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潘斯里陈开蓉董事

黄乐仪老师报道

偕家族捐献        设兴华慈善基金

1月9日（星期二）我校永久荣誉董事长丹斯里杨

忠礼家族今日在潘斯里陈开蓉董事的代表下，宣布捐献

3000万令吉成立“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巴生

兴华中学慈善基金”，并即时启动运作，协助兴华推动

涵盖各校务的6大项目永续经营和发展。

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家属委托我校三机构主要成

员，包括署理董事長拿督李平福、校友会主席余安董

事、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董事等组成受托人小组，并以潘

斯里陈开蓉董事指示为前提，负责处理有关基金。该基金

会签署仪式律师为罗章武。

潘斯里陈开蓉董事：热爱兴华早计划联名 
      设基金

潘斯里陈开蓉董事说，故丹斯里杨董事长热爱兴

华，曾自觉年事已高，兴华未来发展需未雨绸缪，原计

划在今年庆祝90寿诞时，宣布以夫妇俩联名为兴华设立

发展基金。

◆	“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巴生兴华中学慈善基金”正式成立，并举行移交模拟支票仪式。前排左一起为尤
瑞泉董事、拿督吴亚烈董事、莫壮燕副校长、校友会署理主席陈静翔董事、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拿督李平福署理
董事长、卢金峰副董事长、丹斯里林宽城副董事长、黄秀玉校长、潘斯里陈开蓉董事、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陈玉
珠董事、高添发董事、苏进存署理校长、罗章武律师及许梅韵副校长。

◆	基金协助推动 6 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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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语带哽咽表示：“然而事与愿违，今天他已先离

开，无法达成原定心愿，我年纪也大，恐怕日后力不从

心，无法积极参与兴华建设发展，加上儿女们都很支持及

认同我们的意愿，所以决定以家族力量尽微薄之力。”

她希望这些基金能奠定兴华中学目前及未来的发展

基础，并每3年依据通膨、银行汇率等调整。她表示，故

丹斯里杨董事长过去看到我校老师们无私的奉献，学生

在各方面皆有出色表现，并从兴华大家庭中收获许多鼓励

与成就感，也是其一生中引以为荣的事。

拿督李平福：一生传奇，华社佳话

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在记者会上发言，他形容

故丹斯里杨董事长一生传奇，不仅创立了杨忠礼机构

（YTL）商业王国，也不遗余力推动慈善教育。

“杨董事长作为学校永久荣誉董事长，不仅是兴华

创办人之一，更是带领兴华攀向高峰的大家长；他为人

谦和宽厚，疼惜兴华师生，无私奉献精神已深植每位兴

华人的心中。”

他说，各基金将协助落实我校不同领域的发展项

目，继续发扬兴学办校，愛我兴华的不朽精神，而此巨额捐

献必成华社佳话。

丹斯里林宽城：带动企商扶持独中

副董事长丹斯里林宽城说，故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

在维护及推广华教方面鞠躬尽瘁，绝对是众人的楷模，

其精神能带动其他大企业家也积极参与支持华文独中，

推广华教事业。

“杨董事长对华教出钱出力，即使80岁高龄，依旧

身体力行带动兴华人团结一致，发挥合作无间的大家庭

精神，引领兴华在学术与教学活动攀上高峰。”

黄秀玉校长：三机构与教育团队不负使命

黄秀玉校长感谢故丹斯里杨董事长及潘斯里陈开蓉

董事对兴华的厚爱，同时指出两老对学校的贡献不仅是

金钱上的资助，还体现在宽厚爱人、爱校精神与生命大

我价值的感召上。她承诺，三机构和教育团队将不负使

命，继续推动兴华教育发展，让我校再创辉煌。

余安主席：海外校友会获捐 45 万

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说，故丹斯里杨董事长与家属

不仅捐献3000万令吉，也额外捐出45万令吉给海外校友

会，分别是兴华校友会北京分会及台湾分会，各获30万

及15万令吉，为慈善教育不遗余力。

◆	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前排左起）、潘斯里陈开蓉
董事及罗章武律师进行“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
协助巴生兴华中学董事会发展慈善基金”签署仪式，
由卢金峰副董事长（后排左起）、丹斯里林宽城副董
事长及黄秀玉校长见证。

◆	莫壮燕副校长（前排左起）、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及罗
章武律师进行“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巴生
兴华中学英语教学中心师资与学生培训慈善基金”签
署仪式，由卢金峰副董事长（后排左起）、拿督李平
福署理董事长、丹斯里林宽城副董事长及黄秀玉校长
见证。

HIN HUA MONTHLY  2018年 1月号2

文接上页



“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巴生兴华中学慈善基金”新闻发布会 

秉承遗愿  发展兴华

◆	潘斯里陈开蓉董事

潘斯里陈开蓉董事于1月9日（星期二）的

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巴生兴华中学

慈善基金新闻发布上致词，讲词全文如下：

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副董事长丹斯里林宽城、

卢金峰先生、黄秀玉校长，为了节省大家宝贵的时间，

恕我不一一称呼，诸位副校长、三机构同仁、媒体朋友

们，大家好。 

首先，我和家人感谢兴华中学三机构同仁和校方一

路来对先夫忠礼的厚爱，在他离世的时候给我和家人慰

问和支持，让我和子孙们在伤痛的日子里深感温暖。 

忠礼生前得到大家的爱戴与支持，有幸当上董事

长。有机会让他为母校兴华的建设发展尽绵薄之力，他

看到老师们无私的奉献，学生在各方面有优良的表现，

从这个大家庭中获得许多鼓励和成就感，这是他一生中

引以为荣的事。 

忠礼热爱兴华，但是他自觉年事已高，经常担忧兴

华将来的各种发展需要大笔资金。原本想在今年庆祝90 

大寿的时候，才宣布以我们两夫妇联名为兴华设立发展

基金，希望未来能对兴华有所帮助。然而，事与愿违，

今天他已经离开我们，无法达成心愿。 

年事已高的我，恐怕日后力不从心，无法积极参与

兴华的建设发展，加上儿女们也都很支持和认同我们俩

的意愿，所以决定在这个时候，以家族的力量尽微薄之

力，为兴华中学设立六个基金，协助兴华在建设及维修

方面、教职员福利、学生大专奖助学金、英语教学中心

师生培训、校友会活动及家教协会活动得以永续发展。

我希望这些基金能协助兴华中学作为奠定母校的发展基础。 

谢谢大家。

潘斯里陈开蓉董事致词

◆	每个基金都在签署仪式后进行移交模拟支票环节。左一起为莫壮燕副校长、校友会署理主席陈静翔董事、苏进存署
理校长、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卢金峰副董事长、丹斯里林宽城副董事长、潘斯里陈开蓉董事、黄秀玉校长、罗
章武律师及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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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善成德  博爱无疆

◆	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

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于1月9日（星期

二）的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巴生兴

华中学慈善基金新闻发布上致词，讲词全文如下：

我们尊敬的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各位媒体朋友，大

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大家都知道，兴华中学永远的大家长，也是兴华中

学永久荣誉董事长丹斯里杨忠礼博士于2017年10月18日

安息主怀。杨董事长一生可谓传奇，除了创立YTL商业王

国，在推动教育慈善方面更是不遗余力。杨董事长不仅

是兴华创办人，更是带领兴华中学攀向高峰的兴华大家长。

杨董事长为人谦和宽厚，疼惜兴华师生，这种无私

奉献的精神，已深植在每个兴华人的心中。

11月12日兴华中学举办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追思

会，在会上杨忠礼家属代表丹斯里杨肃斌博士回忆父亲

在兴华的快乐点滴，秉持父亲的遗愿及发扬父亲热心支

持华教的精神，宣布以其先父及母亲的名义，成立协助

兴华中学慈善基金。

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的遗爱，在我们尊敬的潘斯里

陈开蓉董事非常细心的梳理下，多日来彻夜费心苦思，

反复推敲，为求基金的运作能尽善尽美，用心之至，令

人感动，潘斯里的用心，无非希望实现杨董事长的遗

愿，即是以他们夫婦俩联名为兴华中学成立教育慈善基

金，此巨额捐献，必将传为我华社佳话。今天，正式宣

布捐献3千万马币，成立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

巴生兴华中学慈善基金，共设6大项目。

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的家属委托兴华中学三机构

主要成员——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先生、校友会主席

余安先生、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先生等人组成受托人小

组，负责处理有关基金，以每年若干利息协助落实兴华

中学各项发展项目，以期达到永续经营，并发扬兴学办

校，爱我兴华的不朽精神,所有惠及的教职员生，将不论

种族及宗教信仰，以发扬两老的博爱精神，谢谢！

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致词

◆	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右四）在黄秀玉校长、丹斯里林宽城副董事长及卢金峰副董事长的见证下，移交 1010 万令吉的
模拟支票给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左三）。左一起为苏进存署理校长、校友会署理主席陈静翔董事；右起为罗章
武律师、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及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

“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巴生兴华中学慈善基金”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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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良苦  造福师生

◆	丹斯里林宽城副董事长

丹斯里林宽城副董事长致词

丹斯里林宽城副董事长于1月9日（星期

二）的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巴生兴

华中学慈善基金新闻发布上致词，讲词全文如下：

兴华大家长潘斯里陈开蓉董事、署理董事长拿督李

平福先生，所有的兴华老师、董事们，大家午间好：

坦白说，身为兴华中学的副董事长，我对兴华的

贡献之少，深感惭愧。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宣布成立基

金会有着重大的意义。杨董事长这12年来的贡献，大

家是有目共睹的，他出钱出力，带领兴华大家庭团结一

致。兴华上下，无论是校友会、董事部，或者校长、老

师们，是一个合作无间的大家庭。兴华发展至今天的规

模，有赖于各位的团结一致。

纵观兴华中学在巴生四独中里，学术水平最强，学

生也最多，甚至在全国60间独中里，兴华也走在前头。

兴华今天具备的教育水平、声望、硬体设备得来不易，

有赖于先贤们的努力、三机构的用心投入、社会人士的

支持和合作，以及老师们的无私奉献才能够走到今天。

兴华整体的成长在杨董事长的带领下突飞猛进，杨

董事长夫妇默默奉献，出钱出力的精神实属难得，值得

我们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杨董事长在世的时候，计

划要把兴华发展成一所受人推崇的高水平中学。因此，

八十几岁高龄的他，还带领董事、老师们到中国或台湾

去做交流，希望借此提升兴华学术水平。杨董事长尽心

付出，过世前仍考虑兴华未来的发展，成立基金会，目

的是希望兴华在接下去的日子走得更好。整个基金会的

成立，可说面面俱到，除了照顾老师、穷苦的学生，甚

至英语中心，都概括进去了。其用心良苦，令人感佩！

如今，我们该做些什么让杨董事长在天之灵可以

安息？把兴华发展到另一个高度，才真正不辜负他老人

家。三机构同仁和劳苦功高的老师们，大家精诚合作再

创兴华另一个辉煌，谢谢！

◆	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右四）在黄秀玉校长、丹斯里林宽城副董事长、卢金峰副董事长及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的见
证下，移交 420 万令吉的模拟支票给许梅韵副校长（左三）。左一起为苏进存署理校长、训导处李荣兴主任；右起
为罗章武律师及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

林卿卿老师记录

“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巴生兴华中学慈善基金”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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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生效全员受惠
基金蕴含董事长伉俪的智慧与大爱

◆	黄秀玉校长

黄秀玉校长于1月9日（星期二）的丹斯里

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巴生兴华中学慈善基

金新闻发布上致词，讲词全文如下：

潘斯里陈开蓉董事、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各位

副董事长、各位三机构代表、老师们、媒体朋友们，大

家好！ 

本来在议程中我并没有致词，不过基于这是一个

非常感动的时刻，因此说几句肺腑之言。丹斯里杨忠礼

董事长生前和夫人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对兴华的贡献是有

目共睹的，不过在坊间听闻对他们的赞美多聚焦在金钱

上的资助，董事长安息后，我碰到一些朋友、家长，甚

至不认识的、关心兴华的社会人士等，都十分担心“杨

董事长骤逝，以后你们怎么办？”、“兴华的未来怎么

办？”

我想表达的是，大家一直以为杨董事长伉俪对兴华

仅施以金钱上的资助，其实更重要的是两位老人家对三

机构晚辈以及兴华全体师生的精神感召，特别是宽厚爱

人、爱校精神和体现生命的大我价值方面，为我们三机

构以及全体师生树立典范。诚如林宽城副董事长方才所

提及，是兴华的向心力与团队精神的表率。

此次庞大基金的设立，令人感动和敬佩的不仅是

慷慨资助了庞大款额，更在于潘斯里处理过程所展现的

智慧与大爱的精神。丹斯里安息两个多月以来，潘斯里

一直在用心张罗基金会事宜，间中无数次地修订、再修

订，力求完善，目的就是希望达到与体现下列用心：

一、确保基金能够永续运作，同时进一步考量到长远可 

    能面对的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与应对办法，并一一 

    列入基金条款。诚如潘斯里所言，基金会将根据她 

    的意思来运作，每一项基金的用法，都已经非常明 

    确地写入条款。

二、为设立基金殚思竭虑，确保基金能滴水不漏地运 

   作。我用滴水不漏来形容，因为潘斯里多方且全面地 

                          思量，修订再修订，以确保基金往后的运作能够顺畅， 

    即受托人执行时能够更符合大家的利益与意愿。

三、大家发现一些基金项目款额是1010万或者520万  

  ......其实这是潘斯里的设想周到，基金福利马上生 

   效，即日起就可以启动基金的运作，今天委托人和受 

    托人签了法定条文后，基金就可马上投入运作，毋须 

    等到生利息之后才能生效，这是我们看到潘斯里的用心。

四、在此基金底下，兴华的全体成员都受惠，从硬体到 

    软体设备的发展与资助，从三机构的运作费用到老 

    师、学生的福利，都全面地照顾到。 

 

    在我看来，这是非常令人感动与敬佩的，我们再次   

深刻感受到两位老人家对兴华深切的爱护与期望。三机

构教育团队一定不负使命，继续推进兴华教育，再攀高峰！

谢谢大家！

黄秀玉校长致词

黄乐仪老师记录

“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巴生兴华中学慈善基金”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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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始业式

三机构推举故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 
任永久荣誉董事长

苏进存副校长晋升署理校长

◆	董家教成员与新上任教师合影。前排一起为苏进存署理校长、黄秀玉校长、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副董事长卢金峰、
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和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

1月3日（星期三），我校全体师生及董家教、校

友会三机构理事齐聚一堂，于朝阳堂、黄景裕讲堂及陈

开蓉大讲堂三地同步举行一年一度庄严的始业式。在

这朝气蓬勃且充满希望的春季，我校迎来638名初一新

生，开12班；全校学生人数为3468人，比去年同时期增

加78人，全校共开70班。此外，兴华三机构理事一致决

议，推举故董事长丹斯里杨忠礼博士为我校永久荣誉董

事长，以缅怀及感谢他对学校一路来的爱护及贡献。同

时，晋升苏进存副校长为署理校长，以更细致推展学校

各项业务的发展。

上午8时15分，全体师生整齐列队、气宇轩昂地见证

新学年简单却意义深远的始业式。始业式既是新学年开

始的典礼，凝聚每个来自四面八方的家庭、回归校园的

孩子；也是校园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载体，通过集会明

确师生角色，增强校园凝聚力。

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致词时表示，学校于去年举

行的70周年系列活动中展现教育成果，未来也将继续在

前人的努力基础上精益求精。

“尤其近10年来，在故杨忠礼董事长高瞻远瞩的领

导下，兴华攀向前所未有的高峰。杨董事长的精神将永

远引领学校不断前进发展，三机构理事一致同意推举其

为学校永久荣誉董事长。”

黄乐仪老师、郭颖瑜（高一文商廉）报道

他说，随着校务日益繁重，教育工作日趋专业化，

为了更有序推动和传承校务发展工作，经黄秀玉校长推

荐，苏进存副校长将于今年开始升任署理校长职务。

打造“人文走廊”

他续称，校方持续关注校内软硬体发展建设，并于

去年耗资180万令吉，打造“人文走廊”，从校园东边贯

穿至西边一带，启动人文等相关教育活动，落实人文教

育的发展。

“该走廊将横跨图书馆、校史馆、音乐中心、墨艺

轩、美术中心、开放式阅读空间等，一旦工程完毕，校

方将于3月期间举办落成仪式。”

贯彻“正向发展胜于治疗”方针

黄秀玉校长表示，为与时并进及建构完善的“兴华

教育体系”，学校将继续秉持“扎根传统，怀抱多元”

的办学策略，并以“人文科技面向未来”的办学方向发展。

她说，老师也将继续努力贯彻“正向发展胜于治

疗”的教育策略，从生命教育来落实“以学生为主体”

的教育措施，培养具备21世纪能力与素养的学生，形塑

积极正向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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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老师加入兴华大家庭

会上，许梅韵副校长也向与会者介绍13位新加入的

教师，他们是颜川原老师、白黄彩欣老师、马溢远老师、

邢维倩老师、林坤贤老师、Indra A/P Muniandy老师、符美银

老师、颜慧萍老师、曾柏融老师、陈泽莹老师、黄慧韵老师、

杨凯雯老师以及谢祉毅老师。

◆	我校迎来 638 名初一新生，开 12 班。

简单却不失庄重的始业式为新学年掀开了序幕，崭

新的一年开始了，师生携手共创学习旅程。一年之计在

于春，庄重的典礼提醒大家在学习旅程奋发向上、更上

层楼，激励全校师生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新学期的工作与

学习中，迎接新的希望!

◆	简单却不失庄重的始业式为新学年掀开了序幕，崭新的一年开始了，师生携手共创学习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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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教育符合时代与 
个人生命经营的需求

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于1月3日（星期

三）的始业式上致词，讲词全文如下：

兴华中学副董事长卢金峰先生，校友会主席余安先

生，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先生，黄秀玉校长，三机构理

事，全体老师，同学们，大家早安！

岁月匆匆，我们又迎来新的一年，新学年新气象，

今早进入校园，感受到校园处处充满生机，老师及同学

们都朝气蓬勃，精神饱满地迎接新的一年，充分展现兴

华人正向积极的精神。我谨此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工作

愉快、学业进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朝阳堂、潘斯里陈开蓉大讲堂、黄景裕讲堂坐满了

3468名学生，济济一堂，人数再创兴华历年新高，证明

兴华全方位精致教育的办学方针，贯彻以人为本，与时

并进，全面强化三语的政策，完全符合时代与个人生命

经营的需求。

兴华70年来所累积的独中办学理念与经验已取得成

就，多年来不论在公共考试，各类学艺等竞赛都取得标

青的成绩。由此可见，我们当初努力前进的方向是睿智

的选择，今后三机构同仁也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学校的

发展项目，共同努力追求卓越，与国际接轨，让师生有

更多机会与各个教育先进国代表交流与学习。

各位同学，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们未来的

世界充满希望与挑战，你们必须进一步加强自身各方面

的能力，以应对未来的挑战。本校拥有一支优秀的教育

团队，老师们务实创新，与时并进，总是不断精进教学

策略。同学们要认真学习，为自己的课业负责，才不辜

负师长们的期望。

去年展开创校70周年系列活动，展现兴华的教育

成果，我们在前人的耕耘基础上，精益求精，尤其近十

年来，在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高瞻远瞩的带领

下，兴华攀向前所未有的高峰，他热心护持兴华的精神

是敦促兴华继续前进的最佳动力。

随着学校业务日益繁重，各项教育方案日趋专业

化，为了更有序推动与传承，在黄校长的推荐下，苏进

存副校长将于今年升任署理校长，以便更细致推展学校

各项业务。

◆	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

各位，将兴华打造成一所具新视野、新格局的现代

化中学，是大家的理想。本着共同理想，我们每一个兴

华人都应秉持共同理念，恰如其身份，各司其职，同心

同德，继续发挥兴华人自主团结的精神，让兴华再攀高峰。

为了更有效推进人文教育，学校于去年学校假期间

耗费180万建设人文走廊，其中包括校史馆、音乐中心、

墨艺轩、美术中心及阅读空间，贯穿国字型大楼，教学

大楼及综合大楼，呼应科技大楼，划出一道美丽的人文

科技彩虹。

当然，学校的发展除了要有精良的硬体设备，也要

有热心教育的好老师。董事会将持续关注教职员的待遇

与福利，让大家安居乐业。学校多年来一直让社会津津

乐道的是三机构、行政团队、教师、家长、校友及热爱

兴华的各界人士，同心协力以恢弘的视野建设学校，这

份合作无间的精神令人激赏。

同学们、老师们，当前各方挑战巨大，我们务必认

清发展趋势，积极务实推进教育工作。兴华已走过精彩

70年，我相信兴华将再创辉煌70年，让我们携手同心，

谱写兴华中学新的篇章。

最后，祝福三机构同仁们、老师们、同学们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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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发展胜于治疗
黄秀玉校长于1月3日（星期三）的始业式

上致词，讲词全文如下：

在座各位，以及在大讲堂和黄景裕讲堂同步迎接新

学年的老师和同学们，大家新年好！

同学们，终于又回到学校，享受新学年精彩的学习

生活了！

今年，我们迎来了638名初一新生，让我们以热烈的

掌声欢迎初一新同学加入兴华这个朝气蓬勃的温馨大家庭。

迎 638 名新生，全校开 70 班

今年，初一开12班、初二12班607人、初三12班608

人，初中部开36班，共有1853人；高中部开34班，共有

1615人，其中高一12班，理科6班284人，文商班6班309

人，高一级共有593人；高二11班，理科6班285人，文商

班5班231人，共516人；以及高三11班，理科5班223人，

文商班6班283人，共506人。全校总共开70班，比去年增

加1班，学生总人数3468人，比去年同时期增加78人。

长期以来，学校秉持“扎根传统，怀抱多元”的办

学策略，以及“人文科技 面向未来”的办学方向，与时

并进的建构完善的“兴华教育体系”，提供全方位的教

育，培养有人文科技素养，有自主发展素养的学生。老

师们努力的贯彻“正向发展胜于治疗”的教育策略，从

生命教育的高度落实“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措施，培

养21世纪能力与素养，形塑积极正向的学风。

2018 年重点教育措施

2018年，学校教育延续既有一系列措施的改进与深

化，尤其着重以下措施：

1.继续完善校本特色课程，进一步扎实兴华人与兴华的 

软实力：

1.1 内化“PDCA”不断自我改善的精神，以及“高

效能7大习惯”成己成物的精神；构建师生自主

发展的能力，以及自强而和谐的校园文化。

1.2 贯彻班级经营的配套措施，精致化常态分班下

的学与教；建构“班级学习共同体”，鼓动互

助共学、互惠共赢的学风；使班级成为学生社

会化成长过程及培养全方位素养的有效平台，

使之成为独中教育的强项与特色。

1.3 深化专题研究培育计划，应用云端科技进行协

作是专题研究，培养学生科学研究方法、严谨

学习能力、探究及创新能力。

1.4 贯彻天文教育课程，丰富天文知识更了解宇宙

的同时，亦期许达到“心系宇宙天地宽”的深

◆	黄秀玉校长

层品格教育功能。

1.5 深化、细致化社会服务计划的实践，培养学生

关心世界的能力和人文关怀的情操；体会生命

的意义。

1.6 结合EQ和班级辅导课程，以及驻校专业心理治

疗师措施，加强情绪管理和心理健康教育。

1.7 更重视心灵蓝图(Mind Map)在学与教的应用，

建构扩散性思维、系统性思维以及创造性思

维，加强创造力。

2.探究、整合、开创“美感教育”和“创新教育”措施，

更有效培养学生的感受力和创造力。

3.加强深化环保教育的力度，具体推动“珍惜资源”、

“减少垃圾”原则的落实。

4.加强公民教育，培养法治与民主精神；拓展全球化与

跨文化视野和思维，提高世界公民意识。

5.举行“人文走廊”开幕典礼。从东边图书馆、校史馆、

音乐中心、墨艺轩、美术中心、开放式阅读空间等到西

边，横贯综合大楼、国字型大楼和教学大楼的“人文走

廊”即将启用，开展相关教育活动，落实其人文教育的

功能。

成为 21 世纪的生力军

各位，在全球化以及科技翻转世界的人工智能时

代，人文教育更显重要，学校必须随着当今世界的脉

动，积极而勇敢的承担社会责任，教育团队更需要有前

瞻而严谨的探索精神，以灵活而创新的教学模式，引领

同学们成为自信而谦虚的学习社群，每一位同学能独立

学习也能与同侪协作共学，把班级经营成开放、协作和

自我改善的学习共同体；我们期许每一位同学在蓬勃的

校园生活中，构建与时并进的全方位能力、积极正向的

价值观和人生观、全球化思维及人文关怀的情操，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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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21世纪的生力军，创造更美好的世

界，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意义。

三机构同仁是强大的支持力量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在丹斯里杨

忠礼董事长与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的领

导下，三机构同仁对学校建设与发展的投

入，对教育理想的支持，对师生真诚的关

爱，是学校教育软硬体得以持续稳健快速

发展强而有力的支持力量，让我们全体师

生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三机构同仁的无私奉献！ 

期许兴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欣欣向

荣！万古长青！ 

祝愿同学们新年进步！大家生活幸

福！谢谢。

图说兴华 水淹校园

兴华的第二代校舍建于
1951年，七十年代末已显
得残破不堪。加上地处低
洼，每逢大雨便成灾，全
校宛如水泽王国，成了独
特的景观。图为七十年代
末的某次水灾，可看到从
教室到草场有如一片汪洋。

文/ 徐威雄博士  

◆	2018 学年新加入我校教育团队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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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人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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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学年班导师名表

【各科教研组组长】

华文：李贤丽、詹荣贵、林金花 国文： 李锦华、林秋虹、郑  友    数学：林雁冰、洪淑芬、黄世升

生物：林玉莲   化学： 黄树群(代)     物理：黄树群               科学：吴佩芬

商科：许梅韵(兼任)  社科： 谢锡福(兼任)     历史：符彩英               地理：黄慧韵

生技：黄耀漳   美术： 谢金聪  

【各年级组长】 初一级：陈坤祝、庄晓毓         初二级：李庆福、林春丽       初三级：朱丽芬、林春兰 

                高一级：林爱心、林惠芳        高二级：刘兼阀、郑晓沁       高三级：颜毓菁、陈伟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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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投入
我校教育工作

颜川原老师	
执教科目/职务：
科学教师

学历：
Taylor’s University【B. of Biomedical 
Science】

白黄采欣老师	
执教科目/职务：
华文教师

学历：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学士 

【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

马溢远老师	
执教科目/职务：
英文教师

学历：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B. of Media & Creative 
Studies】

邢维倩老师	
执教科目/职务：
英文教师

学历：
MMU【B.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Help 
University【Master of Education, TESL】

杨凯雯老师	
执教科目/职务：
国文教师

学历：
兴华中学高中毕业

Indra A/P Muniandy
执教科目/职务：
国文教师

学历：
University Malaya【B. in Malay 
Studies】

林坤贤老师	
执教科目/职务：
历史教师/校史馆助理 

学历：
国立台湾大学学士【历史系】

HIN HUA MONTHLY  2018年 1月号14



黄慧韵老师	
执教科目/职务： 
地理科教研组组长/ 地理教师

学历：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学士【地理学系】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德育学】

执教科目/职务：
数学教师

学历：
USM【B.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Master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Doctor of Philosophy】

颜慧萍老师	

符美银老师	
执教科目/职务：
科学教师

学历：
UTM【B.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sia e University【Master in 
Education】

谢祉毅老师	
执教科目/职务：
数学教师/ 资讯出版组组员

学历：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Upsi) 
【Bachelor in Chinese Language with 
Education】

曾柏融老师	
执教科目/职务：
数学教师

学历：
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学士【数学系】

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硕士【统计信息研

究所】

执教科目/职务：
物理、科学教师

学历：
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学士【物理学系】

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硕士【物理学系】

陈泽莹老师	

陈芋嫣老师	
执教科目/职务：
数学、化学教师

学历：
拉曼大学学士【生物化学系】

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硕士【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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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一 级 
始业辅导 规划与开拓高中学习旅程

周艺敏（高一理孝）报道

高中生涯充满着未知的挑战，为了让从初三升上高一的学生尽快适应高中学习模式和习惯的转变、妥善规划并为高

中三年的学习生涯奠定良好基础，2017年12月29日（星期五）至30日（星期六），我校训导处结合辅导处及教务处联办

高一始业辅导。

29日上午7时半，全体高一生在朝阳堂集合。训导处李荣兴主任向同学介绍高一的12位班导师，并在级联组长林爱心

老师及林惠芳老师的带领下，将开展高一级系列学习活动。李主任强调，这些活动旨在引导学生拟定学习与发展方向，为

新一年的学习目标做出规划。紧接着是新生邂逅班导师环节，刚经历了分班的学生们各个以不同方式在新的班级里进行自

我介绍，与新一年的班导和同侪互动交流。

“学理导航 GPS”理科班讲座

29日上午9时半，理

科生进入大讲堂聆听外宾

演讲，讲题为“学理导航

GPS”，主讲人是2008年

毕业的廖保仁学长。廖学

长首先与大家探讨“人文

科技面向未来”的意思，

并请大家思考为什么“人

文”要优先于“科技”？

他说：“没有人文，

世界就会发生人类与AI（

人工智能）抢夺工作、社

会失序等事件。”

他提问，当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从前学习的高中知

识会否越来越老旧？他接着大派定心丸表示，人工智能

无法完全取代人类，而我们学习的高中知识是理科的基

础，因此他告诫同学们必须认真面对高中的课程。

廖学长也针对科学的学习方法提出“大胆假设，小

心求证”的心得。其中学习科学的论证十分重要，倘若

只会大胆假设而缺乏论据，就沦为胡说八道。他提及人

类过往对科学的误解 ——	以为地球是平的。但为什么古

人会认为地球是平的？因为从前的科技尚未发展，人类

没有机会见识到地球的原貌。

“而今，我们也会说地球是平的，那是因为科技缩

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与空间距离，从而诞生了‘地球

◆	廖保仁学长

村’的概念。科技十分重要，能够引领与改善人类的生

活，善用科技，便可走在时代前沿、了解世界。”

接着廖学长勉励大家宏观地学习理科，他分享有效

学习理科的方法：

第一、明确方向，精准定位

没有实践，假设只是一场空谈。同学们要学会求

知、做事，共同生活、发展与改变。简而言之，我们要

终身学习，同时也要学习与他人团队合作。此外，学习

批判思维，对任何知识都持有疑问，不能照单全收；要

注意的是批判并不是批评，必须学习沟通，把内心想法

准确传达给他人。廖学长也鼓励同侪之间协同学习，因

为教他人解题便是提升沟通能力与强化知识的方法。他

呼吁大家在具备各方面能力之际，趁早明确自己的天赋

与兴趣，并加以栽培。

第二、拟定高中三年的规划

在高中三年培养硬实力及软实力。硬实力为会话、

书写、知识、数学、电脑能力；软实力为沟通和管理能

力。此外，真心交友，同侪间互惠互助，缔造双赢。

第三、高谈理想，装备自己

在PDCA基础上不断提升自我。理科课程环环相扣，

一窍通，窍窍皆通，同学们必须清楚掌握基础才能学好

理科。学习过程中，成就感能造就兴趣，多做练习、发

现问题并不断分析就能获得成就感。

此外，廖学长也传授了学好理科的秘诀，他强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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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必须眼、手、耳、口到，才能心到，完全明白课程。

当课程太沉闷又听不懂时，他认为必须继续听、不许睡

觉，所谓“一回生，两回熟”，慢慢明白知识，能明白

一半总比完全不懂好。

笔记与预习的重要性

他也鼓励大家勤做笔记，记录学习重点，就能减

轻复习时的负担。从课本找重点，记忆会更加深刻。此

外，切莫抄笔记，笔记反映个人的思维模式，用自己的

方式连接重点。

预习时，廖学长建议大家从自己喜欢的科目开始。

他说，从课本的练习题入手预习记忆会较深刻。天天整

理笔记也是复习的方法，他同时警惕大家绝对不可以抄

功课，也希望大家踏实努力、不抱怨功课的数量。

建构各方面的能力与品德

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廖学长说

学校不只是学课本知识的地方，学生还必须学习与人相

处、提升办事能力等。此外，学生必须承担责任，学习

如何兼顾课业及合理分配时间，该认真时认真，该玩耍

时就尽情玩耍。

廖学长表示，当今不是个人逞英雄的世界，谦虚的

品德非常重要。他建议大家真诚待人，以服务为快乐，

不追求回报。与朋友发生争执时，建议私下与他们和

解，在中学生涯快乐读书、真心待友。此外，遇到困难

时必须找人倾诉，他建议大家可到辅导处咨询老师或去

图书馆找资料。

最后，廖学长以“学习不是人生的全部，但如果连

人生的一部分都无法征服，还能做什么？”与大家共勉。

文商班创客：拯救企业大使

文商班学生第一项始业辅导活动为“创客240 2.0”

，300余名学生被分成两组，分别在科技大楼5楼及9楼

进行学习体验营。为让高一文商班同学体验商业操作情

境，“创客240”因应而生，活动策划的负责老师为许梅

韵副校长、朱伟杰老师、刘兼阀老师、黄芷欣老师及邱

咏芳老师。

活动进行前，所有的同学被分成以国内企业家命名

的小组，再抽签获取各自负责拯救的一项“黄昏企业”

，通过小组讨论想出各种具体方案，制作出海报或简报

来吸引投资者投资自己的拯救企划方案。

现场特设“杂货店”，各组可用手上的豆币换取任

何需要的文具材料，甚至是在场商业顾问的指导意见。

这群顾问是由高二及高三文商班学生组成。同学们绞尽

脑汁完成任务，过程议论声不断，遇到不明白时也请求

老师帮忙。小组报告完成后，获得最多投资者的组别被

颁予“企业拯救英雄奖”，四组优胜队伍并在第二天的

外宾演讲环节受邀上台报告他们杰出的方案。

文商班讲座：顿循渐进，计划有方

次日，同学们集合在大讲堂聆听外宾演讲，主讲人

为陈颖毅老师，就“创客240 2.0”活动与大家分享“成

功的五大秘诀”：

第一、态度与知识

每天复习课堂资料，定时向资深的学习伙伴请教，

同时与积极正面的成功人士来往，是自我提升的方法之一。

第二、目标的设定

你的目标是着眼于产业、行业还是职业？明确目标

方能成功，目标模糊会严重影响成果。

第三、创意行动

专注于对所负责产品的第一感受，想象成品的特征

和样貌后方才执行。最后，务必与他人分享成果。

第四、物色人选

认真设计招募字样，吸引顾客的眼球是成功的第一

步。此外，为了更有效率推展创意，陈老师建议大家为

组织定位并拟定执行名单，名单内需有策略长、执行长、

金融长以及技术长等职位，大家各司其职朝目标迈进。

第五、提升自己

不断检讨之前的失误，为下一个项目打好基础，绝

不重蹈覆辙。

◆	同学们绞尽脑汁提出各种具体方案，拯救“黄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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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提出每日行动清单，他建议大家每一天都

必须阅读资料，并养成至少与一至三人交谈的习惯。此

外，他特别为新生讲解了为期四周的周期计划，鼓励大

家每周至少一次分享自己整理的资料，参加活动或线上

研讨活动。每周期增加一位新学伴，以获取来自不同角

度的观点。最后，与资深学伴联系，以随时更新知识。

陈老师提出了成功公式 ——	 1.01法则以及错误公

式0.99法则。将1.01以及0.99乘上365次方，最大的数目

为前者。这表示每天付出1.01，过了一年，获得的收获

却比不尽全力的多。

接着，他吁请大家思考几项问题：你知道自己在做

什么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态度决定一切，你的态

度又是怎么样的？他说：“没人会计划失败，而是败在

不去计划，你的选择比努力重要。”

理科班创客

12月30日（星期六），理科生也投入于“创客240 

2.0”学习体验营，由郑吉添老师、洪梅珠老师及朱键鸿

老师精心筹划。同学针对老师们设好的生活问题，如：减

肥计划、罐子上病菌的辨别错误等展开讨论，寻求解决

方案。各小组以历代伟大的科学家为组名，途中有任何

小组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请教学长姐们、班导师抑或

主持老师，但必须用“智粒”购买相关咨询。

上午10时55分，理科生在科技广场展开成果发表

会，陈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会结束后，理科生集合

到黄景裕讲堂进行点评与颁奖礼。

洪福孝老师针对各小组的学习成果进行点评，他

指出一个团队不能有太多领导者，大家都必须遵守团队

精神。身为理科生必须有不耻下问的精神，学习上旁征

博引、融会贯通。此外，海报呈现方面，同学们呈现时

照着海报念是常见的错误。海报只能展示重点，达到心

智图的效果，其他内容必须经过口头叙述。他补充，数

据除了是让人信服的证据，还是反驳他人观点的有利武

器，因此搜集与呈现数据非常重要。

接着，活动策划负责人之一朱键鸿老师总结：学习

体验营是为了帮助高一生融入与体验高中学习生涯，高

中的知识点和初中差太多，需要自学探究、阅读理解、

资料检索、思考讨论、团队协作以及表达交流。接着，

朱老师提问让大家思考：你想成为怎样的人？你学习了

哪些能力或知识？你已经能与他人合作共事了吗？

在全体师生拍摄大合照后，理科班和文商班学生结

束学习体验营，本年度高一始业辅导圆满落幕。

◆	高一级联组长林爱心老师赠送纪念品予陈颖毅老师，
感谢其分享。

◆	同学们针对老师抛出的问题，展开讨论，寻求解决方案。

◆	同学们在科技广场展开成果发表会，介绍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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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高中学习技巧
邓巧蓥（高一理忠） 

通过两天的始业辅导，我受

惠良多，不但掌握如何学习高中

课程的技巧，更体验了高中阶段

的课堂模式。这些活动让我对理

科有了初步概念，不至于懵懵懂

懂开启高中生涯。此外，外宾演

讲也为我带来启发，使我懂得变

通、使用其他的学习方法，而不

是一味盲从初中的学习模式。总结而言，这两天的课程使

我在日后更有目的性、更有效率地展开高中学习课程。

确立目标，融入学习
苏荣谦（高一文商礼）

这一次高一级始业辅导，对

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体验。在“创

客240”的学习体验营中，我初

步了解商科学习道路，同时也认

识一些在商业界的成功人士。这

些成功人士，将成为我的榜样，

让我在学习商科的路程中更有干

劲。我认为始业辅导十分重要，

不但能让我更好地适应环境，也让大家更了解往后的学

习旅程，从而更确立自己的未来目标。

◆	全体高一文商科班同学与师长合影。

◆	全体高一理科班同学与师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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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新生 
始业辅导 扬帆起航  奋发力学

◆	全体初一新生在始业辅导开幕礼与师长们合影，迎接中学的学习旅程。

张泳淇（高一文商勇）报道

为了让初一新生尽早适应校园生活、了解中学学习

生涯，我校辅导处于2017年12月29日至30日及2018年1月

2日为638名初一新生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新生始业辅导。

当天一早，初一新生穿戴整齐、精神焕发准时抵达学

校，由学长和童军团带领进入各班。

我校多年来持续举办初一新生始业辅导，学习拟定

中学生涯计划，同时引导同学们订立目标，结合班级团

队、群体动力以及个人体悟，营造自主学习、自治友爱

的校风和良好的学习环境。四天的活动内容包括：熟悉

学校的环境、校史、校歌、校训以及学习眼保健操等。

此外，校方也举办了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如：由教务主

任许梅韵副校长主讲“开跑前，停、看、听——谈中学

学习与评量”、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副校长主持

的“英文课程结构讲解”以及外宾演讲，由郑凤云讲师

和大家分享“Zero Waste零垃圾环保”。 

为了更有效地让新生们了解学会团体的性质与活动

内容，校方特设学会团体介绍与表演环节，藉此让各学

会团体招收新会员。综合活动方面，由学长及童军团带

领新生进行校园巡礼，同时在不同的定点穿插多元智能

小游戏，让新生探索及训练自我认知，了解校园环境、

建立团体意识。透过一系列的导览、活动及讲座，初一

新生认识校园环境与各项措施，了解校方办学理念，使

他们能提前设立学习目标、规划学习计划。

此外，我校格外注重每日10分钟的眼保健操，辅导

处朱彩萁老师为初一新生示范眼保健操，以便大家有效

地对眼睛进行保护。各班导师也指导同学们展开10分钟

的晨读，养成终身阅读习惯。

今年的新生始业辅导，校方希望大家达成“乐观自

治”，“奋发力学”和“熟悉新环境”的目标。辅导处

谢广婷老师在“扬帆起航：始业辅导总结”环节为本次

活动作出总结，她勉励新生扬帆起航，在学习旅程面对

无边无际的大海，要勇敢地驾驶自己的生命之舟，在接

下来的六年中学生涯不断探索，找到人生的方向。航行

总会遇到风浪，她提醒同学们：

一、遇到困难，要主动求助，找适合及有经验的长辈 

    帮忙。

二、在沟通上，要有同理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三、影响力是双方的，要做个有原则且带给他人正面影 

    响的人。

最后，校方也就此活动收集了学生们的回馈表，以

进一步了解新生参与活动的收获及感想。

◆	学习眼保健操保护视力。 ◆	体育校队学生指导新生们列队要领。

HIN HUA MONTHLY  2018年 1月号20



初一新生适应力强
庄惠善老师（初一智班导师） 

我是今年初一智的班导师，

已任职4年班导师一职。对于今

年的新生，我觉得他们比往年的

新生更快适应新的环境，并且能

够准确地完成老师所指派的任

务。此外，班级里所选出的执委

非常主动积极，办事能力较强，

可以独自完成任务。同学们也能

够理清自己的能力，老师只需简

单地从旁引导，他们便会主动付出。我希望接下来的课

堂上，同学们能够加强自我管理，把纪律与卫生问题处

理好。我认为初一的班导师们应在初一阶段，注重学生

的纪律，并加强秩序管理等。

学长平易近人
方雯萱（初一勇）

在新生始业辅导的三天里，

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认识了

来自各个小学的新朋友。在新的

环境里，我觉得自己应该很快就

能够适应，因为我的个性比较活

泼，很容易跟朋友打成一片。此

外，兴华的学长在这三天内也非常照顾我们，比想象中

好相处。

我觉得新生始业辅导最有趣的活动是在仁爱广场玩

游戏，这些游戏非常有趣，同时让我认识许多朋友。我

希望在未来的学习生涯，同学们能够互相帮忙、和睦共

处，也希望全班一起升级，一起完成初中课程，留下美

好的回忆。

郑敏甜 ( 初二礼 )、林婕婷（初二平）采访

◆	通过小游戏认识彼此，并建立团体意识。 ◆	新生发现兴华园休闲静心的好去处。

班级相处融洽
郑诘宏（初一信）

我在新生始业辅导获得了

不同于小学的体验。从小六升至

初一，过程中最深刻的感受莫过

于从小学里年级最大者，瞬间成

为中学里级别最小者。这几天，

学长们带领我们参观校园，并进

行一些活动以助大家融入中学生

涯。一系列的活动成功促进了我

与同学们的感情，学长们的讲解

充实又有趣，个个都平易近人。

我的班导——黄世基老师幽默风趣，相信接下来

的课堂学习会很快乐。在未来的学习生涯，我一定会尽

全力为班级付出。我擅长球类，因此会踊跃参与球类竞

赛，尽力取胜。经过这几天的相处，我们这一班和睦融

洽，希望大家可以向班级的共同目标前进。

◆	新生认识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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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新生 
始业辅导讲座 校训的启示

颜嘉丽、李芷薇（初二廉）报道

1月11日(星期四)下午1时50分，我校辅导处在科技楼大

讲堂举行初一新生始业辅导，主讲者是苏进存署理校长。刚

加入兴华大家庭的全体初一生专注聆听讲座，署理校长为大

家讲解校训礼义廉耻的意思与实践方法。

礼义廉耻

他说，每个人从小都有自己的座右铭，兴华人的座右

铭就是校训所标榜的“礼、义、廉、耻”。古人说，礼义廉

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校学习，我们该如

何培养“礼义廉耻”的美德呢？署理校长以烹饪食材为譬

喻，与大家分享如何在6年的中学生涯精心调配“礼义廉耻”

的精神佳肴。

一、鲤（礼）鱼跃龙门

材料：态度谦虚三汤匙、说话有道理一公斤、处事有条 

          理两条、生活合常规一碗、行动有纪律五杯。

礼，是指规规矩矩的态度。当我们懂得遵守规矩和纪

律，做人处事讲道理、态度有礼，一定受人欢迎，前途无可

限量。

二、锦绣玉（义）米羹

材料：守信用两罐、诚恳三碗、负责任四公斤、公平不 

          取巧三磅。

义指的是正正当当的行为，遵守时间，履行诺言和不说

谎话都是实践“义”的方法。同学们只要安守本分、按部就

班学习，必能锦绣前程。 

三、展翅莲（廉）藕汤

材料：明辩是非五茶匙、储蓄习惯一大碗、节约时间廿 

          四杯、勤奋排骨三公斤。

廉，指的是清清白白的辨别。例如：处理财物能

公私分明，懂得“应得才拿，应给才给”这个道理。

除此，“廉”也包涵节俭，感恩惜福，不浪费。一旦 

我们能分辨是非、公私分明，处事有分寸，并且节俭养廉，

将终身受用。

四、豉（耻）汁龙膳

材料：知耻心三大碗、反省两汤匙、爱整洁五瓶。

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当我们知道自己的过错并

诚心改过，例如:学业成绩一落千丈，就马上检讨学习方

法和习惯，必能培养严以律己，自觉、自律与自学的好 

习惯。

立定志向

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署理校长勉励大家趁早立

下学习目标，并朝着目标前进。此外，拟定个人使命宣言，

思考：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有哪些品格是我想拥有的？

我最强的才能及天赋是什么......他教导大家管理时间的方

法，将生活中的事物分为“紧急”、“不紧急”、“重要”

、“不重要”四个范畴，并拨出时间完成重要的事情。 

最后，署理校长期许全体新生成为六星级兴华学习大

厨师，他以“是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像什么”与大家共

勉，讲座在下午3时圆满结束。

牢记教诲，遵从校训
林浩昱（初一平）

听完讲座我获益匪浅，苏进存

署理校长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和大家

分享“礼义廉耻”及做人的道理，

教导我们要有礼貌、讲义气、有羞

耻心等，提醒大家正确的待人处事

之道。我会把苏署理校长的教诲牢

牢地记在脑海里，努力读书，顺利考上初二。我觉得这场讲

座对初一生很重要，虽然我在始业辅导获悉兴华的校训是“

礼义廉耻”，但并没有进一步思考其背后的意义，直到苏署

理校长和大家分享，我才进一步了解校训宝贵的精神。

树立目标，体现美德
洪可沁（初一忠）

这场讲座让我真正理解校

训“礼义廉耻”的意涵，苏进

存署理校长以饭店的经营为例，

通过生动、有趣的比喻，如“加入

一汤匙的礼貌”、“态度谦虚三汤

匙”等，让大家理解校训的意义，

现场充满欢笑声，大家都用心聆听。在进一步了解校训的意

义后，我也树立目标，告诉自己在未来的学习生涯必须对师

长有礼貌、对朋友友爱，同时立定志向奋发学习等。身为班

长，我认为让大家了解校训的启示对班级管理十分重要，希

望大家听了讲座身体力行，将包容、友爱、谅解等美德体现

在生活当中。

◆	苏进存署理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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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学年伊始，我校辅导

处于1月16日（星期二）为初

一新生举行“如何做个快乐

的中学生”激励讲座，主讲

人是我校去年的高三毕业生 

——	 郑育文学姐和林靖彬学

长。两位学长姐在讲座会

开始前，与同学们

进行一个暖场小

游戏，营造温馨

和谐的气氛。

首先，育文

学姐与大家分享

其 学 习 趣 事 ，

其后她邀请一些

同学上台各自分享一

件小学生涯的快乐事情，

同学们都落落大方地分享各自的求学趣事。育文学姐补

充，中学的快乐源自于多姿多彩的校园群体生活。在群

体生活中，我们必须主动融入班级活动，尝试形形色色

课外活动等。

靖彬学长与大家分享了许多有趣的野外露营经验，

以及露营时所习得的生活技能。同学们津津有味聆听学

长的分享，十分开怀!除此，学长也鼓励大家多参加义工

活动，并从中学习课外新知、发扬服务精神。靖彬学长

表示，多参与课外活动，除了增广见闻，也可以促进人

际交往，开拓视野。

初一新生 
始业辅导讲座 如何做个快乐的中学生

陈欣蜜（初二平）报道

 学长姐分享完毕，为同学们进行总结。他们勉励大

家，在团体生活中有三个学习要素，第一、要有毅力；

第二、要有团队合作精神；第三、积极提升处事的态

度，而中学生涯最重要的学习态度是“主动积极”(Pro-

active)。主动积极即采取主动，为自己过去、现在及未

来的行为负责，并依据原则及价值观，而非情绪或外在

环境来下决定。主动积极的人是改变的催生者，他们扬

弃被动的受害者角色，不怨怼别人，发挥了人类四项独

特的禀赋 ——	自觉、良知、想象力和自主意志，同时以

由内而外的方式来创造改变，积极面对一切。

最后，学长姐以“如果心里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

夫”，与在座全体初一生共勉。

期待美好的中学生活
陈佩恩（初一智）

这是一场既有趣又激励人心

的讲座，学长姐的亲身经验带来启

发。我会在六年的中学生涯努力求

学，树立目标奋发向上。此外，我

希望在这六年里多认识新朋友、与

班上的同学一起班旅等，为中学生

涯写下美好的回忆。

主动积极，充实自己
郑仁达（初一义）

听了这场讲座，我希望在

中学生涯积极参与各项活动，让

这六年的学习生活更加充实、快

乐。我会积极多元尝试，也会努

力读书，让自己每年都顺利升班！

◆	林靖彬学长

◆	郑育文学姐

2018年 1月号  HIN HUA MONTHLY 23



零垃圾环保讲座

洪振丰（高二理忠）、李妍萱（高一文商礼）报道

千百年以来地球母亲都在包容我们的无理取闹，如今地

球已千疮百孔，是时候轮到我们来抚平地球母亲的伤疤了。我

校训导处于1月2日（星期二）在朝阳堂分次为高、初中同学举

办“零垃圾环保讲座”，主讲人是创办Zero Waste Malaysia群

组的郑凤云老师。

郑老师是零垃圾生活实践者，她也是一名作者、专栏作者

及专题记者。她曾在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京办公室担任实习

生，参与淡水项目计划。回马后担任报章专题记者，专注撰写

环境议题。她一直思考，在庞大的环境问题面前，每一个人究

竟可以做些什么？受一户美国家庭启发，郑老师自2016年展开

零垃圾生活实验，为生活中每一样会产生垃圾的行为及物品寻

找替代方案。至今和丈夫两人产生的所有垃圾，可以装入500

毫升的玻璃瓶，重量不超过100克。

她向同学们介绍环保的经典5R：Reduce，减少丢弃的垃

圾量；Reuse，重复使用容器或产品；Repair，重视维修，

延长物品使用寿命；Refuse：拒绝使用无环保观念产品； 

◆	郑凤云老师

Recycle：回收使用再生产品。

接着，她与大家分享如何在生活中具体展

开“零垃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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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老师强调，环保很重要，它不仅是往后人类生存

的关键，也为人类在地球延续生存资源而努力。如果你

想要挑战零垃圾的生活，并不孤单，世界上许多国家，

如欧洲、日本、英国等，都有着Zero Waste的组织。马

来西亚的Zero Waste Malaysia，参与的人数已远远超越

4000人，他们与你同在，一起奋斗、努力将零垃圾生活

普及化，为保护地球母亲献份力量！

深化推动环保教育
李荣兴主任（训导处主任）

学校于2001年开始推行资源

回收，更于2010年在校园内推行

弃用塑料袋、保丽龙的政策，让

环保教育迈入另一个层次。2018

年，学校进一步深化及推动环保

教育，尤其是落实“零垃圾”

、“珍惜资源”的原则，以“减少垃圾”为重点目标，

此次于始业辅导安排了零垃圾达人——	 郑凤云老师亲临

学校分享零垃圾经验，建立5R意识；希望全体师生更有条

件做好减少垃圾、垃圾分类等环保工作。

郑老师的演讲，传达一个重要的概念，当我们使用

任何东西之前，一定要先思考：有替代品吗？我使用的

这个东西，可以不用吗？可以重复用吗？如果不能重复

使用，可以资源回收吗？

如果大家都能有这个信念，垃圾就会减少，也就是

走向零垃圾的目标。我希望在大家努力经营下，不仅校

园环境得到改善，也能净化师生的心灵、体现兴华人的

文明素养。

实际行动实践环保
吕德勋（高二文商智）  

我觉得学校举办零垃圾环保

讲座很有意义，这也是我参加过

最有趣、特别的环保讲座。讲座

后，我的环保意识提升了，我觉

得我们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环

保工作，比如垃圾分类、拒绝使

用塑料袋、吸管等。此外，班级垃圾分类桶的设立无疑

是一个有效推行环保的方法。希望大家齐心把环保做得

更好 ，保护我们伟大的地球，让环保不再只是挂在嘴上

的标语。

爱护地球，人人有责
孙佳萱（初二和）

听完零垃圾环保讲座后，我

领悟到了环保是每个人的责任，

如果我们因为一时的方便而不实

行环保，将会造成未来许多的不

便。此外，心动不如行动，我们

必须真正去实践，否则环保永远

只能成为口号。爱护地球，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成为

具环保意识的好公民吧！

◆	垃圾减量 5R 原则。

◆	到菜市场买菜时也可自备篮子或环保袋等，拒绝使用
塑料袋。

◆	使用全竹制作的竹牙刷和 DIY
牙膏到成零垃圾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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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黄宇恒同学（高三理爱）参加由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主办的2017年青年领袖计划征文比

赛荣获特优奖，为校争光！是项赛事开放予14至17岁之

间的青少年，参赛者必须就主题提交一篇500字的英文文

章，抒发创见，主办方从全国参赛作品遴选6份特优奖，

得奖者将获墨尔本三一大学全额赞助赴该校体验为期一

周的校园生活，参与所选兴趣科系的讲座和工作坊等。

主办方希望藉此培育世界各地的青年领导人，透过互相

交流独特的学习经验、促进学术蓬勃发展，建构青年领

袖各方面的能力。

月报特访黄宇恒同学，与大家分享其备赛经验及

获奖心得，鼓励更多有志于参加第二语文写作的学生借

鉴，奋发有为。

1. 请问这是什么性质的比赛？
这是一项英文作文比赛，主题为“一件历史事件的

重要性”，主办方要求参赛者从过去60年的历史事件中

选择一件其认为影响深远或极其重要的事，并解释为什

么相关事件十分重要。该事件可以是一起政治事件，某

些历史人物对某历史阶段发展的影响、发现或发明；也

可以针对某个历史阶段社会的变化等。参赛者针对主题

发挥，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写作体裁可以是国家或全球

事件，或仅在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一个单一事件。脱颖而

出者有机会到澳大利亚与各国学生一起体验大学生活，

培养领导能力。

2.分享你的参赛题目与内容。
我的作文针对马丁•路德•金脍炙人口的讲题《我

有一个梦》（I Have a Dream）发挥与延伸己见。这是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演讲之一，象征了一群被压迫的群体

勇于为这一代与下一代更美好的明天站起来奋斗。

1963年马丁•路德•金与肯尼迪总统见面，要求通

过新的民权法，给黑人以平等的权利，他在林肯纪念馆

的台阶上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标志着20世纪黑人

民权运动进入高潮。种族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人，一次

又一次地冲击着美国社会的基本信念和主流价值观。

众所周知，《我有一个梦想》以诗一般优美的语

言、感人的情感和信念而著称，但它取得成功不仅仅是

因为语言的激越与生动，更是因为其所倡导的价值观 

——对自由的信仰。这起历史事件，体现出人们坚持追

求平等与自由，为理想奋斗不懈的美德。

黄乐仪老师采访

3. 请问你如何备赛？过程中做了什么努力？
赛前我阅读了大量的英文与历史书籍，以开拓视

野、增广知识。写作前，我也上网搜索马丁•路德•金

生平、黑人争取平权与解放运动等资料，以便更进一步

了解相关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下笔时更能充分表达此

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4. 是否曾遇到困难？如何寻求资源与帮助？
过程中我的确遇到一些困难，比如：如何从大量的

资讯中筛选有用的信息、如何去芜存菁、如何立论使文

章更具说服力等。我的英文老师Ms.Prem十分有耐心，和

蔼地给予我各个方面的帮助，我对她感激不尽。

5. 请分享你的得奖感言。
在比赛中脱颖而出，我感到非常惊喜，这是一种肯

定。此外，我很荣幸于2017年12月3日至10日，赴墨尔本

三一大学展开为期一周的学习体验，并如愿体验工程科

学系（Engineering Science）的学习模式，结识了来自

各国志同道合的朋友，丰富我的生命，使我毕生难忘。

6. 对于有兴趣参赛的学弟妹，有什么鼓励或赠言？
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养成善于思考的好习惯，此

外，关注新闻时事，对社会上各项议题多加关注。阅读

也是自我增值的关键，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希望

大家多阅读、多学习，随着视野日渐开阔、生命更为丰

盛，是件愉快之事！

全国英语写作比赛特优奖 - 访黄宇恒
Trinity College Essay Writing Competition

◆	黄宇恒从三一学院代表的手中领取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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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宇恒得奖作品

On the steps of the Lincoln Memorial, in 
Washington D.C. ,on 28 August 1963, Martin 
Luther King Jr. gave a speech that has endured the 
test of time and is regarded as a defining mo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a turning point for African 
American rights in turbulent times. 

Back then, a divided society was apparent 
in 1960s America. Rampant racism was visible 
throughout America, made clear by the signs 
which read “whites only”. Slavery in the past was 
partially kept in the form of segregation of blacks in 
schools, workplaces and in public. In a country self-
proclaimed to be the land of the free, the irony of it 
is obvious for all to see. The African-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was formed to e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frican Americans, and was characterized 
by a number of events; most remembered of them 
all was the speech that shook America to its core. 

The “I have a dream” speech was a powerful 
rallying call, crafted brilliantly to resonate with 
its audience. Standing behind the speaker, was the 
memorial for one of the greatest presidents of the 
nation, who famously toiled to abolish slavery, acted 
as a figure for the world to remember how this great 
man worked to achieve equality for the peoples 
of this country. The speech included references to 
well-known documents such as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bible, which helped to spark 
the 250,000 strong supporters’ hearts. Strong, verbal 
remarks of inequality throughout the cities and 
ghettos of America where African Americans were 
being robbed of equal rights were compelling to its 
massive number of audiences. Repeated rhetoric 
of “I have a dream” being the most influential, its 
gripping strength still echo to this day. 

The speech was a resounding success for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galvanising its supporters 
in its belief that justice was within reach.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freedom 

where the African Americans so desperately fought 
for and attained. 

To this day, it is relished as a successful act 
of non-violence, where bloodshed is not needed 
to achieve justice, a respectable continuation of 
Gandhi’s work. It is relished as a cornerstone for 
equality between races in modern America. It is 
relished as the shining star of American values. 
Needless to say, its effects have impacted not only 
in America but the entire world, where many have 
paid homage to this wonderful speech. 

It brought awareness to a wider audience than 
America. People’s minds around the globe started to 
challenge themselves on whether minorities should 
be given equal rights and treatment. Through this 
speech, a sense of care and respect for minorities 
that was void before was now firmly set in the hearts 
of many. The eloquent oratory planted the seeds 
of humanitarian values that were shared among 
not only by a particular race, but all  mankind. As 
though it was destined, an American spread across 
the world the true purpose of this great phase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e dream Martin Luther King Jr. had was 
the most astounding and memorable of them all. A 
dream where blacks and whites could hold hands 
together, where “crooked places will be made 
straight” and where people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u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s.” moulded modern society. These 
standards are being held today in the modern world 
partly because of this timeless, magical speech. The 
long-lasting effects of it ripple throughout history.

As a revitalizing gift to humanity, this 
enthralling speech serves as a beacon of hope 
for aspiring people and nations who are working 
towards their own freedoms, and their own dreams.

I have a dream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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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一月份升学说明会
陈花音、伍偲梡报道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香港岭南大学升学说明会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于1月8日（星期一）下午3时15

分，主办香港岭南大学升学说明会，由该大学环球教育

处吴咏琪高级学术交流经理，以及李慧妍学术交流经理

联合主持，共吸引30位学生参与。

主持人吴咏琪小姐播放了一部有关岭南大学（简称

岭大）的影片，介绍岭大及其独特之处。岭大为香港高

等院校中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同时也是“亚洲十大顶尖

博雅学院”之一。其办学方针为培育学生慎思明辨的能

力及创新思维，并能独立思考、关怀社会、承担社会责

任，使学生毕业后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追求人生目标。

岭大通过以下模式实践博雅教育：基础宽广的课程

设计、全面的校园住宿、紧密的师生关系，以及设置丰

富多采的交流和课外学习活动。岭大开办本科课程涵盖

人文学、商学及社会科学三大范畴，其中70%的课程以英

文授课，课程内容包括通识及跨学科科目，以巩固学生

不同学科的基础知识。

岭大亦是香港唯一一所为100%本科生提供四年全宿

的大学。第一年的宿舍生活，岭大安排国际学生与香港

学生同住，以便能够在短时间内适应香港文化与生活。

岭大亦强调师生间的互相学习，其师生比例为1：15。本

科生在大学4年间被安排一位导师，为学生策划下一学期

的学习目标及提供援助。

岭大生可透过参加国际实习计划，在实际环境工作

接触不同文化，以获取宝贵经验。这些计划包括“东盟

实习计划”、“环球实习计划”、“美国迪士尼世界暑

期交流及工作计划”、“大中华暑期实习计划”等。此

外，约八成岭大生有机会赴该大学遍布40个国家的190

◆	吴咏琪小姐及李慧妍小姐联合主持香港岭南大学升学
说明会。

多所海外伙伴院校，当一个学期的交换生或参加暑期课

程。岭大秉承“作育英才，服务社会”校训，为学生提

供服务研习及其他服务社会的机会，让他们与社区保持

连系，帮助有需要的人。升学说明会于下午4时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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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复旦大学升学说明会

中国复旦大学升学说明会，于1月12日（星期五）下

午3时15分举行。当天出席的代表有刘莉处长（外国留学

生工作处）、战敏助理研究员（外国留学生工作处）、

李双龙副院长（新闻学院）、汪卫副院长（计算机科学

技术学院）、莫炜副教授（基础医学院）及章晓野副处

长（对外联络与发展处、复旦大学校友会副秘书长），

共吸引逾80名学生出席。

刘莉处长向同学们说明复旦大学名字的由来，该校

名取自《尚书大传》之“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创始

◆	中国复旦大学升学说明会，共吸引逾 80 名学生出席。

于1905年，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复旦

大学是一所世界知名、中国顶尖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于2018《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名列第116名。

在刚出炉的2018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复旦大学挤入全

球前50名，位居第40名。此外，在2018年QS世界学科排

名中，复旦也有20个学科位列世界前100，属于中国国内

排名第3的大学。其中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于2000年

合并，成立新的复旦大学，形成了文理医三足鼎立的学

科格局，办学实力进一步增强。

复旦大学与境外200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交流

合作关系，本科生境外访学人数占年级人数比例超越50%

，居中国高校领先地位。2013年3月，马来西亚卫生部长

宣布卫生部在1971年医药法令下承认两所中国大学医学

院，其中一所便是复旦大学。战敏助理研究员表示，复

旦大学的学生可到全球多所大学进行交换生计划，包括

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等，学生在交流之余，可提升语言

与沟通能力，吸收国外文化精髓、了解世界差异。战小

姐在说明会中也播放了两段影片，包括外国留学生在复

旦的生活点滴，以及一名马来西亚校友对未来学妹的勉

励与期许，激发大家的求学斗志与毅力。升学说明会于

下午4时15分圆满结束。

◆	说明会结束后，复旦大学的代表一行人与我校升学与国际事务处李辉祥主任，以及同时也是复旦大学
毕业的林卿卿老师进行交流。前排左起为莫炜副教授、林卿卿老师、刘莉处长、李辉祥主任、李双龙
副院长、汪卫副院长；后排左起为战敏助理研究员，以及章晓野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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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舞狮采青庆新春2018路线安排 

凡不在以上路线安排之地区，只限配套3(视地点而定)。若舞狮采青日期不是本工委会原定的路线安排，则必须是配套2-3。

联络电话/Tel : 3371 7746     传真/Fax : 33713005     E-mail: liondance@hinhua.edu.my 

H/P、WhatsApp : 014-935 8321、018-2344241、018-2574241、018-2784241、018-3154241、018-575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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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创

旅

文 / 洪慧庭（初一廉）

在一个静谧的夜晚，我内心感到有些空虚，心中不免一丝凄凉。面对堆积如山的繁重

课业，足以令我喘不过气来。望向窗外着一片清幽的湖，心里顿时变得平静许多。月光映

照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湖面上不时泛起一阵阵涟漪。此外，湖面上还映照着石头的影

子，此景不禁让人心旷神怡。

我轻轻甩了甩长发，抬头仰望着天空，感觉像真实又像虚幻似的。繁星点点，点缀了

整个天空，不仅如此，它仿佛向我眨眨眼，那是对我的一种肯定。晚风热情地轻抚我的脸

庞，紧紧地拥抱着我。

我再度凝视那宁静的湖，只觉四周一片寂静，似乎可以听到心跳的声音，所有的思绪

都被湖的寂静给融化了。昏暗的灯光不经意地跑入湖里。灯光也醉了，从水底到湖面散播

着它的沉静，我蓦然发现有一股淡淡的花草芳香沁入。

在这寂静的夜，先前我烦躁的心情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感到无比的喜悦。虽然在

夜里沉思的时刻如此短暂，但看到月亮高挂在夜空中，感受到湖的沉静，对大自然产生的

遐想，我觉得今夜充满了幸福感，因而每天期盼着月夜的降临。

夜
思

厚心得：
  点评 / 杨四娇老师

本文作者开门见山写出深夜宁静之美，如果写得再

具体深入些，就更能突出夜的幽静，更能引人遐思。初

一学生能恰当地运用比喻及比拟等修辞手法描绘了大自

然与“我”的心情相呼应，诚属难得，文末因景而产生

了幸福感。结尾情真意切，不失为一篇简短佳作。

◆	洪慧庭 ( 左 ) 与杨四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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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写作营点评与颁奖典礼

王立恩（校友）报道

◆	所有参赛者出席点评与颁奖典礼。						

1月11日（星期四）我校科技大楼Chrome Lab2荡

漾起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歌声悠扬，原来是大众

传播出版组的同学们精心策划特别的开幕演出，为第一

届“悦”读写作营的创作比赛颁奖典礼掀开序幕。是项

赛事于去年杪由图书馆、教务处及资讯出版组举办，所

有参赛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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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卿卿老师代表主办单位报告，于2017年11月4日

举办的“悦”读写作营“我思·我写”现场散文创作赛

中，催生了81份创作。其中30份打动了评审的心，成功

入围。许梅韵副校长致词时表示，从去年11月的写作营

到今天的颁奖礼，参与的同学必然比他人在学习的领域

多出了一份精彩。她勉励同学在开启不一样的写作经验

后，能在往后的日子，让自己创作的能力，像颗种子，

能发芽、继续成长。

曾任第一届花踪后浪文学营新诗讲师的花踪文学

奖得主方路先生远道而来，为入围及得奖作品进行讲解

和点评。他表示，本次点评较注重探讨同学们的文字功

力，并与大家分享作文和散文的不同之处。他说，一篇

作文加上了抒情成分就能够提升成散文，只要懂得修饰

和加深情感刻画，就能达到散文的文学标准。至于更深

层的写作技巧短短一堂课的时间不足以全面解释，有待

他日文学营进一步交流。

本次写作比赛，低年级组的内容题材清一色表现

写实色彩，给评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囿于此年龄段

的学生人生历练尚浅，作品多数虚构。方路先生不鼓励

同学们用虚构的笔法写作，以免陷入无法掌控文字的局

面，或者容易出现逻辑矛盾的情况。

他说，写作比赛的评审通常偏好让人眼前一亮的

作品，因此若参加写作比赛，所呈现作品应是能吸引评

审继续往下读的文章，以防错失入围良机。此外，通过

提升文采来吸引评审眼球和培养充沛的感情是写作的秘

诀。他补充，评审非常注重作品力透纸背的深度，鼓励

大家就此方向进一步提升自己。

中年级组的参赛者由于现处在人生探索的状态，

既没有低年级澎湃的情感，也没有高年级面临离别季节

的忧思，所以作品并没有展现强烈的感情起伏。方路先

生针对参赛作品中的议论文做出分析，提醒参赛者应尽

量避免生僻的议论文体，因为议论文必须兼容感情和议

论，文理兼备，较具有挑战。

方路先生欣慰高年级组的作品大多数参赛者的写作

能力已经达到了现阶段该有的水平，作品也有吸引读者

追阅之处。他也强调，散文参赛作品中的情感书写得越

细腻，分数就会越高。

评审讲评结束，司仪宣布得奖名单，得奖者在众人

热烈的掌声下领奖，雀跃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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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名单

◆	所有入围作品的评审点评都可到图书馆部落格浏览。						

得奖名单
低年级组

◆特优奖：黄馨旋（2016417，J2J）◆优秀奖：陈筱蓓（2016185，J2C）◆佳作奖：陈紫妍（2016527，J2M）

中年级组

 ◆特优奖：林楷泽（2015489，J3P）◆优秀奖：张岱安（2015160，J3Y）◆佳作奖：章慧敏（2014045，S1ST）

高年级组

◆特优奖：陈筱暄（2012280，S3ACI）◆优秀奖：黄沅卿（2012298，S3SY）◆佳作奖：陈谙星（2013233，S2A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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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年级组得奖者与师长合影。						

◆	高年级组得奖者与师长合影。						

◆	中年级组得奖者与师长合影。						

花絮

◆	“悦”读写作营总评与颁奖典礼场面。						

◆	所有得奖者与林卿卿老师（左起）、黄英莲主任、方路先生、许梅韵副校长及黄乐仪老师合影。				

◆	大众传播学会出版组的同学演出《伟大的渺小》掀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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