与马来西亚独立中学高瞻课程交流工作坊

高瞻课程主题（四）：机构玩具的探究实验教具与课程设计

授课教师：汪殿杰老师（台北市立大同高级中学）

课程内容：课程透过游戏体验方式了解物体重心与重力矩变换关系，设计能在斜坡摆荡

的自走玩具，提供学生理解力矩与平面运动机构的科学应用概念，提升学生

应用科学概念动手实作与问题解决能力。

简介

王馨贤（初三礼）报道

高瞻课程主题（四）：机构玩具的探究实验

■	汪殿杰老师（前排左四）与参与小组交流工作坊的老师合影。

教具与课程设计

汪殿杰老师首先自我介绍，他于

1984年开始在大同高中授课，迄今

已有20余年。他表示自己在小时候不

算是会念书的学生，由于汽车修复的

技能才保送台师大（国立台湾师范大

学）。在教学生涯中，他一面教学一

面自学生身上学习如何教书，近年来

则积极投入研究学生实作和STEM的跨

科技整合，使学生在实作中了解如何

学习。

接着，汪殿杰老师向大家介绍“

斜坡自走玩具”。斜坡自走玩具是机

构设计的一种，利用木板制作一个具

有2只脚的玩具，前脚固定于玩具，后

脚上方钻一孔洞，再利用轴销穿入，

形成一个可以活动的后脚，此时玩具

的后脚可以活动，将自走玩具放在斜

坡上，运用重力及斜面摩擦力，能利

用地心引力和位能释放的动力产生摆

荡运动，让自走玩具自行走动，其中包含许多数学和科学原理。

汪老师让学员们观察斜坡自走玩具如何运作，他表示让学员

们制作斜坡自走玩具前，需要通过各种实验让学员们了解其中的

理论，才能引导他们进行制作，斜坡自走玩具更是应用了大量的

力学理论。除此，我们也可以利用数位教学工具，引导学员快速

理解关于力学、电学的知识。

汪老师介绍所应用到的相关学科内容，主要分为3种：结构

设计、机构设计和机电控制。他表示生活科技这门学科变得热

门，是因为大学的各种课程都牵涉到生活科技，加上全世界认为

动手做的能力越发重要，台湾教育界也开始大力推动此学科的发

展。近年来台湾推行了一系列相关科学比赛，恰巧今年的主题便

是斜坡自走玩具。

接着，汪老师进一步介绍跨科技整合STEM的概念，这是一门

以理论和工程相融合的课程。他说，我们可以利用力学计算二维

度，但是三维度却复杂且难以计算。老师在教导学生时，要利用

科学化的教法使学生了解课程内容与知识。他随之与在场的学员

们分享3D教学策略与教具设计原则，他经常利用3D软体使学生更

加了解机构理论，并通过实作来启发学生的思考模式。

■	学员们将已组装好的“斜坡自走玩具”进
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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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汪老师介绍了重心自走玩具机构设计。这项设计分为

统整性、实用性、趣味化和弹性化。他说趣味化是其中较为重要

的环节，因为这是吸引学生学习的重点。他还介绍了跨科技STEM

探究实做教具的设计原则（S：重心、重力矩  T：结构设计应用  

E：静力平衡、结构力学  M：对像镜像）。汪老师与大家分享如

何提升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方法，包括尝试错误法 （Trial and 

Error）和预测分析法（Predictive Analysis）。尝试错误法是

一种解决问题、获取知识的方法；而预测分析法则是根据客观对

象的已知信息，对事物在将来的某些特征、发展情况的一种估计

或预算活动。此外预测分析法可以让学生在制作自走玩具时更为

精准。汪老师也提到自走玩具的设计制作关键在于其重心，我们

可利用垂心法来求取一个不规则形状物体的重心。

汪老师建议各位老师利用3D运算软体来教导学生。这个软体

可以让老师们在设计自走玩具的同时进行分析，使自走玩具的准

确性更高。他建议自走玩具可使用3片式设计，简化制作自走玩

具的困难度。他介绍了自走玩具的两种制作方法。一是三片式自

走玩具、二是外脚式自走玩具。外脚式自走玩具做法比三片式自

走玩具更为困难、复杂。接着，他为老师们介绍制作自走玩具所

需的辅助工具，例如线锯、带锯和钻床，并为老师们解释其构造

与操作示范。

汪老师播放一些自走玩具的作品

案例，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自走玩

具。在播放影片的过程中，他与大家

分享本身让学生们利用自走玩具成立

竞赛，除了提高学生们对自走玩具的

兴趣，更启发他们研究如何让自走玩

具走得更快且稳，从而使学生们掌握

做实验的条件。

其后，汪老师教导大家制作简易

的自走玩具，并示范如何应用软件来

设计自走玩具。制作过程中，大家都

很尽兴，努力探索制作自走玩具，失

败了再重新钻研。本环节结束后，汪

老师进一步介绍基本的机构学三个阶

段，那便是杠杆秤、凸轮玩具和测距

仪。最后，汪老师分享其他国家所制

作的自走玩具，让大家大开眼界，丰

富的学习内容对老师们甚有启发，大

家满载而归。

高瞻计划与马来西亚独立中学高瞻课程交流工作坊

周艺敏 ( 初三仁）报道

高瞻课程综合交流环节于11月10日（星期五）

下午11时35分，在科技大楼9楼展开。交流的目的

是为了让学员对教授们提出课程疑问、展开更进一

步的交流。下述为参与老师提问及高瞻小组回答：

黄树群老师：发展课程、制定主题时，怎么知道学

生对该课题是否喜欢或讨厌？

答：我们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探究这个问题，这需

要多方面配合合作才能完成，例如：家长观念

的引导和学校氛围。大家都信任课程，学生自

然愿意学习。如出现反弹症状，老师需要带领

其他学生参与自己的课程，让反弹的同学受氛

围影响而接受课程。此外，科学专题较常遇到

所谓的“撞墙期”，老师必须加以陪伴，例如

带全班参与比赛以增加对有关课程的信任感，

学生也会因此而全力以赴。

综合交流环节

董总郭慧花：有没有论证、批判思考的测试方法来

测试学生？

答：这问题牵涉评量领域，而且没有官方测试。

目前测试学生反应的方式是评量学生的写作或

报告书。我们强调学习表现不在成绩，而是各

式各样的能力，这也是台湾大学的目标。实

际课程上，科学报告较费时，上课时时间少、

人数多，老师和学生需要花时间引出理论。上

课表现方面则体现在学生提问思考性的问题

时，藉此评量其能力。

董总郭慧花：如何制作学习历程？

答：学生经历过的课程是在为未来的多元选修课程

进行铺垫。如果学生找到目标，老师应该注意

相关课程、活动及比赛并鼓励他参与。学校是

一个学期上完一切就结束了，大学却是一个看

学生以前学了什么，例如开课内容再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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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与完善教学
林为正老师（科学老师）

我认为高瞻计划与我校的

合作为我们数理科的老师带

来很多课程上的帮助，也让

我们见识了台湾老师们多元

丰富的教学资源。高瞻计划

可以从资源与科技面向带动

与提升学校的新课程，促进

科技在教学上的运用，完善

课程。高瞻计划结合人文地理与环境科学等，让学

生不仅学到书面上的知识，更能进一步将所学应用

在生活中。

课程为期两天，共四个不同的主题课程。第一

天我参加的课程是“水资源科学桌游课程模组”，

第二天则是“重组DNA技术”。主讲“水资源科学

桌游课程模组”的骆奕帆老师把水资源和化学知识

结合在一起，以桌游的方式引导课程，非常新奇。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才知道原来水资源的处理方式

分为一级处理、二级处理和三级的处理，增广见闻。

此外，我也体会到如果学生从游戏中学习，将

大大促进他们的学习兴趣。将来教导有关课程时，

我也希望要透过桌游来引导学生。“重组DNA技

术”课程，我不擅长于生物科，但主讲人——	陈玉

珊老师却以创意有趣的方式来教学，所制作的学习

单也很精致，让我获益匪浅。

带来教学冲击
梁碧琴老师（吉兰丹中华独中）  

本次课程，洪逸文老师

的教学内容让我大开眼界。

平时我们以传统教育方式授

课，洪老师却将学习还给学

生，以创新的手法引导学

生、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

我觉得他教学方式非常好。

遗憾的是，基于课程在短期

内进行，只让我了解初步的概括面，将来还需再

努力探索才能进一步掌握相关教学技巧。高瞻计划

为老师们带来教学冲击，从世界教育发展的角度

而言，马来西亚的进程较为缓慢。很荣幸参与此课

程，也感谢主办方的用心。

授课的平台。这个结构其实很庞大，目前我们

还在尝试着。

林楷泽（初三平）、王馨贤（初三礼）采访

采访

■	老师们踊跃提问和分享心得。

台湾科技部高瞻计划与马来西亚独立中学高瞻课程交流工作坊

十分钟的提问时间结束，董总曾庆方主任、黄

秀玉校长，以及刘远桢教授一同颁发参与证书予各

校学员，并拍照留念。其后，全体老师和台湾教授

大合照。本次高瞻课程新课程的出现，也是与台湾

继续合作的开始，交流会在热烈的掌声中正式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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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育人，奉献独中
13教师荣获华文独中教师长期服务奖

黄乐仪老师整理

我校13位教师荣获华文独中教师长期服务奖，

并于11月19日（星期日）出席由董总主办的“2017

年华文独中教师长期服务奖暨退休教师奖”颁奖典

礼，当天共有180名来自全国独中现任职教及退休

教师获表扬。

董总主席天猛公拿督刘利民出席颁奖典礼致词

指出，是项颁奖礼旨在发扬尊师重道的精神、表扬

华文独中教师的付出与奉献，感谢华文独中教师师

一路来努力不懈地传承和建设华教，劳心劳力、不

计薪酬，尽己所能培育一代又一代的人才，精神令

人敬佩。                                         

他强调，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千秋大业，成功的

教育可以兴邦建国，社会繁荣进步，教师在育人培

才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具有影响力。他同时感

谢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和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赞助奖金、奖状和礼品，此颁奖典礼对教师带来莫

大鼓舞和肯定作用。

出席领奖教师历年人数最多

本年度“华文独中教师长期服务奖”一共有

180位独中教师得奖，在杏坛坚守岗位了50年的有2

位、40年的有10位、30年届17位、20年届60位、10

年届82位。而第四年办理的“退休教师服务奖”，

则有9位退休老师得奖。奖项设立以来已经有3,857

名教师得奖。

我校获奖教师如下：

届满10年：李佩芬老师、颜友玲老师、马佩君老 

           师、黄晓云老师、林惠芳老师

届满20年：苏进存副校长、颜毓菁老师、沈瑰心 

          老师、李贤丽老师、刘美娥老师、李增 

           注老师、李天岱老师、黄轩辉老师

共有100名来自西马各州和远自东马的得奖老

师，亲临颁奖典礼领奖，是历届人数最多的一次。

为了回馈所有劳苦功高的老师，董总特别邀请红姐

姐工作室剧组和乐团表演助兴，让得奖老师留下美

好温馨的记忆。

出席者包括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秘书林素

珠、董总副主席许海明、秘书长傅振荃、首席执行

长孔婉莹、学务与师资局主任曾庆方、居銮中华中

学廖伟强校长及赞助商李子平。

■	颁奖者及出席嘉宾与荣获届满 20 年服务奖的得奖教师合影。前排左起为董总学务与师资局主任曾庆方、李子平、董
总副主席许海明、董总主席天猛公拿督刘利民、章计平、董总首席执行长孔婉莹、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秘书林素
珠及廖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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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如心（高一理义）、林安琪（初一勇）报道

我校天文学会联合远距天文观测小组于9月18

日（星期一）上午6时至8时，在教学大楼10楼天

文台进行一场月掩金星的观测活动。所谓月掩金星

即是月亮在运行中恰好走到金星和地球之间，三个

天体几乎呈一条直线时发生的天象。当此现象发生

时，明亮的金星会因为被月球给遮挡而暂时消失。

太阳系里的大多数天体，都似乎在一个平面上

运行，月球的轨道平面也不例外，只与地球轨道

面有个5°左右的夹角而已，而月球绕地球一圈是

27.3天，所以几乎每个月，月球便会运行至靠近金

星的位置；我们经常可以在曙暮光的时刻，看见金

星与月球成双成对的出现在天空中，此一现象叫金

星合月。基于此，在某些情况下，月球运行到太靠

近金星，然后把金星给遮掩了，这就形成月掩金星

的现象。

月掩金星，是种罕见的天文现象。在马来西

亚，对上一次月掩金星，是发生于2014年2月26日

的下午3时左右，而更早前则是2002年。而如果大

家错过了9月18日的月掩金星现象，下一次或许就

要等到2022年了。

其实月掩金星现象，有区域性的限制，并不是

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能够看见月亮的角落都能看见。

有趣的是，9月18日的月掩金星，我校天文台的地

理位置，是处于预测掩食的能见度边缘位置。又基

于月面的不规则性，在天文台观测此次天象，我们

也许只能观测到半个金星被月亮遮掩，又或者完全

没有掩食现象，只是一次极为靠近的金星合月现象

而已。这凸显了此次观测活动的必要与重要性。所

观测到的影像记录，可以提供给国际掩星组织进行

分析，并在未来能够更精准的预测此类现象。

此次共有11名同学参与观测，观测指导老师为

天文学会兼远距观测小组顾问陈伟伦老师，观测设

备有数位单反相机、手机及四台望远镜。同学们在

早晨6时许到天文台，在天文广场上已经用肉眼清

楚看见月亮与金星靠得很近了，大家都是第一次看

月掩金星观测活动

■	图为月掩金星能见区域的预测图，上方横线是能见与
不能见的边缘，横线往下的区域是能见月掩金星，横
线以上的只看见一次极为靠近的金星合月现象而已。
可想而知，学校的位置是多么的关键，观测资料是多
么有价值（如果有观测到成果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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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陈老师对同学们所观测得到的影像记录进

行初步分析后发现，当天的月掩金星现象，在

天文台只能观测到金星的边缘与月球的边缘有

接触，并没有达到月掩金星的现象，这与预测

有所出入。如果当天不是云层来干扰观测，所

观测到的资料，对于未来预测此类天象会更有

参考价值。

后记

初试手机天文摄影
罗加竣（高二理忠）

我从陈伟伦老师那里听闻这次的天文活

动，同学们为此组织一个观测团队，我兴致

勃勃地加入了。团队里有天文学会会员和远

距观测小组成员，大家都自愿参与其中。当

中远距成员负责Meade16寸望远镜，并用摄像头

记录全程；天文学会会员则负责Vixen 8寸望

远镜和目视观测，并手绘记录全程。身兼天

文学会和远距观测小组的我，最近刚好买了

一部新手机 ——	华为P10 PLUS，而这部手

机的规格足以应付此类天文摄影，所以我负责

手机拍摄。

当天我将手机套上陈老师提供的Hyper 

Sharp DE27接驳器，利用Sky Watcher 102望

远镜进行无焦天文摄影。拍摄进行到上午7时

03分左右，金星刚好要“切”过月球时，天

不作美，云层开始遮挡月球，而天色又逐渐

亮了起来，所以无法准确知道金星是否已切

过月球，实为一憾。这是我首次尝试手机天

文摄影，除了感谢陈老师的帮助，也感谢校

方的大力支持，希望日后还有类似机会并呈

现更好的作品。

见此现象，都很兴奋。同学们赶紧组装好望远镜，

分别把手机及相机架设在其中两台望远镜后端进行

定时连续拍摄，另有一台望远镜则用于肉眼观测，

然后将金星距离月亮的位置，利用手绘方式作记

录。陈老师则与远距天文观测小组的组员们在天文

台使用16寸的望远镜进行观测。观测过程，同学们

都十分专注，期待一窥特殊的天文景象。

可惜好事多磨，大约上午7时10分，在金星极

为靠近月球边缘之际，云层挡住了月球和金星，观

测活动被迫中断。虽然大家都希望云朵能尽快飘

离，但最后仍不如愿，只得提早结束活动。同学们

收拾完毕，便在天文台拍摄大合照作为纪念。虽

然本次活动无法有个完美结局，但因得以亲眼目

睹“月掩金星”这难得的天文景观，仍可谓收益

颇丰！

■	林如心（高一理义）记录。

月亮

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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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涉及广泛知识面
蔡潍泽（高二理忠）

我非常有幸应陈老师的邀请，以

远距小组成员的身份与天文学会的同

学合作观测。当天我将相机架设在小

型望远镜上，从金星还未“碰”到月

亮表面前，开始连续性间断拍摄，直

到此现象结束为止。此次拍摄的所有

照片可后制成影片或动画供日后参考。

此次观测可谓难得，毕竟是在上

课日早上进行天文观测活动，必须早

起做准备，加上所拍摄的照片数量庞

大，后制处理较为繁琐，但无阻我们

对天文的热忱。天文现象无时无刻都

在发生，有的常见，有的罕见。不管

是罕见或常见，每一个天文现象都可

能为我们带来不同的意义，间接地影

响着地球上的物理环境和人类生活。

这些天文奇观需要我们进行严谨的观

■	陈伟伦老师（左四）与参与观测的同学合影。

测后，从所得数据来推论其中的原理。其中所涉及的知识包括了

数学、物理、自然地理等，这就是为什么天文如此的好玩且有趣！

图说兴华 唇枪舌战

文：徐威雄博士 

1979年在礼堂举行的辩论会，
正反双方唇枪舌战，你来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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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
笑
江湖

第四届相声专场
丘宇翔（初二孝）、吴芯仪（初一忠）报道

相声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是以说、

学、逗、唱为主要表演方式的语言艺术。通过风

趣，幽默的语言，夸张搞笑的表演，耐人寻味的主

题，让大家在开怀一笑的同时引人深思。为了发扬

相声艺术，推广中华传统戏曲，发掘表演人才，相

声社和大众传播广播组联办第四届相声专场“爆笑

江湖”。是项活动于11月16日(星期四)，晚上7时

在科技大楼大讲堂正式上演，吸引约600名热爱相声

的观众前来捧场。

首先，由两位高三顾问李勇陞及钟其冏即兴

串场掀开序幕，为观众带来笑料，让观众以最轻

松、开怀的心态观赏表演。今年共有9支学生队伍

登场，表演段子计有《比一比》（黄心怡、黄旖

萱）；《哭得功能》（谢瑜、薛天爱）；《相声

Superstar》（廖于琪、杨玮杰）；《礼仪漫谈》

（郭朕宏、黄建晨）；《打盒子》（钟其冏、王

智彤）；《免费的电话》（钟其冏、蔡婧温、陈美

璇）；《新地理图》（贺字宁、郑楚潓）；《爱情

万万岁》（廖哲凯、李洁柔）及《语言风景》（李

勇陞、郑婧娴）。台上表演者幽默、风趣、生动活

泼的演出，真让人印象深刻，各项精彩的相声引人

入胜，逗得观众笑得见牙不见眼。

相声是一种生活态度，演员要对生活有热情，

以便把社会现象及日常点滴用诙谐的方式呈现给观

众，除了博君一笑，也让观众得到一些生活上的启

发。本届专场由高三顾问团担任指导，学员在所呈

献内容上稍作修改以更贴近观众的生活，有者更是

首尝撰稿，表演者精彩绝伦的演出，大获好评。■	9 支学生队伍登场，精彩的相声引人入胜，逗得观众
笑得见牙不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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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晓惠（高三文商礼）、陈奕骏（高三理仁）报道

高三观星活动

高三毕联会于11月8日（星期三）举办观星活

动，约有300名高三同学出席，是项活动在晚上7时

开始至9时半结束。活动开始前，全体同学先在忠

礼堂与出席的老师和主讲人一起拍大合照，记录这

美丽的时刻。毕联会负责老师颜毓菁老师和陈伟轩

老师分别赠送水果礼篮给主讲人张惠洁老师及陈伟

伦老师，感谢他们百忙之中抽空出席，给予同学们

精彩的演讲。同时也颁发感谢状予天文学会，由于

该学会的鼎力支持，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

张惠洁老师首先分享了她与朋友到南澳拍摄日

环食的旅程。张老师很认真地为高三生述说旅程的

点点滴滴，从抵达珀斯机场，到租了房车自由行。

她在旅程中所拍摄的多张星空图，都让在场的同学

惊叹不已，尤其是日环食照片，简直是鬼斧神工，

让很多同学都想亲身到现场欣赏这壮观的景色。张

老师也建议同学们将来拍摄星空图，若把地景也纳

入照片中，可让整张照片的效果更出色。

接着，陈伟伦老师为高三同学们解说“如何用

手机拍摄星空”，他为同学们介绍适用于天文摄

影的手机，这几款手机不但可以直接拍摄美丽的

星空，甚至连银河也可以拍得很清楚。陈老师表

示，只要手机相机的设置可以调曝光时间、手动设

置、ISO感光度等，加上自拍神器和脚架就可以轻

松拍摄出理想的星空图，其效果一点都不比相机拍

出来的效果逊色。另外，他也指出马来西亚由于光害

严重，较难拍摄出理想的星空图。

由于天文台不能同时容纳太多人，因此两位主

讲人分享完毕后，高三生被分成三组，轮流参观天

文台圆顶、天文广场和天文教育中心。每组只能在

圆顶逗留2分钟，由负责同学为高三生解说望远镜

的型号、功能等，惟碍于人数众多，所以无法让同

学们在此处亲身体验使用望远镜。参观圆顶后，大

家移步到天文教育中心，天文学会的会员也为同学

解说星象盘和一些较特别的行星，进一步增广众人

的天文知识。负责同学更把望远镜镜头调向远处的

GM批发城，可清楚地看到那里的停车场，让同学们

感到震撼。

每位同学临走前都获得主讲人赠送的海报，此

次观星活动可谓让出席者获益良多，高三生毕业前

有幸参观天文台，为中学生涯在写下一页美丽的回忆。

■	天文学会会员为高三生解说天文望远镜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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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青春的回忆
颜明敏（高三理孝）

这次的观星活动比往年稍迟举办，但却

吸引了全级将近300人的参与，庞大的人数为

筹委注入支持和动力。统考结束不久，筹委

们都用心投入准备工作，与天文学会全力配

合，使活动顺利进行。让筹委们感到欣慰的

是大家都专心听课，给予讲师百分百的尊重

和适当的回应。参观天文台环节，大家非常

兴奋，一些同学第一次上天文台，感到非常

好奇。一整夜的活动下来，大家对天文有更

深一层的认识、写下美丽回忆。青春像是一

张泛黄的照片，彼此共度的美好时光丰富生命。

了解天体的变化
叶骏凯（高三文商礼）

此次观星活动，我学到很多课本以外的

天文知识。通过讲座的引导，慢慢了解了观

星所需的设备及可能面对的问题。这是我在

兴华6年来第一次上天文台，更见到了兴华最

大的望远镜。可惜天不作美，无法通过望远

镜观看星空，但透过这次活动让我真正了解

天体的变化。希望学校可以陆续推广此类活

动，让全体同学获益！

■	陈伟伦老师（左）及张惠洁老师与同学们分享天文学识的点点滴滴。

■	观星活动让出席者获益良多，能在毕业之前有幸参观天文
台，让中学生涯在那美丽的夜晚画上完美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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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昀葶（高一理孝）报道

■	同学们与郑吉添老师（第二排右一）在现场合影。

我校21名来自高一理孝的学生于10月28日（星

期六）上午9时由班导郑吉添老师带领出席在吉隆

坡马华大厦举办的第五届TEDxPetalingStreet。

T E D 指 科 技 （ T e c h n o l o g y ） ， 娱 乐

（Entertainment）和设计（Design），是秉持

着“传播有价值”（IDEAS WORTH SPREADING）的非

营利组织。1984年TED在美国加州发起，如今已成

为一个具有启发性和感染力的创新思维盛会。TED

每年举办两场大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顶尖的实践

者或思想者，在18分钟内分享他们的创意点子。此

外，抱持把好想法传达给世界的精神，主办方也上

载影片，让没有机会到现场聆听的大众可以在网上

（TED.com）免费观看。

TEDx缘起

T E D x 的 诞 生 ， 是 为 了 组 织 全 世 界 有 能

力且热情的人循着 T E D模式独立经营 T E D大

会。TEDxPetalingStreet于2013年成立，是大中华

圈外暨马来西亚首个中文TEDx平台，由一群热爱大

马的义工自行策划、组织并承办的年度大会。其宗

旨是提供一个具有启发性、影响力、创造力以及让

人分享好点子的平台，让大马的创新者、领导者、

改革者与梦想家，有机会藉由母语（中文）向世界

分享他们改变世界的热情与理想。在活动中，他们

鼓励演讲者分享各自的想法与概念，期望以最生

动、活泼的语言，传神地叙述演讲者的正能量，以

及所坚持的理念，让更多感人的本土故事传递至世界。

涟漪力量感染他人

从第一年的主题“点滴串联”聆听生命经历和

土地串联的故事，到第二届“从心重新”以全新

的视角看待与创造人事物，接着持续前行但不忘反

省，聆听内在，淬炼自我的“行迹”、把梦想化为

勇敢的行动“敢动”；2017年TEDxPetalingStreet

的主题是“涟漪人”，缘起一个动念的力量，一份

深沉的热爱，一次不甘被束缚的挑战，一股想要寻

■	第五届 TEDxPetalingStreet 在吉隆坡马华大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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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突破的冲劲，成为一颗投石，打破局限泛起阵阵

涟漪，期望将各专业领域的知识、经验及感动形成

涟漪力量感染他人，引起回响。

梁志文先生赞助我校21学生

由于活动门票对于一般学生而言较为昂贵，社

会上一些善心人士或企业化身大会“Angel”（赞

助人）为学生们提供免费的入门票。感谢赞助人梁

志文先生赞助我校21名学生赴会，当天上午8时半

大家抵达会场，场面人山人海、与会者摩肩接踵，

好不热闹。出席者每人可获一本手册及一袋小礼

品。会场共三楼，底楼为活动赞助商们的展示摊。

各个展示摊有免费的试吃品，以及形形色色的展卖

品，一楼则是18位演讲人以及主办当局的展示摊。

当天主办当局亦售卖相关的衣服、环保袋等物品，

与会者也可以现场书写明信片，再由主办当局于隔

年代为寄出。

18场主题演讲激荡人心

上午9时，活动准时开始。首位主讲人张盛德

先生是一位创作型歌手，在追梦路程中兜兜转转，

也曾迷失方向，但却从来没有停下脚步，依然勇往

前行，直至再次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最让人钦佩

的是，他不强调自己所面对的挑战和艰辛，反而云

淡风轻地表示，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必会面对难题，

重要是如何面对困难、开创未来。

寻根与保留自身传统文化是每一代人的责任，

身为第六代峇峇娘惹的李赐金博士为大家介绍了峇

峇娘惹的语言、习俗和服装特点等。峇峇娘惹是早

期南移的中国华人与本土马来人通婚而形成的特殊

族群，15世纪初普遍繁衍于马六甲、新加坡和槟

城。李赐金博士将自身文化以文字汇成书籍，和世

界各地的人分享。每一个文化都有其特点，而传统

文化必须一代代传承，文化的香火才得以延续。

接下来的两场演讲，前者诉说关于布袋戏的传

承，后者讲述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活板印刷术。虽

然两位演讲者的内容大不相同，可他们想要传达给

听众们的，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即将被科技取代

而被人们遗忘的传统，让先人们的智慧继续在这片

土地上流传。

参与TEDx的深刻感悟

虽然无法一一介绍所有的演讲者，但当天18场

不同类型的故事都让大家获益匪浅。有的演讲者分

享自身独特的经历，像是黑暗中引领众人的明灯；

有的演讲者则以自身才华或作品，让听众有所启发

■	代表同学在采访 TEDx 活动的策展人黄菁翠女士。

和感悟。最为珍贵之处，是经过一番洗礼，与会者

自他们的分享中深刻感受到不好高骛远、脚踏实地

面对一切的精神，并且学会在磨难中披荆斩棘，只

要不放弃梦想、不急于求成，最后必能见到心中描

绘已久的美景。

与活动策划人及赞助人交流

当天，TEDx活动的策展人 ——	黄菁翠女士也

与我校学生交流，并分享TEDx演讲人须具备的条

件，包括一颗认真的心、热爱分享与坚持不懈的精

神。她表示，经常鼓励团队 make impossible to 

possible。为了可以解决所有可能面对的问题，我们

必须提早做好相关的准备，并筹划至少两个方案以

备不时之需。她同时呼吁更多企业成为“Angel”，

为不能负荷门票的学生伸出援手。

此外，在郑吉添老师带领下，同学们在午膳时

与赞助人会面，虽无缘采访赞助人梁志文先生，但

却与其助理展开交流。该助理表示，由于深感活动

非常有意义，因此梁先生决定成为“Angel”，赞

助我校21名学生。

他说：“我们希望让更多中学阶段的学生参与

此意义深重的活动，这对学生本身与推动社会教育

都有很大的帮助。TEDx主讲人无私的分享，让我们

萌生了去完成一件有意义的事的冲动和决心。通过

此平台，我们可借助他人的经验和精神来激励与完

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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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美国、爱尔兰、瑞士及澳洲

李辉祥主任报道

升学教育展

升学与国际事务于8月10日（星期四）及8月15

日（星期二），下午2时半至4时，与AUG及IDP升学

教育中心联办英国、美国、爱尔兰、瑞士及澳洲升

学教育展，分别于我校科技大楼五楼协作学习室（

一）及协作学习室（二）举行。是项升学教育展主

要协助同学了解各大学及系所特色、申请途径、入

学标准、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奖学金及留学生活

等讯息，及早为自己未来升学做好准备。

本次升学教育展共有28所海外大学参展，计

有来自英国大学11所，美国1所，爱尔兰1所，瑞

士1所及澳洲14所。其中不乏在英国泰晤士高等

教育全球大学（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排名100名以内的大学。全

部参展大学均接受学生以高中统考（UEC）做为入

学资格申请，甚至提供奖学金，鼓励我校高三生踊

跃申请。

当天同学们积极向各大学代表询问相关升学讯

息，同学仔细询问课程、费用等问题，各大学代表

则以专业的态度及耐心回答，他们对我校学生以自

信的态度及流利的英语对答留下深刻印象。

下述为参展大学名单：

英国大专院校：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University 
of Essex, University of Glasgow, Middlesex University, 
INTO :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University of Sussex, Teessid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West of England

美国大专院校：University of Kansas

爱尔兰大专院校：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瑞士大专院校：The Swiss hotel management schools 
Glio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Les Roches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Hotel Management

澳洲大学专院校：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Curtin University, Deakin 
University, Edith Cowan University, La Trobe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University of Tasmania, University Technology 
Sydney,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	同学们积极向各大学代表询问相关升学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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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文 / 李钧皓（初三廉）

从我呱呱坠地的那天起，我都没有

去思考“死亡”这两个字，认为它离我

过于遥远，没必要去理会，直到有一天	

......

闲着无事的我正在翻阅《读者》

，偶然间发现了一篇文章，让我开始思

考“死亡”以及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

篇文章的题目是《预知死亡的巨作》，

作者是中国著名画家、作家	 ——	 蒋

勋。第一次阅读时，我就对这篇文章产

生了莫名好感，从中体会到文章所带出

的意思和生命体验。

这篇文章主要是作者剖析文艺复兴三杰中的达·芬奇所绘的千古壁画——《最后的晚餐》，并

探讨生命的意义。曾剖解了数十具尸体的达·芬奇说了一句话：“灵魂在哪里。”达·芬奇相信，

人的存在不只是“物理”。那么死亡后是否存在着另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在我脑海中。

我问自己，谁能预知死亡呢？如果我们有预知死亡的能力，那我们又会以怎样的心态和态度

去面对呢？如果我知道我快面对死亡了，我会怎么做？“死亡”是多么的让人恐惧，让人心寒。因

为，我们不知道死后的世界，宗教所解释死后的另一世界是否真的存在？人死后是灰飞烟灭还是缘

起缘灭？这些疑问都没有人知道，也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为什么《最后的晚餐》这幅

画却是耶稣基督对死亡的预言！如果真的能预知死亡，我们可能趁着剩下的日子做自己想要完成的

事，然后倒数死亡的来临。

有人说，希望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休息后的另一个旅途。那，“终点就是另一个新的起点”，

这句话是否能用在死亡上？人生在世，为的只是学一件事——离别。所谓生是偶然，死是必然。人

从出生那刻开始，就向着死亡走去，死亡是每个人必然的归宿。而我们以什么态度、心态去看待、

面对，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只要珍惜身边的每一时，每一刻，每一草，每一木，每个你爱的和爱

你的人就够了。

人活着，就要活得有意义，而不是为了活而活，虚度光阴，这是最可耻的行为。我们要活出

尊严，好比“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决；好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的气概；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之前的我不知道时间为何物，所以一直在浪费。但在阅读了这篇文章后，它带给了我很多启

发。“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老话谁都知道，就连同学在黑板所写的《每日格

言》都常出现这句话。我们扪心自问，有多少人能做到？时间不停地在向前走，地球依旧在转动，

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别等到失去了才后悔当初错误的抉择，因为人生无常。

我
最
喜
欢
的
一
篇
文
章

■	李钧皓 ( 左 ) 与刘久进老师。														

厚心得：   文 / 刘久进老师

此篇文章的句子很真诚，带给人们一个思考的空间。一位15岁的学生有这种深度的思维是很难得的，而

且文章也提出了一道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死亡到底是什么?我们会怎样去面对死亡?

这篇文章，让我理解了很多大道理，也促使我去思考当面对无法预知无可避免的死亡时，我们能怎么做，也更让我

明白时间的可贵。但愿我们未来面对死亡时，都能坦然，并且在所剩的日子里，不再浪费任何一秒的时间。每一次阅读这

篇文章都会得到新的体会和感想，这是影响我生命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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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世界》是一本风靡世界的哲学启蒙书。作者乔斯坦·贾德1952年

生于挪威，担任高中哲学教师多年。自1986年出版第一部作品以来，已成为挪

威世界级的作家。1991年《苏菲的世界》出版后，成为挪威、丹麦、瑞典和德

国的畅销书，销量达三百万册。目前，已有三十多个国家购买了该书的版权。

书中“14岁的少女苏菲不断接到一些极不寻常的来信，世界像谜团一般在她眼

底展开，她在一位神秘导师的指引下，运用少女天生的悟性与后天知识，企图

解开这些谜团，然而。事实真相远比她所想的更怪异、更离奇......《苏菲的

世界》，是智慧的世界，梦的世界。它将会唤醒每个人内心深处对生命的赞叹

与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与好奇。”

《苏菲的世界》

许智翔（初一忠）报道

分享会的主轴是探讨哲学，许微微老师用“只缘

身在庐山中”的方式 ——	即使是之前只让我们阅读

文章却不知是什么书，分享会当天才揭晓的特别方

式，带领我们通过《苏菲的世界》一书进入哲学的殿

堂。说实在的，我之前对于哲学完全没兴趣，更不曾

思考过“我是谁、生命的意义、为什么自己会存在”

之类的命题。但分享会结束后，我想大家至少都花了

一个小时的时间思考：我究竟是谁？我存在的意义和

价值是什么？离开会场，或许这命题还会继续发酵......

大略介绍书中的内容后，许老师逐一介绍了书中提及几个比较重要的哲学家，其中包括了苏格拉

底、柏拉图、笛卡尔等等，并介绍了他们的思想学说，其中令我印象较深刻的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

在”，还有苏格拉底的“最聪明的是明白自己无知的人”。

■	分享会结束后，出席同学和老师们合照。

■	许微微老师与同学们探究什么是哲学。

   日期：19-9-2017  |  时间：0245pm-0400pm  |  地点：科技楼 7 楼  |  分享人：许微微老师（本校华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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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的生命有限，可是世界上要学习的知识是无限的，因此人永远都不可能是

无所不知的。聪明和无知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聪明的人之所以认为自己是聪明

的，是因为他与他认为无知的人做比较。只有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人才会去追求更

多的知识。此外，对眼前的知识也不要照单全收，正如许微微老师所说的，要对一

切都保持怀疑，才能真正学习到属于自己的知识。（真正的知識來自內心，而不是

得自別人的傳授。同時，唯有出自內心的知識，才能使人擁有真正的智慧。摘自

《蘇菲的世界》）

2.我认为人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因为上帝和一些莫大的力量是我们所想象出来的。宿命论和决定论

也是人所撰写的，而人总是在世界上寻找一些恒古不变的定律和效应。有时候我们所谓没有的自由，是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理性的思考而无法得到自由。就算选择中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仍然可以跳脱选

择去追寻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我們生命中的意義必須由我們自己來創

造，存在的意義就是要創造自己的生命。摘自《蘇菲的世界》）

3.生命的意义首先是可以活着，毕竟人只能在活着的时候，才能寻找自己的生命意义。

陈筱蓓 初二勇

黄仰宏 高二理爱

1.“最聪明的人是明白自己无知的人。”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2.你认为你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还是被某种伟大力量操控 

  着的存在？

3.我们不了解生命的实质，但人必须在生命中找寻意义。你如 

  何诠释自己的生命意义？

接着，许老师给出了三个命题让大家思考、发表和进行讨论。

1.在这浩瀚宇宙中有许许多多的规律和现象，数也数不清，一个人大概穷尽一

生也没有办法把它了解透彻，而如果在这样的情况还觉得自满的话，那么他必定一

无所获，只有觉得自己所知道的还远远不足，并想要得到更多的知识，方能积累更

多的智慧，同时充实自己。

2.我认为我是一个被某种力量操控着的存在。虽说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自由，却同时被生活和社

会的力量操控着，就像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必须依循某种秩序而活着。

3.无。（事实上这题我是答不出来的，并不是说不愿意去思考，只是我觉得生命中的目标很渺茫，就

像雾里看花一般很模糊，答不出个所以然，或许是因为人生中的历练还不够吧？）

最后，感谢邝美玉老师鼓励我们参加这场分享会，同时也感谢许老师的分享，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参加

类似的活动。

许智翔 初一忠

请容许我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位路人走在路上看见两位建筑工人正在
工作。路人上前便问：请问你们在做什么？。工人甲不甘愿地回答道：没看
到我在搬砖啊！。随后路人向工人乙问了同样的问题。结果工人乙回答道：
我正在替别人建造房子。”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领悟到：“找到自己真正
的意义与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同理，寻找生命的目标也是必要和重要的，
因为它能让你有活下来的动力。当你十分挫折，想做些傻事的时候，目标和
信念能拉你一把，让你在人生的路上有了使命感和与众不同的意义。

这场分享会，点燃了我们对哲学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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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盼 HOPE FOR THE FLOWER》
绘本导读分享会

   日期：03-10-2017  |  时间：0245pm-0400pm  |  地点：图书馆  |  分享人：郑桂妮老师（本校数学老师）    

陈文艳（初二忠）报道

当我们以人的眼光来看，
毛毛虫当然会蜕变成蝴蝶，
但如果我们是一只毛毛虫，
我们是否有勇气相信，
爬行于泥土中的自己，

有朝一日竟能成为飞舞的蝴蝶？

这是一本关于毛毛虫的书，
却是一本写给人的书，
蝴蝶，是花的盼望，

愿更多的毛毛虫可以从看似宏伟的虚妄之柱上回头，
作茧，化蝶，找到自己的真实本相，

为这纷扰的世界，
多带来一份爱的盼望。

10月3日（星期二），下午2时45分，图书馆举办了一场由郑桂妮老师主

讲的小型绘本阅读分享会。郑老师分享的书籍是本简单易懂的英文绘本《花

盼》（Hope for the flower）。此书由美国作者鲍路斯（Trina Paulus）编

著，曾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花盼》是一本讲希望、勇气和生命的书。作者

利用毛毛虫化成蝴蝶的过程反映了人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面对的问题、诱

惑、阻碍等。

郑老师详细地为大家解释故事含义，以及分享个人在阅读此书时所领悟的道理。她在一次搭飞

机时读此书，看似本简单的绘本，其中的内容却深深的影响了她。

“毛虫Stripe（斑）不再满足于自己只吃树叶的生活，它想要寻找‘不一样的东西’。它找到

了一个毛虫巨柱，所有的毛虫都在不顾一切的向上爬，谁也不知道那上面有什么，但必定是极好

的。斑加入了它们，为了攀爬。它没有朋友，他变得冷漠、自私、不顾践踏别人的身体。这时，它

遇到了Yellow（金子）。金子让它感受到了爱，本以为和金子在一起就足够了，然而幸福是短暂

的。斑始终渴望着，始终无法停止对毛虫柱的念想，最终斑抛下了金子再次出发。”

“金子在经历失去斑的痛苦之后，决定冒险蜕变。虽然她自己不敢相信，这么卑微的毛虫，是

否可以变成高贵的蝴蝶。但它还是决定用茧裹住自己，去等待，去实现。金子变成了蝴蝶，斑也爬

到毛虫柱的顶端发现一切只是虚妄。最后斑在金子的指引下，也变成了一只蝴蝶......”郑老师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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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扬地说故事，同学们仿佛进入了绘本世界，跟随斑和金子“蜕变”。

郑老师透过故事中的情节，告诫大家：我们一定要有颗勇敢的心，做决定的时候，要勇敢的踏

出第一步，才能去完成它。除此，不要过于着急想得到结果，要有耐心与坚持的心。在困苦的路

上，一定会在努力坚持后得到收获。另外，郑老师还强调，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做自己应该做的

事，不人云亦云，要自己去实践与见证，倘若你想改变一个人，你先得改变自己，让自己去影响他人。

靠自己去见证和发现
梁芷馨（初二爱）

这本绘本带出人生命中面对的几个重要问题，比如爱、勇气、追逐、蜕

变、救赎等。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我觉得这本书很不

错，故事给我的启发是，当你不懂一件事是否属实，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话，

要靠自己去见证和发现。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只要你有恒心、自律，就一定能

跨过种种扑面而来的困难。

■	同学边看绘本边聆听郑桂妮老师的分享。■	同学分享对绘本的看法。

■	翻阅绘本，回想起郑桂妮老师的分享。 ■	郑桂妮老师为同学们导读《花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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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写作营˙2017开幕讲词
培养一颗愿意安静下来的心

课外活动处主任谢锡福副校长

没有阅读的习

惯，不可能写出好文

章。我把阅读和写

作，当作是文学的两

种必要习惯和表现；

英国小说家康拉德

说：“文学最主要的

目的，就是要使你能看见。”

正常人都有眼睛，也有耳朵，只要张开眼睛

竖起耳朵，不就能看到，不就能听到吗？但因为

人性的各种弱点，使真理、真相常被蒙蔽。安徒

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请问大家为什么会睁

眼说瞎话呢？《伊索寓言》里写了一个农夫牵着

一头驴子走到一个山崖边，农夫担心驴子掉到山

崖，便不断把驴子往山里面拉，但他越是把驴子

往里拉，驴子却越想往外冲，驴子最终掉到山

崖，粉身碎骨，农夫只好望着山崖下，轻叹一口

气说：你终于胜了。这些故事一再告诉我们，人

虽有眼有耳，然对真理、真相视而不见，听而不

闻者比比皆是。

文学要使你洞察人性，看清世故；“看见”

不靠眼睛而靠心灵；最近我们学校在举行歌唱比

赛，使我想到一首著名的中文艺术歌曲《黑雾》

，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我闭起我的肉眼，打开

智慧的轩窗”。什么是“智慧的轩窗”？我们的

心灵，就是智慧的轩窗。人，有时候，闭起眼

睛，比睁开眼睛，能看到更多的东西！法国画家

莫内晚年得了白内障，几乎分辨不出颜色，但是

他却成了印象画派的鼻祖；贝多芬到了他人生的

最后阶段，也几乎全聋，但却能创造出音乐史上

的旷世巨作《第九交响曲-合唱》。是什么能力

让他们化不可能为可能，创造艺术史上的奇迹？

只有心，一颗敏锐、善于感觉的，愿意沉淀，愿

意爱、愿意安静下来的心，能让我们看到别人所

看不到的东西，能听到别人所听不见的旋律。

厨川白村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但透

过创作和欣赏所产生的升华作用，文学可以超越

苦闷，化苦闷为奇趣；李白诗：“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正是化

苦闷为奇趣的典范。据说歌德在创作《少年维特

的烦恼》前曾因暗恋一名少妇而痛不欲生；但当

他把满腹的抑郁和挫折化而为创作的泉源后，悲

痛即逐渐消散，感情亦随之升华。

“升华”就是一种用非性欲和非破坏性的方

式去代替原始的性冲动和侵略本能；也就是把会

引起焦虑、紧张的心理压力转化为社会大众所认

可、赞赏的创作欲。创作欲的表达不但可以减轻

情绪的紧张和性的挫折感，并且创造新文化、新

事物，使人类生活获得充实、快乐和满足。

我校创立于1947年，1950年即有学生创

办“兴文学社”，出版《兴文月刊》及《兴文文

集》。当时校园艺文活动鼎盛，学生笔耕不辍，

成为马华文艺史上，曾经引人注目的风潮。但后

来《兴文文集》、《兴文月刊》的出版无疾而

终。至1984年，《兴文文集》复刊，后来又与《

校讯》合辑出版，至九十年代初再度无法维持。

1989年开始，我校也开办了两届高中文科

班，课程内容涵盖写作理论与实习之类，同学们

当年也出版了一本该班师生创作文集《蜕变》。

唯文科班两届而终，文艺星火，未能延烧。后来

在不同年代中也有个别的老师和学生做出各种努

力来推广文学写作风气，唯都是事与愿违，成不

了气候。

文学教育、写作风气，未能持续在兴华校园

滋长，对我们长期汲汲于营造更良好人文陶冶校

园环境的努力，多少有点缺憾。今天，图书馆、

教务处、资讯出版组联合主办“悦”读写作营，

是另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希望，阅读的幼苗，写

作的种子，能在今天散播开来，使这份交揉着理

性与感性的种籽，能在这可爱的校园里发芽、

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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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    ”读写作营

洪振丰（高一理忠）、李妍萱（初三爱）报道 

写作是一种自由，
而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文学创作并不神秘，
写作也可以学习。

“欢迎大家莅临2017年‘悦’读写作营 ......”司仪响亮优美的声音回荡，为第一届“悦”读写作

营掀开序幕。为了鼓励文学创作和培育写作人才，我校图书馆、教务处及资讯出版组联办第一届“悦”

读写作营；图书馆服务团、大众传播出版组及华文学会亦参与协办。这项活动于11月4日（星期六）上

午8时半至中午12时半，在科技大楼9楼创新楼举行，100余位文学爱好者踊跃参与其盛。

推广校园阅读与写作

首先，大会邀请谢锡福副校长致开幕词。他表示，文学要使我们洞察人性，看清世故；透过创作

和欣赏所产生的升华作用，文学可以化苦闷为奇趣。我校于1950年即有学生创办“兴文学社”，出版

《兴文月刊》及《兴文文集》，后与《校讯》合辑出版，至九十年代初无以为续。后来在不同年代中

也有个别的老师和学生做出各种努力来推广文学写作风气，唯事与愿违，成不了气候。图书馆、教务

处、资讯出版组联合主办“悦”读写作营，是另一个好的开始。他希望阅读的幼苗、写作的种子，能

在校园里发芽、开花。

方路主讲《怎样写好一篇散文》

接着，大众传播出版组成员以话剧带出“如何写好作文、掌握写作乐趣”的引子，为主讲人方路

先生的登场做精彩的铺垫。在同学们如雷的掌声下，方路先生为大家主讲“怎样写好一篇散文”。

方路原名李成友，毕业于槟城大山脚日新独中及台湾屏东技术学院。曾获时报文学奖、花踪文学

奖、海鸥文学奖、大马优秀青年作家奖、杰出潮青文学奖。著有诗文集《鱼》、诗集《伤心的隐喻》

、《电话亭》、《白餐布》、散文集《单向道》、《Ole Cafe 夜晚》、微型小说集《挽歌》《方路诗

选1：1993-2003》及奈米小说《我是佛》。曾任第一届花踪后浪文学营新诗讲师，现任星洲日报高级

记者及星洲日报星期天周刊《阅读马华》专栏作者。

生活是写作的摇篮

方路先生强调，一个人少年时期的生活会深刻影响其文风。少年时期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

时期，当时的生活经验及阅历是开启写作的密码、也是写作的摇篮，我们许多的思绪、感悟和能力，

都会在该时期萌芽。此外，生活是写作选材的最佳背景，同学们应养成善于观察与搜集材料的习惯。

时间是残忍的，它会磨灭美好的回忆，因此我们必须依靠照片来保存珍贵的回忆。

方路先生通过荧幕与大家分享其生命中一系列珍贵的旧照，包括：中学与大学时期游山玩水的照

片、与我校杨忠礼董事长的合照、本次活动赞助人杨福金校友的合影，以及荣获花踪文学奖时与评审

蒋勋的合照等。每张照片背后都有其独特、有趣的故事，勾勒人生各个阶段的回忆。此外，他认为笔

记本也是很好的素材和灵感记录工具，帮我们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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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物写生，厚积薄发

他说，写作的灵感来源于出走。闲暇时，他喜欢独自到山林间游走、登

高望远，毕业于农业大学的他特别喜欢徜徉荒野，与大自然对话仿佛对熟悉

的老朋友招呼问好，激发写作灵感和素材。

“写作亦可以通过静物写生来提升水平。写生讲求细致的观察，往往可

从身边的人事物开始，把创作变成生活常态。假以时日，厚积薄发之下，形

塑新的叙述观点与转折的变化，都可使一篇文章呈现自己的独特风格。”

方路先生随即提出从辩字、造句、作文、写作到文学创作的层递。他

说，写作的过程就像筑起一栋高楼大厦，辩字就像打地基、造句就如同以各种建筑材料构成“作文”

的骨架。有了稳固的基础，再由作文一层一层地往上搭建成叫做“写作”的高楼，进一步往高楼里边

放置高级、先进的设施，才能达到高楼大厦的标杆 ——	文学。

“选择停留在哪一个阶段，你的写作就会呈现什么水平。要付出向上递进、阶段转折的努力，才

能获取更好的成果。在筑起文学的道路上，必须奠定坚实的基础；而阅读就是奠定基础的关键。求学

时期我每日阅读6小时，对现今的学子，我希望大家每日至少固定阅读3小时。”

写作五大技巧

他说，学校的作文教学之所以有规范，是为了让学生们像工程师先把地基打稳。而力求进步者则

必须自我要求，课余勤于阅读、笔耕不辍，特别是在写作启蒙时期，可以模拟习作但切忌抄袭。

接着，方路先生与大家分享写作五大技巧：

一、灵活调整叙事观点，就像电影导演变换运镜角度。

二、交互运用对话、内心独白与远近观点来刻画人物。

三、克制解释的冲动，避免重复，留给读者想像的空间。

四、“演”和“说”，两种技巧搭配使用。

五、发展属于自己的，强而独特的声音。

他强调，阅读是写作的基础，没有坚实的阅读基础，作品会苍白无力。他呼吁少年读者每日坚持

阅读3小时，为写作能力扎根。

“由于现代人的生活忙碌、学生课业繁重，退而求其次，若每天能坚持阅读一小时也不错。阅读

时必须专注于一本书，此未终彼勿起，同时间阅读不同的书籍将扰乱思维，让人无法静下心灵。”

与时俱进，笔耕不辍

随着社会发展与科技的进步，网络已实实在在地介入我们的生活。网络力量对创作的影响与日俱

增，网路小说或文章大行其道。网络创作可以快速地引起共鸣，并直接获得反响，作家可以第一时间

汇集各方见解并改善写作。

最后，方路先生与大家分享如何在繁忙的生活中经营写作，他鼓励大家不忘初衷，一边工作一边

写作固然辛苦，但若肯坚持必有结果。坚持是写作长跑的秘诀，唯有坚持方能达到目标。其本身就坚

持笔耕18年，才获得花踪文学奖。

方路先生的演讲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落幕。茶点后，同学们前往科技大楼五楼Chrom Lab和电脑

课室进行现场创作比赛，所有参赛作品将由主办方交由三位资深校外评审：邓雁霞、陈玉雯与叶君菡

担任初审，方路先生担任总审。成绩将于较后公布，得奖作品与评审记录亦将刊载于《兴华月报》与

大家共飨，以鼓励更多文学爱好者投入文创天地。赛事于中午12时半结束，第一届“悦”读写作营画

上完美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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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课堂以外的知识
谢淑霓（高一文商礼）      

第一次参加写作营，感到很新鲜。主讲人与我们分享一些写作的技巧，让我们了

解如何开始写作，发扬坚持写作的精神。我很喜欢方路先生的演讲，让我了解到写作

的重要性，他也为大家介绍了五位散文作家及他们的作品，作为此次会面的礼物，

鼓励同学们多加阅读，提升写作能力。现场散文创作比赛，虽然我相信自己发挥得不

错，但第一次参加写作营难免担心，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希望以后能有更

多类似的活动，让我们学习更多在平日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提升写作能力。

别开生面的体验
李悦宁（高一理仁） 

偶然间从海报中发现学校将举办“悦”读写作营，兴致一来我就报名了。听方

路先生从他少年时期经典的阅读与少年情怀说起，到何事启发他对写作的热情，我

也很赞同方路先生所分享的 ——	 写作要抱持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孜孜不倦如长跑

般的坚持。

在进入“我写·我思”现场散文创作之前，主办单位派发点心，为大家补充体

力，让我感到很贴心！另外一项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学员竟然能够选择以写在稿纸

或电脑打字的方式完成创作，真不失为赶上科技年代的做法。主办单位给予的选择及自由，让我们能够依

各自喜好从容创作。每位学员也在报到时领到一本2018年版的墨绿色笔记本，这些细节都彰显了主办单位

的用心。

参与本次写作营对我而言是一项别开生面的体验，让我收获了许多课堂以外的新知，希望来年还有这

么棒的学习机会。

培养坚持写作的精神
周仲礼（初二忠）

写作营让我获益良多，方路先生与大家分享写作技巧，从辩字演变到造句、作

文、写作、文学，虽然我们在小学时期已到达作文阶段，但只有不断努力提升写作技

巧，才能迈入文学写作的阶段。此外，他也劝勉大家即使在人生最困难的时期，也不

要轻易放弃写作。我觉得这是十分宝贵的特质，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坚持写作的精神。

有些人不喜欢用言语表达思想感情，反而喜欢通过写作来抒发，我认为大家应该持续

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才能写出让人产生共鸣的好文章。

■	活动结束后，出席者和方路先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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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进存副校长颁发纪念品给方路先生。

■	与会者聆听方路先生的演讲，并把重点记录起来。

■	参赛者把握时间完成现场作文写作。

■	（左起）邝美玉老师、黄英莲主任、詹荣贵老师、方路先生、
谢锡福副校长、黄乐仪老师及洪梅珠老师在兴华园合影。

■	方路先生参观我校图书馆。

■	学生现场向方路先生提问。

■	大众传播出版学会的学生演出短剧，为活动揭开序幕。

第
一
届

读
写
作
营

“    ”

HIN HUA MONTHLY  2017年11月号74



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
我们永远怀念您

■	当创办兴华的议案在创办大会通过后，
参与创校的学生代表吕士森（右）与丹
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左）兴高彩烈得手
持兴华锦旗合照，为兴华的诞生留下珍
贵镜头。

■	兴华历史的特殊，在于学生也参与了创校过程。1947 年 8 月 11 日，仅
开办一个多月，同学便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又名群育会）。群育会不仅
是学生最高组织代表，也负责办理各项学生活动（各项学艺比赛、体育
竞赛、运动会等），并协助学校的发展，自始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是第三届学生自治会全体理事合影，前排右四为是届理事会主席吕士
森，右二为第一、二任主席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

■	2006 年 4 月 9 日，创办人与赞助人大会选出新届董
事会。创办人之学生代表暨董事会顾问丹斯里杨忠礼
被选为第二十届董事长，自此兴华进入新阶段。图为
新届董事会在就职礼上作集体宣誓。 ■	2007 年教学大楼完工，又逢兴华创校六十周年，可

谓双喜临门，遂于 8 月 18 日举行盛大的教学大楼落
成庆典，由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揭开纪念碑记。

■	科技大楼从构思到建立，主要由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
推动与筹划。整栋大楼花费二千万余元，杨董事长除
了个人捐献一千万元外，还带领其家族捐献数百万
元，再亲自向商界友好筹得数百万元。至于整个工
程，杨董事长更是全程监督。

■	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于 2016 年高三成年礼见证高三
生完成成年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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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
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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