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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慧欣

马缘芩

林靖彬

苏熙肯

王昕玫

高中马来西亚文、
高中商业学、9A

高中生物、
高中化学、8A

高中生物、
高中物理、7A

高中化学、9A

高中地理、8A

郑建佑
高中高级数学(Ⅰ)、
7A

第 43 届高中统考各科成绩特出考生
我校有 22 人次考生入围

李美静

颜子芳

游榆晶

苏恩慧

陈美璇

吴凯彬

高中地理、7A

高中生物、7A

高中商业学、7A

高中商业学、7A

高中商业学、7A

高中数学、6A

2017年第43届全国独中统考成绩出炉，我校
高、初中毕业生均考获不俗的成绩。在高中各科
成绩特出考生榜单中，我校10科22人次上榜。
是项于去年12月公布的统考成绩，我校初
中考生各科成绩平均及格率为99.62%，高于全国

王欣媛

陈思妤

陈花音

高中数学、5A

高中簿记与会计、
5A

高中马来西亚文、
4A

92.03%的及格率。全国高中考生各科成绩平均及
格率是87.98%，我校则取得98.13%的及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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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沅卿

邱仲微

张玮杰

陈捷皓

高中马来西亚文、
4A

高中马来西亚文、
4A

高中地理、
3A

高中美术、
2A

高中统考考获 4A 以上的考生计有 145 人
等数
9A（5）
8A（15 人）

7A（33 人）

6A（32 人）

5A（24 人）

4A（36 人）

姓名
钟殷绮、苏熙肯、徐宜菱、涂瑜杰、陆慧欣
张建志、王昕玫、马缘芩、吴嘉尹、黄子维、卓佳慧、黄祺晟、黄允欣、陈欣淇、陈旭颖、
谢巧云、刘沁怡、刘沛欣、黄欣仪、杨佩怡
颜慧君、颜子芳、李展镒、林靖彬、黄心怡、王仪瑄、郑建佑、洪慧珆、陈紫璇、洪佳雯、
马嘉敏、曾芷芊、蔡如意、林优欣、熊梅欣、黄政严、裴以璇、柯竫绮、苏恩慧、苏嘉敏、
陈洁怡、陈美璇、郑家哲、张佳亮、袁耀康、叶鸿婷、游榆晶、杨瑞强、张心茹、李美静、
王理生、曾诗惠、陈淑娴
鍾其冏、颜家杰、王子欣、王睦军、李仕豪、林礼政、伍铭惠、黄学儿、苏慧婷、郑育文、
吴凯彬、陈历宏、詹沛妤、陈洁智、叶骏凯、赖畍妤、李彩雯、李希玟、李勇杰、林瑜璟、
林祖恩、吕锦雯、黄时恩、谢伊萍、孙美琪、陈纹枋、陈汶权、
叶思萱、杨子轩、莫韵霖、郑彩诗、郑彦昉
朱轩宏、吕佳恩、徐品哲、谢嘉慧、郑诗颖、陈愉静、赖迪舫、李子琪、潘慧彤、陈筱暄、
陈思妤、蔡嘉瑜、蔡宏政、王思雁、刘浩鸣、林汮夤、麦芷晴、王欣媛、李恩婕、郑萃扬、
黄宝璇、邱劲贤、赖佳妤、杨凯雯
张建耀、冯嘉雯、吴佩茵、罗倩如、李冠宏、李雯铮、伦皓正、黄种泽、吴幸帆、黄镒雯、
黄沅卿、陈花音、陈得法、黄子桓、黄可莉、叶颂晴、吴若宣、王佳雯、邱仲微、郑婧娴、
吴璇雅、韩伊贝、王立恩、邱蕙菱、萧正为、林展全、黄于千、孙佳卉、孙伟伦、陈迪豪、
陈巧钰、张力介、张艳婷、邬育恒、温思涵、林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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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黄秀玉校长、苏进存署理校长
谢锡福副校长、莫壮燕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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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殷绮（9A）

徐宜菱（9A）

涂瑜杰（9A）

张建志（8A）

吴嘉尹（8A）

黄子维（8A）

卓佳慧（8A）

黄祺晟（8A）

黄允欣（8A）

陈欣淇（8A）

陈旭颖（8A）

谢巧云（8A）

刘沁怡（8A）

刘沛欣（8A）

黄欣仪（8A）

杨佩怡（8A）

高中统考优秀生 感言
苏瑜静（初三仁）、尤瑾若（初三廉）、李铭欣（初三和）采访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陆慧欣（商业、马来文特出考生，高中统考9A）
我建议考生平日在课堂上专心听讲，并认真对待每一次的测验和考试，以争取
最佳分数。此外，有效管理个人的作息时间，善用零碎时间进行预习和复习，切莫
临时抱佛脚。成绩放榜后，我喜见一直以来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也更坚信“一分
耕耘，一分收获”,只要我们肯努力，必能收获丰硕的结果。希望学弟妹们能竭尽
全力，不留遗憾。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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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下药，多学多得
马缘芩（生物、化学特出考生，高中统考8A）
我相信在求学方面，只要肯努力就会带来好结果。倘若资质不如人，也不可放
弃努力，别人解10题，你就解100题，只要比他人更勤奋、努力，必定勤能补拙。
此外，了解自己的弱点并加以补救，才会不断进步，若不对症下药，一味地盲目解
题，最终还是徒劳。建议大家考前不仅要多解题，也要复习历届考题，以掌握题
型，毕竟多读多学才能多得。此外，考前保持愉悦的心情，课余时间培养有益身心
的兴趣，让心情适时放松，以免压力过大。

认定目标不退缩
苏熙肯（化学特出考生，高中统考9A）
“想要考取好成绩，必须要提早开始准备、勇于发问和善用外力。”这似乎是
很好的建议，但该如何具体实践？怎样才能踏出第一步，提升自己的成绩？这是同
学们必须思考的。
高二时我化学成绩还不赖，惟还难以全盘掌握高一课程所学知识，因此成绩不
如自己所料。几经反思，这绝对源于高一的学习有所不足，因此我下定决心主动找
高一老师复习课程，奠定之前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提早开始、勇于发问和善用
外力”，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虽然有时会遭受异样的眼光，但切莫因此退缩。我想对学弟妹说：无论任何事，只要有兴趣且目标正
确，就别在乎他人的想法，全心全意去执行。纵然结果未必如你所料，但过程中必定能获益良多。最后，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谆谆教诲，您们的循循善诱成就今天的我，谢谢！

积极正向，三省吾身
王昕玫（地理特出考生，高中统考8A）
获悉自己考获佳绩时，我感到特别开心。犹记得考前万分紧张，走出考场却松
了一口气，终于解脱了！备考期间，最棘手的莫过于时间不足，导致无法详细复习
各科，只能简略地复习重点。
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些学习技巧：一、学习与娱乐兼备，千万不能死读书，要善
用时间，适当的课余的娱乐活动有助舒缓紧张的备考生活。二、保持愉悦的心情备
考，不强迫自己背下课本的所有内容。理解后再综合表达，胜于囫囵吞枣。三、建
议学弟妹们享受中学生涯，维持中庸之道，极端努力或盲目放纵都是不好的，必须取得平衡点。最后，日
行三省，空闲时不妨审视自己，并针对每日有待改进之处作调整，相信这些努力与付出会换来将来最大的
礼物。

勇于发问，创造学习机会
郑建佑（高级数学Ⅰ特出考生，高中统考7A）
刚升上高三之际尚未感受到统考所带来的压力，直到我发现身边的朋友陆续埋
首啃书，才惊觉必须为统考做准备了。备考时最常遇到的难题是不会解题，建议学
弟妹们发挥不耻下问的精神，向身边的朋友或老师寻求协助。再者，为了有效率地
进行备考，必须清楚了解考试范围，先彻底掌握熟悉的内容，再花时间攻读与提升
有待加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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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遇到不明白或一知半解的问题要勇于发问、努力钻研，为自己创造学习的机会。考获优异的成
绩，我的确十分意外、惊喜，但也呼吁大家不要太看重成绩，给自己施加过度的心理负担，统考只是人生
其中一个历程，不代表你所有的人生，充实自己、努力在中学生涯增长见闻、快乐学习最为重要。学弟妹
们加油!

认真、自制与自律是学习秘诀
涂瑜杰（高中统考9A）
刚拿到统考成绩时，我感到非常意外，成绩比我预想中优秀。当下非常开心，
这几年的备考心血总算没有白费！在此，感谢各位老师在备考期间不厌其烦地为我
解答各类型的问题，在老师们悉心指导与鼓励下，我才能获取今天的成就。
我的备考秘诀是上课专心听讲，课堂上各科老师都会提及课本外的重点知识，
有助大家备考。此外，考生必须具备自律和自制力，社会诱惑太多，若缺乏自律与
自制能力，我们易受外界影响，进而荒废学业。
备考方式因人而异，但正确的备考胜于盲目读书，且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习惯学习与娱乐交替
进行，当我读到厌烦时就会暂时放下书本，休息一会儿让大脑重新启动才继续备考。每一天长时间上课，
很多人都得过且过，既然要花几小时在课堂上学习，为何不好好利用、认真上课呢？从积极面而言，既然
我们无法选择不上课，不如珍惜课堂学习的时刻，把握每分每秒。
高三是中学生涯最重要的一道门槛，希望学弟妹们认真拼搏，无论成功与否，至少日后不会后悔。也
希望大家无论在课业或课外活动方面，都用心对待；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最好，谢谢！

初中统考考获 4A 以上的考生计有 157 人
等数
8A（21 人）
7A（17 人）

6A（33 人）

5A（45 人）

4A（41 人）

姓名
陈彦霏、刘若菱、林佳胜、林膺铨、苏紫盈、陈慧甜、颜嘉怡、林意晴、杨卣鑫、张芷姗、
颜紫伊、吴奕茹、苏荣蔚、杨哲汶、詹亨右、关颖彤、黄骏宇、王子怡、黄瑞宏、黄佩譁、
张芷悦
张宇轾、纪芊妤、关国荣、伍紫溦、潘欣恩、陈一瑄、黄嘉恩、吴书航、陈艳姿、杨可欣、
何家萱、梁咏诗、黄祖源、陈凯扬、蔡菱恩、王馨贤、陈昭茹
陈胜业、庄嘉毅、洪本栩、陈幸杰、朱正宇、谢凯皓、曹永彬、符芳卉、颜梓茹、李文豪、
林立翔、林镇勇、林宗卫、黄骏斌、傅家骏、杜锦琦、冯渝萱、吕洁怡、林凯霈、陈长曜、
杨薇琳、苏祎伊、张岱安、李诗雯、吕思敏、黄筱蒨、杨芷倩、洪元斌、夏柔恩、黄宇恬、
陈佳欣、蔡昱馨、佳 璇
蔡锦燮、蔡蕙薏、颜宏宇、吴俊毅、颜恺莹、刘梓乐、郭镇康、江雨晅、许盈玏、李恩琦、
卢玟卉、施凯恩、陈勇宏、董佳燕、郑骏丰、张子骏、黄惞媃、叶政廷、余惠宁、饶旭雁、
蔡楚勋、李嘉儿、廖冠媛、林佳莹、林廷谦、林芷瑜、梅祖明、白伟祺、潘歆宜、谭启萱、
余康尔、曹钧豪、许洁盈、郭朕宏、梁原喜、林凯轩、孙雯棱、江宇康、张芷俞、李嘉宜、
陈文莫、杨子薇、徐梓捷、黄玮恩、庄励伟
郑亦婷、洪欣悦、詹文康、余思贤、方垲文、吴宇竫、邱静渝、许凯媚、吕宝薇、吴舒雯、
王芊潓、方子杰、方淑婷、叶晴柔、陈怡錡、张川凯、邬育洋、杨子熙、王温婷、黄芷盈、
施凯欣、李袀羱、曾凯帝、邱淑莹、古嘉鉴、林楷泽、林筠晶、伦素欣、苏秋铭、郑培和、
郑俊勇、丁慧湘、周锦亮、吴锦豪、陈嘉欣、萧腾峰、李钧皓、徐瑞祥、叶家豪、洪菀君、
许 彦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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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霏（8A）

刘若菱（8A）

林佳胜（8A）

林膺铨（8A）

苏紫盈（8A）

陈慧甜（8A）

颜嘉怡（8A）

林意晴（8A）

杨卣鑫（8A）

张芷姗（8A）

颜紫伊（8A）

吴奕茹（8A）

苏荣蔚（8A）

杨哲汶（8A）

詹亨右（8A）

关颖彤（8A）

黄骏宇（8A）

王子怡（8A）

黄瑞宏（8A）

黄佩譁（8A）

Life is just a series of trying to make up
your mind. ~T. Fuller
生活只是由一系列下决心的努力所构成的。~富勒
张芷悦（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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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统考优秀生 感言
林意晴（高一理孝）采访

规律的生活作息
杨哲汶（高一理爱，初中统考8A）
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曾经为之付出了多少努力，最后就会有怎样
的成果。荣获初中统考8A是我学习生涯中最为之骄傲的成就，也是努力后最大的回
报。然而我认为，努力学习固然重要，但其旅途漫长，需要耗费不少体力与精神，
因此学弟妹们需要多加注意自己的生活作息，避免养成熬夜的习惯，这不仅影响健
康，也会影响上课的精神状态，规律的生活作息能使我们走得更远。

鞭策自己努力向上
颜紫伊（高一理义，初中统考8A）
当我得知荣获佳绩时，不禁在心里呐喊：我做到了！我认为学习过程应该是愉
快的，切莫过度紧绷，累了就让自己休息一会，然后重新出发。此外，勿因一时的
失败而气馁，反应不断鼓励自己：“再试一试，你还未尽全力！”将挫折和压力转
化为鞭策自己进步的动力，或许你会收获截然不同的结果！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视乎自己肯不肯跨出那一步。在此我想感谢师长和朋友们三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
升上高中后，我必定将目标放得更长远，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一步一步地朝梦想
迈进！

成功就在努力的路上
林意晴（高一理孝，初中统考8A）
能够在初中统考荣获令人满意的成绩，是个惊喜。对于成绩我的确有所追求，
然而在考完试后却没有多大的信心，无可否认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亦不抱憾。
当查询统考成绩时，我衷心感谢自己这三年以来的坚持努力不懈。有时候我们付出
了，结果或许会不尽人意，但我坚信上天会眷顾每一个努力的人，全力以赴，其他
的就交由时间去证明吧！

感谢师长同伴的支持
黄瑞宏（高一理仁，初中统考8A）
当我得知自己考获初中统考8A时，雀跃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这份成绩，除
了反映我的认真付出，还归功于父母以及每一个陪伴我、鼓励我的老师和朋友们。
没有父母一直以来无私的付出、没有老师们悉心的指导、没有朋友们陪伴我一起学
习，就没有这一份亮丽的成绩。感谢你们，成就了一个更好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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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校 校 长 和 副 校 长 与 YTL Foundation 及 Heriot-Watt University 代 表 留 下 合 影。 从 右 起 为 莫 壮 燕 副 校 长（ 右 一 ）、
Alexander Au Yong、Professor Mushtak Al- Atabi（右三）、Linda Goh（右四）、Madam Deepa Pasupathy（右五）、黄秀玉
校长（左四）、Professor Dennis Wong（左三）、Mr Kevin Teoh（左二）及 Dr Teo Wee（左一）。

Heriot-Watt University Malaysia 升学说明会与
YTL 基金 - 兴华中学奖学金介绍
陈花音报道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于3月13日下午2时40分，在科技大

第二种奖学金的服务合约包含在假期时段到YTL

楼 5 楼协作学习室举办了一场YTL基金（YTL Foundation）

集团进行实习，以及毕业后，需到YTL集团公司服务5

介绍与 Heriot-Watt University 马来西亚分校升学说明

年。目前，YTL基金正资助着14名学生就读于Heriot-

会，共吸引了近80位学生及校友出席。

Watt University。未来凡被 Heriot-Watt University

首先，由YTL基金的高级项目经理 Madam Deepa Pasupathy
为同学们介绍YTL基金设立的宗旨、奖学金类别、申请途径及服
务合约状况等。YTL基金为我校永久名誉董事长杨忠礼家族事业
属下的基金会。早期，基金会透过财务援助需要往高等教育

Malaysia录取的我校毕业生，皆可以到YTL基金的官方网
站申请，并有机会获得上述奖学金。2018年的奖学金申
请截止日期已展延至4月16日，请2017年我校毕业生把握
此良机。

继续深造者，为国家及社会培育英才。近年来，基金会

接着，该大学院长兼首席执行员Professor Mushtak

也扩大角色，同时为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以及教育

开场时抛出一个问题让在场的同学思考及讨论，假设有

领域的其他相关者举办工作坊、讲座会和研讨会，资助

一架战机从敌人的上空飞过，遭受地面的敌人射击。机

领导力思维和运用现代科技于教学等项目，重新定义教

身的各个部位留下不同数量的弹孔，如果依据弹孔的数

与学的过程。由于杨忠礼董事长次子拿督杨肃坚博士为英

量，要加强机身哪一个部位？此提问引起同学热烈的讨

国Heriot-Watt University校友，今年特从YTL基金为就读于

论及回答。Professor Mushtak 表示，同学要有打破常

Heriot-Watt University Malayasia之我校毕业生设立了专

规思维（think out of the box），才能找出解决问题

属奖学金。凡获取此奖学金的我校毕业生，大学学费将由

的方法。Heriot-Watt University在工程领域颇有名气，

YTL基金全额赞助，另外还提供每年RM9600的生活津贴及

如果在未来就读工程学系或身为一名工程师，应具备此

RM600的购书津贴。YTL基金提供奖学金种类及名额如下：

项能力。

（一）三个全额奖学金，给就读于 Heriot-Watt University
Malayasia(3+0)，选读科系不限及无需签署服务合约；

（二）五个全额奖学金，给就读于 Heriot-Watt University
Malayasia 2 年+ Heriot-Watt University UK 1 年(2+1)，
指定科系：Civil Engineering,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Quantity Survey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需签署服务合约。

之后

Heriot-Watt

University的介绍，由副院长

Professor Dennis Wong讲解。Heriot-Watt University
创立于

1821

年，分别由英国16世纪的财政大臣George

Heriot及蒸汽机的发明者James Watt而命名。此外HeriotWatt University分别于2005 年及 2012 年，在杜拜及
马来西亚设立分校，学生可选择到不同校区作短期修
业，吸取全球化的经验。同时Heriot-Watt

University与工商
文转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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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Heriot Watt University - YTL FoundationHin Hua School Scholarship
Dato' (Dr.) Yeoh Sock Kian: Opportunities to
be Successful Adults

1. What is the aim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YTL Foundation?
YTL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97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 deserving students who
otherwise found it a challenge to pursue tertiary
education. Over the years, YTL Foundation has
expanded its role to provide thought leadership,
champion the use of technology and be an agent
for redefining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cess in
schools.
Through these initiatives, YTL Foundation
aims to continue building better societies through
better education.

2. It is known that the YTL Foundation
will award Hin Hua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a 5+3 scholarship. Please expla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5+3 scholarship.
Successful Hin Hua applica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a full scholarship to HeriotWatt University Malaysia. The scholarship will
include tuition fees and living expenses, which will
be disbursed every 6 months, and the tuition fees
will be paid according to invoice from the university.
The Hin Hua-Heriott Watt scholarship is
divided into two types:
1. Construction related courses
They include Civil,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Quantitiy Surveying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Students, who are successful
in gaining a scholarship in any of the construction
related course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ransfer
to the UK campus for 1 year.

◆ Dato’(Dr.) Yeoh Sock Kian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
YTL Corporation Berhad.

2. Non- construction related courses
Open to all courses offered at Heriot Watt
University Malaysia.There will be no UK transfers
for non-construction related courses.

3. Is there a work contract involved? What is the
term of contract?
A work contract is only applicable to
construction related courses. Once the scholarship
is confirmed, students will sign a scholarship
agreement that states a 5-year bond with the
organisation. For non-construction related courses,
there will not be any contract.

4. What is your motivation or drive for
providing Hin Hua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these scholarships?
My parents were great advocates of the school.
My father was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who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principal
and teachers to provide the best education for the
students.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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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providing the students with scholarships,
we can ensure that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school’s high achievers to continue their tertiary
education. My father always wanted the students in
Hin Hua High School to continue their education
and be successful adults.

5. As we know, Dato Kian is an alumnus of
Heriot-Watt University UK. Please share
with us some memories of studying in the
university.
Heriott Watt is a reputable university, known
for its construction related courses. Being in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my experience in Heriot
Watt had played a big part in preparing me to face
challenges when I first started working.
The University whether in the UK or in
Malaysia continues to keep its status as a reputable
university.

6. Your beloved father, the late Tan Sri Dato'
Seri (Dr.) Yeoh Tiong Lay, the life honorary
chairman of Hin Hua High School Board
of Governors, had contributed selflessly to
the school. You have been following in your
father’s footsteps and devoted yourself to the
betterment of education in Hin Hua High
School. Please share with us how your father
had influenced you.
My father always paid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He knew that education could lead students to a
better life. Throughout the years, watching him
involve himself in helping raise the standards of
education in Hin Hua and in other schools, has
inspired me to follow in his footsteps. As we know,
educating the youth today is creating leaders for
tomorrow.

7.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o Hin Hua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work hard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experience university life has to offer.

文接第8页

界 的 各 阶 层 皆 保 持 紧 密 联 系 ， 设 置 适 合 的 课 程 以 切合
相 关 需 求 ， 并 为 未 来 的 工 商 界 栽 培 可 即 刻 任 职 、 适合
相关行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Heriot-Watt

University

共有六个综合性的学院涵盖到多方面的学科领域，分别
为：School of Energy, Geoscience, Infrastructure
and

Society（能源，地球科学，基础设施和社会学院）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自然
工程学院）、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管理和语言学

位列为第37，并在苏格兰获得总排名第4。
Professor Dennis 也为大家介绍了 Heriot-Watt
University Malaysia马来西亚分校，它坐落于我国联邦
直辖区之一的Putrajaya，拥有一个可永续经营的绿色校
园，内有全面绿化的屋顶以保持建筑物内的凉爽，并采
用废物管理以及自然采光的技术实践。
随后，Dr

Teo

Wee（Assistance

Profesor

of

院）、School of Mathematical and Computer Sciences

Energy, Geoscienc, Infrastructure and Society’s

（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学院）、School of Textiles and

School）透过动画短片：《The Six Professionals in

Design（纺织和设计学院）、Edinburgh Business School

the Construction Value Chain》，简要地介绍了建筑

（爱丁堡商学院）。

设计行业里最主要的6个职位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责任。此

2018年《卫报大学指南》的排名中，HeriotWatt

University

为全英第26名、全苏格兰第2名。此

外，Heriot-Watt University在《泰晤士报》和《星期日
泰晤士报》的《2017年优秀大学指南》于128所院校中的

6个职位包括绘测师，土木工程师，机械与电子工程师，
项目经理，材料估量师和设施管理经理。从建筑设计蓝
图，各个职位需合作才能顺利地完成一项建筑项目。讲
座会于下午4时半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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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危机意识
紧急疏散演习

陈泇燕、钟洁姗（高一文商平）报道
为提高师生的校园危机意识及加强学校安全

蹲下，以便总指挥及时发现人数还未齐的班级并

工作，我校于3月9日（星期四）举办紧急疏散演

展开指挥。另一边厢，班导师向集中地的副总指

习。上午8时15分，紧急铃声响起，全校师生按照

挥汇报班级学生人数，圣约翰救伤队也备好医药

指定疏散路线往校园外的疏散地点集合，过程中

箱在旁待命，以便学生受伤时可在第一时间给予

师生迅速且有纪律地从大楼撤离。

救援。

紧急疏散演习旨在提升同学们的校园危机

虽然这只是一场演习，但全体师生却充分发

意识与应对能力，让同学们熟悉班级紧急逃生路

挥互助友爱，团结一致的精神，认真对待演习。

线，一旦意外真正降临，师生能冷静面对、迅速

大约10分钟后，演习告一段落，同学们按照班级

撤离。如今，我校师生人数已达3700余人，当校

有序地依原来的路线返回班上。紧急疏散总指挥

园发生危机事件时，正确的应对态度 至关重要。

苏进存署理校长通过广播总结本次演习成果，他

因此，校方素来非常重视演习工作，校园危机处

表示本年度紧急疏散演习全员用时5分53秒，未达

理小组更是每年定期策划紧急疏散演习，防患于

成5分钟疏散的目标，尤其教学大楼的部分同学在

未然。

长铃声响后依然未能尽速集合于疏散地点。他劝

紧急疏散过程中，各班老师不断督促同学们
加快脚步，以确保全员用最短的时间往指定地点
集合。抵达集合点，各班班长要求班上同学按照
座号整齐排列，班长点算人数并上报老师及助理
老师。在确定班级学生人数到齐后，同学们迅速

勉同学们树立良好的危机意识，紧急铃声响起时
应动作迅速。当看见有同学慢悠悠行动要互相督
促，并在全班同学到齐后迅速蹲下。最后，他也
要求走错路线的班级须派同学到体育处向苏爱云
主任确认逃生路线，以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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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铃声响起，同学们迅速且有纪律地从国字型大楼撤离。

表现有待改进

提升紧急疏散意识

佳璇（高一理信）

陈子骏（高一文商平）

我觉得本次演习，大家

本次同学们用了近6分钟来

的表现还有进步的空间。当我

逃生，未达学校的标准。演习中

们离开大楼到指定地点的过程

大部分同学都十分配合，紧急逃

中，部分同学还在嬉笑打闹，

生；只有小部分同学带着松懈的

态度有待检讨。当然，整体而言

心态，希望他们能够改进。今年

大部分同学都听从指挥在集合地

我就读于科技大楼，逃生时发生

点耐心等待，值得赞许。每个人的生命都掌握在自己手

楼梯口人潮汹涌，以至堵住逃生通道的情况。过往社会

中，我们应该认真看待紧急疏散演习，以便意外真正发

上很多意外逃生惨案都因逃生口拥挤、堵塞，导致逃亡

生时不惊慌失措，镇定逃脱。

不及而丧失性命，但愿同学们从中吸取教训，提升紧急
疏散的意识，配合校方指示迅速逃生，以便意外发生时
能更冷静应变。

兴
华
中
学
教
职
员
联
谊
会

◆ 2017 年度教师职员联
谊 会 主 席 林 爱 心（ 左
二）及秘书刘久进老
师将交棒给新任副文
书 王 翠 玲（ 右 二 ） 和
财 政 郑 吉 添 老 师（ 左
一 ）， 本 届 主 席 刘 兼
阀老师 ( 右一 ) 见证。

新
旧
理
事
交
接

◆ 2018 年度全体理事与黄秀玉校长（前中）合影。

2018年 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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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狮贺岁工委会主席杨婉卿董事（立者左七）颁发最佳团队精神奖及鼓励奖予获奖队伍。立者右六为醒狮策划小组
组长李荣兴老师。

醒狮采青筹获 86 万
戊戌年新春采青庆功宴
谢祉毅老师报道
2018年醒狮采青贺岁庆
功晚宴于3月16日（星期六）

向各界拜年，成功为母校筹获86万6884令吉88仙。她表
示，这份成功和喜悦是大家共同努力劳动的成果。

晚上7时在我校朝阳堂举行。

感谢狮队队员家长

为感谢所有师生及理事的辛劳
付出，杨婉卿董事也宣布报效

“我要感谢醒狮队员们的家长，在狮队队员 训练

当晚庆功宴62宴席的所有费

期间对孩子的支持。同时也要感谢你们愿意牺牲与孩子

用。

在新春期间共渡天伦的时刻，成全醒狮队的组成，让醒
当晚，醒狮贺岁工委会

◆ 杨婉卿董事

主席杨婉卿董事宣布，醒狮采
青贺岁队伍于戊戌年新春期间

狮采青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为校作出贡献。”杨董事强
调，因为有狮队家长的支持，我校醒狮贺岁活动才得以
延续，至今已迈入第33个年头。

◆ 10 队的正副队长在台上向鼎力支持兴华的各界人士及家人致万二分的谢意。
文转下页

14

HIN HUA MONTHLY

2018年 3月号

文接上页

◆ 醒狮贺岁工委会主席杨婉卿董事（左二）颁发最佳团队精神奖予第 2 队和第 11 队。醒狮策划小组组长李荣兴老师陪同。
此外，她也感谢181位醒狮队员的付出。队员的热
情 、 合 群 、 刻 苦 、 认 真 ， 给 她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她
引用了孟子的名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来赞扬所有狮队队员，并祝贺狮队队员
的家长教育出能吃苦的孩子。最后，她也不忘感谢全体
工委成员、董事、校友、老师、工作人员和招青队伍，
各司其职、群策群力，让新春醒狮采青贺岁活动圆满结
束。

醒狮贺岁传承文化
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致

◆ 总指挥叶进来董事（立者左六）颁发奖品给电话招青组。

辞时表示，今年是醒狮采青的
33周年，他期望此活动可以跨
越下世纪，创造更高的高峰。
他表示，醒狮贺岁筹款活动不
只是为了筹募校园经费，也提
醒着我们传统文化的可贵。若
善加利用此传统，将进一步壮
大华族的力量。因此，他希望
醒狮筹款活动可以代代相传，

◆ 余安主席

让悠久的传统文化一直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
当 天 晚 宴 的 出席 者 包 括 兴 华 中 学 三 机 构 永 久顾问
潘斯里陈开蓉董事、署理董事长李平福、副董事长卢金

◆ 校友会理事一起高歌欢唱，为庆功宴助兴。

◆ 舞蹈社呈献精彩的舞蹈表演。
峰、副董事长拿督陈尚成、醒狮顾问萧斐弘师傅、家协
主席陈伟后董事、采青贺岁活动总指挥叶进来董事、黄
秀玉校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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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醒狮，生生不息
访李荣兴老师
杨凯雯老师采访

一年一度醒狮采青筹款运动落下帷幕，今年狮队队
员181人，出队15天共筹获86万6884令吉88仙。多年来，
领队皆由学校董事、校友会理事、家协理事、教职员、
热心校友和家长们共同承担，这已形成兴华人的默契与
共识，众人的付出使各项安排得以顺利进行。这两三年

队员狮德与课业兼顾

来，喜见好些年青校友回流，义不容辞加入领队行列、
强化领队阵容，也让我们看到了新生代朝气蓬勃的力量。

醒狮采青扮演举足轻重角色

狮队队员善用时间，于放学后利用下午及晚间加
强技术训练，且需在紧凑的时间内完成多项任务，除了
一般性的练习，尚包括授旗礼与新狮点睛练习，以及各

我一直铭记且认同已故郑瑞玉校长于2011年10月23

项目的考核等。在狮艺素质及课业皆需兼顾的情况下，

日接受访问时所言：“一般人认为今天学校的醒狮采青

队员们都发挥了高度的自觉、自律及自学精神；他们不

贺岁队伍已有条理且组织系统化，这也是董家教校友会

但能按时完成所交代的任务，也能善用休憩的零碎时间

和在籍学生一起参与的大型活动，具有团结全体兴华人

完成家课，倘若缺乏足够的耐心、毅力和决心，绝对无

的功能，且对学校经费贡献良多。醒狮采青贺岁运动有

法胜任。本年度队员们出队的表现理想，在96份回馈表

其必要性，未来在促进学校发展方面将继续扮演不可或

中，取得60个满分以及100%表现满意的亮丽成绩。此

缺的角色。”

外，全员每日出队表现平圴分为78.82(80分为满分)，使

今年队员们从组队练习到出队，整体表现都让我深
感满意。平素大家练习时态度认真、一丝不苟，朝群体
目标和方向孜孜努力。过程中，正副队长们扮演着重要

我深感安慰。

高尚品德促进对独中认可与支持

的引导角色，为各自的队伍订立目标，各个队伍自主性

今年，我校狮队昂首迎向第33个春秋，校方向来秉

强、自觉自律地往目标勇往直前。狮队队员从练习至出

持“一切活动皆为教育活动”的办学理念，为同学们提

队，体现了群体互相尊重、友爱关怀且平等协作的优秀

供自主学习环境和宽广的实践平台，也让同学们在活动

表现。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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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现自我，从而培养自主发展的能力。狮队33年来为
校筹款，除了高度赞扬狮队成员的爱校精神，我更想借
此机会肯定所有曾参与这项活动的同学们，也喜见他们
从中累积了丰富多姿的社会实践与经验。
醒 狮 采 青 筹 款 运 动 是 同 学 们 课 堂 知 识 的 补 充 、拓
展、延伸和深化，我期许队员们的品德成长经团体实践
后更上层楼，言行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具有道德信念；
不仅能在日常生活中迅速定向，毫不犹豫地按道德常规
行事，也能在复杂多变、道德冲突的情境中辨明是非善
恶。队员们若能向社会大众展示良好的道德，必能促进
大家对独中教育的认可和支持。

拓展全方位的能力

◆ 练习时态度认真、一
丝不苟，朝群体目标
和方向孜孜努力。

醒狮采青筹款运动有效拓展同学们全方位的能力，
每个队伍皆需遵照醒狮行动室的安排，按订单逐一登门
采 青 ， 过 程 中 队 员 展 示 多 元 综 合 能 力 、 具 体 实 践 “狮
艺八德”；除了待人接物有礼大方、与领队和客户沟通
能言善道，甚至面对各种奇难杂症，也要发挥智慧结合
狮艺——破阵，他们顶着艳阳汗如雨下，举起狮头却又
意气风发，展现坚韧的毅力，纵使几经舞狮腰部承受痛
楚，也势必尽力舞好每一场狮，展现亲善精神，把欢乐
带给每一个客户和支持者。
我 想 ， 这 些 年 醒 狮 采 青 贺 岁 活 动 成 功 搭 建 学校与

◆ 醒狮采青筹款运动有效拓展同学们全方位的能力，待
人接物有礼大方、与领队和客户沟通能言善道。

社会联系的桥梁，也让队员们有机会运用日常所学的知
识，解决生活中所面对的实际问题，使他们扩大视野，
从另一个层面窥探社会。过程中队员们勇于承担，培养
责任感；更在完成任务后，获得满足与成就感。

“狮艺八德”树立品牌与信誉
学校需要发展，而发展需要筹措经费。醒狮采青筹
款运动作为学校经费来源的固定管道之一，未来必须更
健全地发展，以便继续展现其价值及意义。多年来参与
醒狮队的组织工作，我发现社会热心人士邀请兴华狮队
前往舞狮助兴，除了热心教育、支持独中教育外，另一

◆ 顶着艳阳汗如雨下，举起狮头却又意气风发，展现坚
韧的毅力，把欢乐带给客户和支持者。

个主因是兴华醒狮队的组成以学生为主，除了展现成熟
的狮艺，我校狮队更十分强调品德教育与团队纪律，为

续深化品德教育，贯彻“狮艺八德”，建立兴华醒狮队

客户建立信心。因此，我深信兴华醒狮队要继续获得社

的绝佳品牌与信誉。

会大众的认同和支持，除了逐步提升狮艺，更重要是继

2018年 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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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采青贺岁队员补课

文 / 许梅韵副校长（教务处主任）
醒狮队员历经数个月的密集训练及新春期间

然而，我认为学习的成果需要吸收、内化及反复练习以积

的采青出队，付出时间与体力，为自己赢得了精

累基础。科任老师在补课过程提供学习鹰架，狮队队员尚需透过

湛狮艺及为校服务的机会，却也可能面对课业赶

自学、与同侪讨论的互动过程，继续强化与巩固知识。我也期望

不上的窘境。为了弥补这个或缺，教务处每年在

除了行政上的安排及科任老师的努力外，各班同学发挥互助友爱

新春醒狮采青活动结束后，为狮队队员安排重点

精神，关心班上的狮队同学、主动提供学习上的帮助。

科目的补课。狮队队员按照课表，利用每日放学
后、学会时间，在三周的补课期间，前往指定地
点上课。

本年度参与补课的狮队队员约181名。补课结束后，也是一
周短假的开始。天时地利人和，希望这一切皆成为狮队队员的助
力，有序地将自己准备好迎向接续的学习。

郑敏甜（初二礼）采访

跟上课程进度

面对疑惑，不耻下问

李嘉浚（初二礼）

陈慧仪（高一文商勇）

补课活动以一个级别为一个

补课期间，老师亲自指导我

单位进行，各个年级的队员统一

们因出队而缺上的课程，以避免

在各个单一的班级进行补课。由

跟不上进度或听不明白。补课时

于补课人数众多，老师难以针对

间为各科1小时30分钟，在这段

个别同学的问题进行解答。对于

时间，同学们认真上课，努力捉

课间产生的疑问，我会先询问同

回课程进度。课后，若有任何疑

学。若还是不明白，我则会私下

问，我会第一时间向同学或老师

向该科的指导老师请教。这次的

请教。我建议往后的补课地点可

补课活动非常顺利，老师们的循循善诱，让我慢慢跟上

定于英文教学中心，因为那里设备良好，地点较宽阔，

课程进度。对于自己无法掌握的科目，我会利用短假好好

可让同学们在更舒适的环境下学习。

复习，以便能更从容地面对接下来的课程。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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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一 级 宠爱生命，
外 宾 演 讲 狗狗教会我的事情
周艺敏（高一理孝）、方嘉颐（高一文商勇）报道
人类的生命无价，因此必须好好珍惜及宠爱。那，
其他生物的生命呢？2月27日（星期二）下午1时50分，
我校辅导处在科技大楼大讲堂举办高一外宾演讲，有幸
邀请了来自孝恩集团的巫晓嫣硕士主讲“宠爱生命 ——
狗狗教会我的事”一题。巫讲师毕业于澳洲昆士兰大学
辅导硕士，曾担任大众书局人事培训员、新纪元学院辅
导与咨商心理学系讲师、澳洲柏斯支援个别特殊孩童工
作者 ，现为孝恩集团资深辅导协谈员。
巫讲师首先为大家介绍孝恩集团的理念，她说“孝
恩”指“孝道”与“感恩之心”，孝恩集团是殡葬业的
佼佼者，提供生命关怀、临终关怀、哀伤辅导等服务。
该集团旗下的孝恩辅导与咨商团队也为社会大众提供个
别辅导、团体辅导、家庭辅导、线上咨询、生死教育培
训、生命礼俗文化导览等服务，而巫讲师主要负责辅导
死者家属及在学校或社区推行生死教育。此外，该集团

◆ 巫晓嫣老师

也会定期举办工作坊让参与者了解“大体”（去世的人
体）处理过程、分享拜祭因为辈分和条件不符无法上祖

帮忙，直到凌晨才回家。为了不让自己上课打瞌睡，他

先牌位的奉安仪式，以及经历最接近死亡时刻的生活经验。

一直说话以转移注意力，这名孩子当时才13岁！巫讲师

巫讲师提到前年其团队有一人离世，引出“死亡在

非常惊愕，同时领悟到“就算是小孩子，经历的事情也

四周围发生着”的事实。她指出，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必

可能比长者更深刻”。

经的过程。在死亡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该团队曾举

巫讲师请大家用一个字形容生命。台下有同学表

办一项躺棺木活动，让学生明白死亡以后自己不能决定

达“生命就像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引爆”、“生命

任何事情，所以生前必须亲自规划后事，哪怕只是一张

是独一无二”等。接着，她进一步询问：生命可以买

遗书。

卖吗？人类在买狗或宠物时，可曾思考其发源地？购买

接着，巫讲师提出了一项生命计算方式，请大家计算：
今 天 的 你 ， 笑了 几 次 ？ 你 的 一 生 会 做 几 次 梦？掉
几滴眼泪？说几次谎？会和多少人邂逅？又会有几个朋
友？爱上几个人？
台下的同学们都笑起来，并陷入沉思：人的一生会

前，你已准备好为牠的生命负责了吗？接着，她播放一
部影片——《好狗狗》，故事诉说一只被买卖的小狗阴
差阳错逃脱后，过着流浪、被欺负的日子，直到有天被
抓狗队逮捕，最终面对安乐死的下场。

“缩骨功达狗”—— Lucky

发生很多事，当我们开始老了，每一次眨眼都是幸福，

巫讲师分享她与黑狗Lucky最初的邂逅。Lucky是她

每一滴眼泪都是奇迹。巫讲师举例：假如把一生中的生

从兽医那儿领养的，牠不吃饲料，却喜欢到对面家“蹭

日蜡烛列成一条直线，从第一根蜡烛开始吹，你吹得完

饭吃”。对面家有个独居老人李叔叔，每天会外带鸡腿

吗？好像怎么也吹不完，就像以上的提问，答案林林总

饭回家，Lucky每次都展现惊人的缩骨功，从篱笆钻出

总，无法算数。

去，紧跟着李叔叔回家。

巫讲师分享她在一间学校担任讲师时，意外发现一

不久，李叔叔因病去世。每当清明和中元节，Lucky

位学生无法安静坐好，总是喋喋不休。好奇心促使她询

都会到李叔叔的家待着，一待就是三天。巫讲师担心坏

问其他老师，才发现这孩子的父母都在外地工作，一年

脾气的Lucky会乱咬人（牠曾经咬过亲戚），于是拿了牵

仅回来一次。他寄人篱下，每天放学后需要到茶水档口

绳好声好气地为Lucky捆绑，带牠回家，但某次她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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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对Lucky破口大骂，并强硬为牠套上项圈、硬拽回
家。一人一狗在马路中间僵持，偶尔迎面而来的摩托车
司机都投以异样的目光。她忽然扭头看见Lucky无辜的眼
睛，才看见自己的丑恶，霎那间停止动作任由牠去。
一段时间后，Lucky仿佛放下了对李叔叔的思念之
情，再也没到李叔叔家了。巫讲师也将Lucky和李叔叔的
故事写进一本书 ——《狗鬼情未了》。

雨中的初生小狗
接着，巫讲师分享第二只小狗的故事。她在一个雨
夜发现脐带尚未脱落的小狗，在漆黑的天空下仿佛一只

◆ 同学们专注观看短片。

小怪物。于是，急忙将小狗送往快打烊的宠物诊所，兽

撞上......巫讲师总结：“没有坏狗，只有受过伤的狗；

医告知要有一只愿意喂养母乳的母狗才能救活牠，情急

没有坏孩子，只有受过伤的孩子。”流浪狗被收留者指

之下她买了上百令吉的羊奶粉，为小狗灌奶。第二天，

责为坏狗，只因为牠们在外面饱受蹂躏，以至对人类不

小狗却死了！

信任。

巫 讲 师 难 过 地表 示 ， 并 不 是 每 一 个 生 命 都 有机会

《礼物》剧情转折迭宕，故事讲述一位女孩，父母

经历生老病死，有些稚嫩的生命，还来不及成长就夭折

打算抛弃她，当画面再度切换到女孩时，她变成了一只

了。她感谢这只小狗让她领悟到生命的无常，大人一昧

小狗。原来女孩是狗儿的化身，观众十分心疼女孩被抛

强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但她鼓励同学允许自己犯错

弃的那一刻；可如果影片一开始就说明被抛弃的是一只

或面对自己脆弱的部分，这是生命的常态，犯错或失误

狗，人类还会心疼吗？

并不代表你是生命的失败者。
接着，她与同学分享另两部短片——《孟买的流浪

这场讲座为同学们带来许多省思，希望大家关爱生
命、宠爱身边的小动物。

狗》及《礼物》。《孟买的流浪狗》记录了一只流浪狗
的一天，提醒大家无止境的羞辱或虚假的帮助，对小狗
来说都是叠加的伤害。短片尾声，流浪狗被大卡车迎面

包容谅解共创幸福
蔡武轩（高一文商勇）

生命无常，珍惜当下
陈彦霏（高一理爱）

这场讲座对我甚至其
他人而言，是一个难得的
启示，也对殡葬业有更进

我认为这场讲座甚为精彩、特别。

一步的认识。巫讲师所说

生命，在未被人类划分高低贵贱以前，

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

众生本是平等，本应互相尊重。我们无

宠爱生命是一件不容易

法决定生命的长短，但能够决定其宽度

的事，她提醒我们珍惜生

及深度。生命需珍惜，却不可执着。在

命，不是每一个生命都有

无常中分秒必争，用智慧发挥生命功

机会经历“生老病死”四个阶段，我们必须在生

能，活出人生的真义！

前处理好自己的后事，为自己做最后的决定。此

印象最深刻的是讲师一再强调:生老病死是生命自然过程，
但并非所有生命都能经历这一切阶段。我们总是活得太理所当

外，我们不仅应爱惜自己的生命，也要爱惜小动
物的生命。

然，因而容易忘记珍惜，每日早上起床能看见阳光、日夜学习，

巫讲师说“世界上没有坏小孩，只有受伤的

对我们而言一点也不稀奇；但对于刚出生的新生命来说，是希

小孩”，非常真实，以我本身为例，最近因一些

望；对于癌症末期卧床的病人来说，是奇迹，是他们活在世界上

事受伤了，造成个性有点消极，常常被父母和朋

能看多亲人几眼、多说几句话的机会。

友责骂，但我的内心很清楚自己并不是坏小孩，

希望人人都能把握当下，不要沉迷享乐，更不要活在毫无

只是个受伤的小孩。

意义的心理牢狱里。人生虽苦短，生命有终结，但遗留世间的爱

“世界上没有坏小孩，只有受伤的小孩”，

和精神是永恒的。让我们从呼吸的这一刻开始，做能让生命有价

希望大家敞开心扉对人多一点包容和谅解，与大

值、有意义的事情吧!

家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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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初中外宾演讲

大海中的一滴水
王学姐强调，时代不停变化，为了使
地球可负荷人类的增长并让后代得以繁衍下
去，大地环保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资源回收：从小养成环保的习惯，以欢
喜心去做资源回收，善用地球资源。
二、延长物命：循环再用，不轻易丢弃。
三、减少使用免洗餐具：尽管回收再利用是
一个途径，但从根本上减少使用一次性
用品，更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 王慧铃学姐

四、爱惜水源：把水当成是一种生命，去爱
护它。

蓝浚塬（高二理忠）、胡斯阳（高二文商和）、
李佩倪（初三义、符钰涓（初三义）报道

环保不在表象，而在于内心。人心不
调等同于天地不调，所以学姐也和我们分享
了环保要从“心”开始。她提出：“做环
保不是表面而已，而是要从根源处去彻底

为了更好地推广校园内的环保工作，增强同学们的环保意识，我校

解决，我们无法做到零垃圾，但我们要最大

于3月6日（星期二）及3月13日（星期二）有幸邀请来自慈济的王慧铃

化去减少它。”讲座中还有一项学生互动活

学姐，在朝阳堂为全体高中及初中生带来环保讲座——《大海中的一滴

动，她让高一生闭上眼睛，并让高二、三生

水》。

在同时跺脚，让高一生感受地面震动。王学

王学姐是我校毕业生，曾任职学院工业工程系讲师、也是经典情商
巴生同学会副理事长。她分享毕业后到美国念大学，课余时间努力做兼
职就为了“和时尚走在一起”，当时她几乎每个周末都去购物，买下很
多用不着的东西，只为了满足当下的欲望。直到回国后，天灾人祸相继
的发生使她深感心痛，对于生命和生存价值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2008

姐希望借此活动让同学们明白“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环保应该从每个人做起。一个
人的力量很微小，团结起来就很强大，正如
一个人做环保很难，但是合众人之力一定可
以对这个世界做出一丝改变。

年四川大地震，王学姐在电视上看到一批穿着蓝衣白裤的义工们冒着生

最后，学姐以“心宽，念纯”作为结

命危险进行赈灾，开始对这个团体产生了一丝好奇。经了解后获悉是慈

语与大家共勉之，鼓励大家让自己的心变得

济团体，她亦加入成为一份子。从此以后，王学姐的生活回归了简单，

宽大，念头抱持纯正，不受他人的影响，保

不再盲目追求奢侈品。

持平静地做好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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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感恩心与大自然相处
李荣兴老师（训导处主任）
其实我们在邀请讲师来之前，有特别要求讲师不需
要再讲解有关环保分类的知识，
因为同学们已经听了很多遍。
净化心灵才是这个讲座的第一要
提，心中有爱，怀着感恩的一颗
心去与大自然相处。希望同学们
聆听了这场讲座后，心里有“环
保”这个概念，认识和了解环保
的重要性，增加环保的意识。

身体力行，积极环保
苏荣薰（高二理信）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聆听这
场环保讲座。主讲人很幽默，让
现场的气氛轻松、愉快。现今社

◆ 苏进存署理校长赠送水果礼篮予王慧铃学姐。

主讲人也表示最佳减少温室效应和维持生物链的方
法是吃素。其实我有过几个月吃素的经验，虽然吃素有
许多好处，但仍需要一些时间和毅力去适应。
我十分支持学校的环保活动，此次的讲座提醒我要
爱护地球及惜福，希望未来还有此类有意义的讲座。

会，人口激增与资源的缺乏已成
为重要的课题，为了我们唯一的
居所——地球，我们必须身体力

靠自己达成目标

行积极环保，节省各种资源。主

李恩禹 （初三礼）

讲人非常用心，让我们认识到环
境保护和珍惜资源的重要性，不过，我希望主讲人可以
举一些更贴近日常生活的例子，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其
与现实生活的连结。感谢这一次的讲座，让我对环保有
更深一层的认识，引发我对此课题做更深入的思考。

讲座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王学姐说：“环保总在我们的身
边，可是我们却没有人去实行”
。这句话让我反思，想起自己也
没有实行环保。听了讲座后，我
决定身体力行，因为爱护地球，

要懂得惜福

人人有责。“抱怨没有用，一切靠自己”，不管以后遇

刘星倩（高二文商智）

努力达成目标。

到任何困难，我都不会放弃或花时间抱怨，要靠自己的

一开始我没什么特别感觉，
直到看完几部关于天灾和人祸的
影片，开始萌生一些想法。主讲

承担环保的责任

人表示，自古以来地球上的人口

郭璟怡（初三和）

不断增长，未来将超过地球的负
荷能力。此外，人类所制造的垃
圾与日俱增，75亿人口所制造出来的垃圾，远远超乎想象。

每一滴水都很珍贵，不可
以浪费。经过过去的制水经验，
我觉悟到没有水，生活是很艰难

爱护地球不仅仅是减少垃圾，也应珍惜所拥有的资

的。每个人都想过优渥的生活，

源。看到贫困国家资源匮乏的影片，才惊觉自己有多么

当我们努力创造一个舒适、美好

幸福！说真的，我无法想象要如何在一个缺水及粮食的

的生活时，可能同时也在加速破

地方生活。这间接提醒我们：别身在福中不知福，等到

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应该要感恩并惜福，承担

失去了才懂得后悔。

环保的责任，一起爱护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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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兴华中学的 100 周年校庆
—— 黄枝连教授座谈会
林卿卿老师 报道

荣幸。”
接着，黄秀玉校长为在座听众讲解我校办学理念，
她表示：“兴华一直以培养世界未来的人才为首任。郑
瑞玉校长于1998年提出“自觉、自学、自律”，希望孩
子能自主学习、自主发展，了解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
如果孩子能够自动自发，就不需要针对他们的不足做“
治疗性的工作”，这就是所谓的“正向发展胜于治疗”
。2006年校方进一步提出“人文科技面向未来”的具体
方向，再于2011年取得ISO的认证，希望孩子发挥PDCA的
精神，能够有目标、做计划、自我管理。随后引进7大习
◆ 黄枝连教授

惯，帮助孩子建构自我能力、不断更新，清楚自己人生
中扮演的角色，且能够自主发展的同时，也要为群体的

黄枝连教授，1939年生于马来亚巴生，受教
育于巴生兴华中学和吉隆坡中华中学。1958年赴香
港，入新亚书院修读历史。于1962年获文学士学位。
同年9月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深
造，获硕士学位。1964年秋返回香港，先後任教于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1968年至1971

成功发挥能力。当然，学校的整体发展，需要老师们的
带领与孩子们的配合。”
黄校长也表示期待可从座谈会获得启发，进而推展
跨学科、跨领域的教与学活动。

想象我们今后二，三十年里的可能发展

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讲授“东南亚华人史”

黄教授一开场就抛出了几个问题：兴华100年的时

与“东南亚文化史”等课程。在任教期间曾带领学

候，马来西亚会是什么样子？世界会是什么样？东南亚

生进行大量关于新马两地华族社会与历史的调查研

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两岸四地（包括台湾）会是什么样

究，撰写近三十份学术报告。对于当地的华人研究

子？他表示，这个课题，每个人都可以谈。公元2050

产生了深远的作用，曾在“星洲日报”撰写社论。

年的时候，你可能或已有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这是
每个人的切身问题。我们有办法设想未来30年的发展

适逢我校刚庆祝70周年校庆，校友会特邀黄枝
连教授于2月10日（星期六）在5楼校友会议室与我们
漫谈“展望兴华中学的100周年校庆”。这场座谈会
吸引了不少校友回校参与，主持人徐威雄博士开场说
道：“兴华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虽然过去我

吗？30年后，还有那么多人会吃肉骨茶吗？那时候的肉
骨茶还存在吗？每个人都可以想象30年后的世界，有太
多的可能。人生充满许多意想不到的好事与坏事，只要
过好今天，明天会更好。只要把握今天，即使发生再恶
劣的事情，也会有办法解决。

们缺乏资源，但千禧年以后，兴华已变成了数一数二

黄教授接着说：“好的事要表扬，坏的事不要穷

的大型独中，这一路走来不容易。黄教授属于兴华创

追不舍，凡事留有余地。”他特别表扬黄秀玉校长是个

校的第二代学生，是当时兴华最艰苦的时代，后来到

有教育理念的教育家，她提出的教育实践，以正向的发

国外求学，长期居于海外。黄教授的学术成就横跨多

展挖掘学生的潜能，希望学生找到自己的位置，值得赞

元文化和学科，对于中国大陆的崛起，整个东亚的发

赏。她的《正向发展胜于治疗》一文，其中一段值得特

展和一带一路的引领，也有深入的研究。邀请到黄教

别指出与大家分享：

授与大家谈谈兴华未来，放眼世界趋势，探讨兴华中
学，甚至是我国的华文教育未来可能的展望，是兴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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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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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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教 授 表 示 ，“ 扎 根 传 统 ， 怀 抱 多 远 ” 、 “人文
科技、面向未来”这样的办学策略与方向已足够兴华未
来30年的发展。过去一、二十年的摸索，如今已有成
果。一间好的中学，对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

23

三、做生意的时候不设立界限。郭鹤年在书里提到，
不要为一个单位的发展划界为牢，比如：“我不学马
来文，我不喜欢这个，我排斥那个，不和那个人打交
道。”不要轻易把许多东西割除，更忌把自己设在一个
框架里，自我满足于当下的发展。
四、正确处理政治关系，不要替自己画政治界限，封闭
自我。拒绝与政府打交道，生意无法发展，办教育也会
受到阻碍。不要放弃自我的权益，政府掌握了一定的财
富与资源，人民有权利享有应有的福利。

发展至关重要。以美国作为例子，很多州属有许多好的

黄教授表示：“回顾历史，清朝闭关，实行海禁，

小学和中学，他们的毕业生大量成为常春藤大学的学生

导致英国外交挫败，对外局势紧张，最终爆发了鸦片战

来 源 。 一 个 中 学 办 得 好 ， 一 个 青 年 在 中 学 受 到 的 良好

争。正是这种画地为牢的行为，造成了后来的悲 剧发

教育，是后来这个学生读什么科系、往什么领域发展的

生。过往划界限，故步自封的做法，让中国在各种灾难

里程碑。一个有希望的群体，必须正视小学与中学的教

中牺牲了将近6千万人，也经历了将近200年的动乱。”

育。华文体系的中小学，在培育人才方面的贡献，应给
予崇高的赞赏！

借鉴郭鹤年的成功之道：勿自我局限

纵观我国华人和新加坡的发展，我们应该很清楚，
若是不自省，继续画地为牢，历史悲剧将重演。一个民
族在短时间内翻身，而且不少发展已独占鳌头，每天有5
、6千万的中国人在全世界游走，这种成就是美国、英国

兴华历经70年风霜，今日的成就得之不易，那往后

等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黄教授提醒大家：“这种成就

的30年会如何？今后的30年，华教会消失吗？黄教授表

是付上惨重代价换回来的。”若中国目前的体系崩溃，

示，他最近读了《郭鹤年自传》后有所感悟，郭鹤年先

西方将会再发动战争，我们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生在不少领域有所成就，他的成功有值得我们参考的地

今后三十年，兴华须与世界接轨

方：
一、郭鹤年小时候在新山一所华文学校学习中文，过后

那我们这些海外华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在未来

入读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接触很多不同种族的同学。在

的30年里，兴华又将扮演什么角色？黄教授说：“若要

莱佛士学院这短暂的日子里，他结识了很多马来西亚和

办好华校，兴华一定得是多语言、多国藉、多产量、高

新加坡的领袖。他遇到了后来成为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

科技的，可以与世界接轨，这样才能对华社或国家有贡

的Tun Abdul Razak，也结识了日后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李

献，以稳定的发展受到尊重。当我们有了一定的地位和

光耀。（可参阅《郭鹤年自传》，第28页）多语文的求

价值，才有势力保住自己，不管发生任何事，兴华将会

学背景帮他打下基础。他掌握了三语，也广交朋友。这

有权利发声，发表意见、表明态度，有力量可以贡献他

个求学经验奠定了他后来的发展，掌握三语是他成功的

人。”

垫脚石。

最后，黄教授语重心长地表示，兴华要持续发展，

二、郭鹤年交涉的对象无国籍限制，有着多种族、多国

千万别画地为牢，给自己设太多界限，应更开放，主动

际的交流。他跟马来人、英国人、中国人打交道，甚至

去尝试更多可能，再结合黄校长办学的两个面向“扎根

跟日本人也有密切的关系。

传统，怀抱多远”、“人文科技、面向未来”，就会有
无限的未来。

推荐书单：
◆
◆

Andrew Tanzer 编著：《郭鹤年自传》，2017 年，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高晓编著：《他将领导中国：习近平传》，2010 年，明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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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做个大 达梦想，勇敢做自己——

周青元导演及其团队分享会

徐爱莉、刘景汶 （高二理信）报道
我校图书馆与大众传播出版组于3月1日（星期四）

My FM DJ 温慧茵，一开始

在 黄 景 裕 讲 堂 举 办 题 为 “ 做 个 大 大 哒 梦 想 ， 勇 敢做自

为了证明自己的演技而误打误撞

己”分享会，主讲人为本土电影《大大哒》导演 —— 周

参加了Miss Astro并获得殿军，

青元及其团队。周导演的作品有《大日子》、《天天好

评审们认为她的口才流利而推荐

天》、《一路有你》和《Ola Bola》。其电影题材以本土

她成为主播。在成为一名演员

化为主，票房不俗。周导演的最新作品《大大哒》，故

之前，她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主持

事讲述一位性格乐观的胖女子，因参加疯狂减肥比赛，

人，但演员梦并没有因此消失。

成为全民女神。然而，甩掉身上的肥肉，她却渐渐迷失

努力向上，坚持梦想的她最终成

在这个花花世界┉

功出演了《大大哒》这部电影。
在电影中饰演林满月的容

周导演表示，在成为一

璇雯是此场讲座的第一位分享

名导演之前，也曾有过其他的

者。她在坚持梦想的路途上走得

梦想。他想过当漫画家、足球

不容易，即使拥有演艺天分，肥

员、太空人，但最后发现自己

胖的身材却是她最大的阻碍，导

最想当一名导演，并把所有想

致她在多次的比赛和试镜中落

当的人物化成不同的角色或影

选。她慢慢地失去了自信，每天

像放入电影里。他分享拍摄电

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无法踏

影的过程时同时勉励大家：“

入从小向往的演艺圈。直到《大大哒》电影招募演员，

实现梦想不可能一步登天，之前的经历都有它的含义。

在妈妈的鼓励下，她鼓起勇气去参选，最终实现自己最

也许过程中我们会前进，也会倒退，但倒退也可以是一

初的梦想。

种启示，激励我们奋发成长。我们还是要朝着梦想走

第二位分享者为电影中的
男主角 —— 吕杨。四年前的

去。梦想迟来也没关系，我们还是得去接受并学习其它
事物、磨炼自己。”

他刚从大学毕业，父亲希望他

时间如白驹过隙，分享会很快来到了尾声。通过各

有稳定的收入，建议他选择与

个分享者的故事，我们了解到：也许追梦的过程会面对

专业相关的工作。但热爱表演

许多挫折，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不断地学习并奋斗，

的他不听从父亲的意见，到处

梦想就不再遥远。

试镜，争取表演机会。刚开始
的他接拍电视剧，2017年他从
事幕后工作，如今接演了第一部电影《大大哒》。
接着是林宣妤进行分享。她表
示本身是位平凡且害怕面对镜头的
人，但她勇敢针对本身的不足之处
刻苦练习。她曾经为了让自己不再
害怕面对镜头而私下用相机录制视
频，也试过长时间在家里穿着高跟
鞋来回走猫步以锻炼体态。这些点
点滴滴的努力使她获得了今天的成
就，但她将成就归功于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人。

◆ 周导与团队们和出席者大合照。

2018年 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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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者为王》

电影交流会
洪振丰（高二理忠） 报道
问：三位演员如何在3000人中脱颖而出？
饰演少年时期李宗伟的曾冠源表
示，他是通过面子书得知这个试镜镜活动
的，当时很高兴因为偶像的故事终於要拍
成电影了。然而本身没有任何的演戏经
验，让他缺乏信心。原本曾冠源因工作而
错过了在柔佛举办的海选活动，事后在母
亲的鼓励下决定驱车到吉隆坡参加试镜。当天虽然非常
紧张，但也尽力表现，最后幸运地被录取加入演员训练

◆ （左起）导演马逸腾、苏进存署理校长、拿督李宗顺、
训导主任李荣兴老师及制片人李顺宗合影。
是什么让马来西亚多了一种口号叫“LEE CHONG

班。“一开始加入演员训练班，我的演技是最差的，但
我坚信只要再努力一点，再坚持一下，最后一定可以获
得心目中的角色。”

WEI”；又是什么让全马人民同时间守在电视机前看同样
的频道？是的，他就是马来西亚体坛的传奇人物

饰演黄妙珠的潘思慧表示自己曾

——拿

是马导的员工，得知海选活动将在家乡

督威拉李宗伟先生。李宗伟多年来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坚

举办时，主动联系马导，希望可以去帮

持在羽坛上争得一席之地，虽然他尚未在奥运中登顶，

忙，马导也爽快地答应了。当天到了现

但却长期保持着羽坛世界第一的位子，把“永不言败”

场，马导和拿督李宗顺拿着手机拍照，

四个字发挥地淋漓尽致。

原来他们拍了她的照片并发给了拿汀黄

此 次 ， 我 校 有 幸 邀 请 到 了 马 逸 腾 导 演 与 其 团队于

妙珠。拿汀黄妙珠觉得潘思慧很像少女时期的她，因此

3月15日（星期四），下午2时正至3时45分在大讲堂向

潘思慧有了一个试镜的机会。第一次的试镜表现不好，

同学们推介马来西亚羽球名将李宗伟的自传电影《败者

潘思慧以为自己落选了，但皇天不负苦心人，最后还是

为王》并进行交流。此项活动由图书馆主办，图书馆服

被选上了。

务团、大众传播出版组以及商学会联办。当天出席团体

饰演童年李宗伟的黄炜杰，是父亲

有体育校队、羽球学会1、羽球学会2、图书馆服务团、

带着他到吉隆坡试镜的，一到现场差点

大众传播出版组和广播组、商学会、学长团以及史地学

因队伍太长而打退堂鼓，但他坚持不放

会，共600余人听众，场面好不热闹！此外，分享会的主

弃，得到了第二次面试的机会。之后，

讲阵容强大，有导演马逸腾、出品人拿督李宗顺、制片

他顺利的加入了演员训练班，虽然一开

人李顺宗、制作人詹贤恩、饰演李宗伟启蒙教练的王骏

始不是饰演童年李宗伟，而是必须扮演

和三位主要演员：曾冠源（少年李宗伟）、黄炜杰（童年

爱欺负宗伟的角色，心中千万个不愿意，但他还是尽力

李宗伟）和潘思慧（少年黄妙珠）。

的把戏演好。这股坚韧的精神，最后感动了马导，让他

播放一段震撼人心的电影预告片后，主持人以问答

饰演童年李宗伟。

的方式开始交流环节。
问：如何找到电影中的几位素人演员？

问：对资深演员王骏大哥来说演戏不难，但第一次
饰演真实还健在的人物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王骏饰演的是李宗伟的启蒙教练

马导指出，由于国内的演员本就不多，要找会打羽

郑炳发。王骏大哥表示，虽然是第

球的演员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决定做一个大型的开放式

——

海选活动。出乎意料的是，这次的海选活动反应热烈，

一次饰演一个还真实健在的人，但没有丝

除了本地人民，还有来自香港、中国大陆、新加坡、台

毫不同的感觉，并指出这是身为一名艺人

湾甚至从芬兰慕名而来的面试者，人数超过3000人。

演员的专业。不管是什么角色都必须想办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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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演好，把人物造型在心里塑造好。王骏说道：“要想

学们遇到挫折或瓶颈时，想一想李宗伟的故事，再想一

拍一部好的电影，一定需要一些资深演员来衬托没有经

想各位演员的经历，再坚持一下，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

验的素人演员，就像一朵红花需要绿叶的衬托一样，是

下一步会怎样，只要看得起自己，把自己准备好，机会

绝对不允许自己的专业度受到质疑的。”

一定会来找你。

问：幕后的制作人在电影拍摄时所遇到印象比较深

“咔嚓”一声，这次交流的美好被停格在一张全体
照中。所有同学在离开前也得到了赞助商赠送的饼干，

刻的挑战。
两位制片人先后提出其中最困难的
是拍摄打羽球的部分，因为演员必须把
球打得像李宗伟在打一样，不只是动作
要到位，表情也要到位。另一点就是拍
摄体育馆的部分，其实真正有人坐的地
方只有一小部分，电影中的数万人画面
全靠后期的处理才得到如此的效果。另
外，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人们的要求
也随之增高。为了满足大众的需求，制

带着满满的收获离开。

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
潘思彤（初三和、史地学会）
分享会一开始播放的精彩预
告片，让我想马上奔到电影院去
观看。感谢各位幕后及幕前人员
为我们带来那么精彩的作品。

作团队引进了一台可以在1秒内拍3000

这次的讲座让我更深刻地体

张照片的相机和可以高速移动的机械手

会到想要完成一部成功的作品，不仅是靠台前演员的功

臂。最后，两位制片人总结说，拍摄一

劳，也需要幕后人员的配合。我们总是关注台面上的演

套好的影片，除了耗资巨款，还需人力、物力的多方面

出，却不曾想过成功演出的背后，是幕后众多人员用一

配合。

点一滴的汗水和泪水共同打造的。听了三位演员与制作

问：演员训练班进行的活动和遇到的困难？

团队的相遇与经过，让我觉得，不论做什么事，只要再
坚持多一下，再努力一下，或许下一个成功的人就是我了。

演员训练班时长2个星期，所有演员都住在同一屋檐
下。每个早上晨跑，晨跑结束后才梳洗吃早饭，上午9时
的是为了促进大家感情而进行的各式各样游戏；较有挑

学习李宗伟
不言败的精神

战性的部分则是演技训练。晚饭后，就会例行观赏励志

郑靖霖（高二理忠、羽球校队）

电影并记录下自己感想和演员诠释角色的方法。最压力

一开始得知有这个机会去参

的莫过于发表所见后，还要模仿演员的表演。为期两个

加《败者为王》的交流会时很兴

星期的训练班虽辛苦，但收获满满。

奋，一直都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

正式上课。上课内容非常有趣，但也极富挑战性，有趣

分享会结束前，马导反问同学们：“为什么这部电
影叫败者为王？”他表示，拿督威拉李宗伟于2004年至
2016年曾代表马来西亚参加4次的奥运，他为我国争取到
三个银牌，没有获得所谓胜者的金牌，但他破了世界第
一的男单记录。李宗伟也坦诚希望再参加一次奥运会，
把永不言败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马导希望同

◆ 分享会结束后，制作团队和出席者来一场大合照。

来。听完了讲座后，我对羽球的
热爱越燃越旺，希望可以学习李
宗伟不言败的精神。身为羽球校
队一员，我完全明白打羽球的辛苦，电影演员们非常值
得敬佩，因为他们需要兼顾球技和演技。通这次的交流
会，我才知道原来要拍好一部电影，演员和制作团队非
常重要，他们的坚持和付出是成功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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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史地社科教师与拿督 Christie 女士（左七）与导览郑文通先生（左八）在皇京港模型前合照。

窥探一带一路与古城风情
史地社科马六甲皇京港校外考察
黄慧韵老师报道（地理科教研组组长）
我校史地社科教师于3月3日（星期六）前往

当老师们浩浩荡荡抵达马六甲皇京港展示厅时，巨大的皇

马六甲皇京港进行校外考察活动。此活动在校友

京港整体发展模型映入眼帘。在拿督Christie女士与导览郑文通

庄兴亮穿针引线下促成，并由历史科与地理科教

先生的讲解下，大家得以了解皇京港的全盘发展与规划。接着，

研组联办。活动宗旨有四：一、提升教师户外考

众人受邀进入会议厅观赏介绍皇京港的相关视频，并透过一问一

察路线规划的能力；二、验证课程教材内容的真

答的交流方式，进一步了解皇京港作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目

实性与必要性；三、提升教师们对生活周遭事物

标的发展概况。历经一个多小时的交流后，老师们有幸参访皇京

的求知欲与观察能力；四、提高教师户外教学的

港工地现场，站在曾经是海域的人工岛上，远眺进行中的填土工

技能，培养教师带领户外考察活动的兴趣。当天

程，在郑导览的描述下，脑海里构思着2025年皇京港全面启动营

共有13位史地社科教师参与，分别是历史组的符

业后的繁华景色。

彩英老师、黄晓云老师、庄慧敏老师、严伟扬老
师、林坤贤老师与梁志强老师；地理组的黄慧韵
老师、翁明娇老师、吴美玲老师、马佩君老师、
杨莉云老师、谢宝琳老师，及社科组的朱键鸿老师。

参访结束后，凯杰发展有限公司的代表招待我校老师前往
鸡场街的一家餐厅用餐。该餐厅具有近400年的悠久历史，为保
留完好的古老建筑而改建，在优美舒适的环境中享用道地的娘惹
餐，大家继续围绕着皇京港、马六甲未来前景、中国一带一路政

马六甲皇京港的整体建设由马来西亚凯杰发

策及马来西亚的投资环境等议题进行交流。用餐结束，在与主人

展有限公司承建，该公司曾多次参与马六甲旅游

家拿督Christie女士、吴慧玲经理及导览郑文通先生道谢后，大

景点的承建项目，如10条横跨马六甲河不同风格

家继续下一个行程，到古城各个景区，如红屋、古城门、鸡场街

的桥、河滨步道等，为马六甲古城区的旅游发展

等进行观光游览，领略蕴藏古城的文化风采。

贡献良多。马六甲皇京港建成后将是我国最大的
人造岛屿，通过填海打造1366英亩的陆地，由一
个天然岛和三个人造岛组成，预计2025年完成。
第一岛将建设成为旅游、文化遗产及娱乐区；第
二岛为物流、金融、商业中心及高科技工业区；
第三岛为综合深水码头及高科技海洋工业园；第
四岛则为码头及临海工业园。
◆ 第三岛（98 亩）：天然礁石岛•处于马六甲海峡深水道。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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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让老师们获益良多，并预计于四月底前分组完
成考察报告，分别是：
一、历史上马六甲港口的兴衰与今天皇京港的发展（时
间的比较）—— 符彩英老师、黄晓云老师
二、皇京港与巴生港、新加坡港的比较（空间的比较：
可包括地理位置与战略意义）—— 梁志强老师、林
坤贤老师
三、皇京港在中国“一带一路”所扮演的角色（宏观从
中国视角观之）—— 庄慧敏老师、杨莉云老师
四、皇京港对马来西亚的意义（宏观从我国角度观
之）—— 严伟扬老师、吴美玲老师
五、皇京港计划对当地社区人民的影响（微观—从马六
甲州的视角）—— 朱键鸿老师
六、皇京港填海工程对海岸线及生态环境的影响（自然
生态）—— 翁明娇老师、马佩君老师
七、皇京港的规划与实地考察之结论（理论与田调的比
较）—— 黄慧韵老师、谢宝琳老师
所撰写的考察报告将汇整成册，并收纳于图书馆以

◆ 参访结束后，全体史地社科教师于马六甲红屋前合影。

供师生们参阅。

马中“一带一路”互惠互利

皇京港由本地凯杰发展有限公司推动，并于2014年2

符彩英老师（历史科教研组组长）

月7日邀请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为该项计划主持“发展蓝图

这趟的“马六甲皇京港校外

揭幕仪式”，预计将吸引高消费的国际游客。2016年9月

考察”，真的获益良多，老师们

在中国“一带一路”策略下，该公司与中国电建集团国

认真聆听郑文通先生的讲述，交

际工程有限公司签署价值300亿令吉的投资、发展与建设

流期间大家都提出许多疑问，包

协议备忘录，马六甲港口合作项目是中马双边合作蓝图

括：皇京港发展的动机、生态保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

育问题、中国“一带一路”发展

惠合作的典范，体现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共

机会、对当地社区人民的影响、

享的精神。

大马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投资的
方向、计划进展及未来趋势等。

中午，郑先生带我们参观皇京港工地，我们踩在已
完成填海的土地上，烈日炎炎下聆听郑先生讲述填海工

知 识 渊 博 、 满腹 经 纶 的 郑 先 生 ， 很 有 耐 心 地解答

程。举目从深海挖沙的船只正在倒海沙，遥望对岸就是

我们的提问。大家也从他讲述的内容收获颇丰。他从历

郑先生所说的“天然岛屿”，小岛屿原己在葡萄牙及英

史、文化及商业角度分析皇京港发展动机与方向，印象

国殖民统治期被铲平，在郑和七下西洋时，郑和船队须

最深刻是他解说马六甲城原是个小渔村，位于马来半岛

将大船停泊此处，再驾小船驶入马六甲港口，如今这也

西岸，从15世纪中期开始兴旺，建立马六甲王朝，势力

是其中一个即将重点发展的深水码头。

扩张到马来半岛。

郑先生表示，中国特别重视与马六甲海峡“一带一

15世纪明代航海家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五次

路”合作关系，双方文化上的合作有湖南卫视“文化中

经过马六甲。16世纪初，马六甲城已十分繁华，不逊于

国·四海同春——2018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晚会”

当时的威尼斯、亚历山大和热那亚等世界名城。17世纪

节目，本地电视台主持人许佳麟曾带领制作团队到马六

后马六甲接受荷兰统治，由于殖民统治者对将马六甲发

甲拍摄大马华人过年习俗，以及介绍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展成贸易中心不感兴趣，马六甲的航运地位开始衰落。

创作的二十四节令鼓。马中携手推动“一路一带”，如

郑先生意味深长地说：“马六甲已浪费了200多年的生

皇京港的建设计划，成功引进了中国高科技，也为马来

机，21世纪皇京港的建设，是马六甲恢复荣誉的历史性

西亚人民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这一趟校外考察真是硕

机遇，也意味着本地区港口之间的竞争出现了新局势。”

果累累，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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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关怀创意工坊
引言：想象、创新、实践
文 / 许梅韵副校长（教务处主任）

“想象”是创意的来源，“实践”是创
新的可能。纸上谈兵非长久之计，帮助学生
发展从“想”到“做”的能力、培养创新创
意的发想思维，是 21 世纪教育框架中不可或
缺的元素。
自 2007 年 以 来， 我 校 多 科 科 任 老 师
逐步在教学过程中注入以解决问题为教学
枢 纽 的 教 学 模 式 (PBL -- problem-based
learning)，并于 2012 年开始着重于探究式教
学、布置专题研究学习任务，创造平台（例：
科学小摊展、高一及高二物理展、高二及高
三生物专题研究、英文科专题研究、历史及
地理专题研究等）让学生动手做，历经专题
研究的摸索、探究、发现等历程。 与此同时，
适逢创客（the maker）时代的来临，发明、
自制及创新创意的能力明显成了一项教育培
养的关键项目。2016 年我校承办 “全国独
中科学营”，即以“手创科学趣”作为营会
主题。至此，兴华教育计划以更有系统、更
组织性的训练途径培养具备 maker 精神的需
求呼之欲出。
今年开学之际，教务处在三机构及校长
室支持下，协同邱瑞星老师、郑吉添老师、
陈伟轩老师、朱键鸿老师、洪梅珠老师、许
长青老师和邱咏芳老师，积极在校园招生，
吸 引 了 51 名 各 级、 各 班 的 学 生 参 加“The
MAKERs”小组。在这个关键时刻，也结识
了台湾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前身为台湾国立
高雄第一科大），从其创新创业课程及创创
中心的培育系统看到许多值得效仿的经验，
很快地在该中心魏裕珍主任的协同规划下促
成 拟 订 完 成“The MAKERs 生 活 关 怀 创 意
工 坊 ” 培 育 课 程， 并 定 于 3 月 16 至 17 日
在 科 技 楼 数 学 实 验 室 及 创 新 楼 举 办“The
MAKERs 生活关怀创意工坊”，由创新创业
教育中心推广者组长李国维助理教授主力指
导、专任助理陈亭妤老师协同教学。
两天的工坊，从早上 8 时进行到傍晚 7
时，营员没一刻闲暇：通过发掘洞见、创梦
咖啡馆、6W2H、鱼骨图等活动的引导及工

具 的 使 用， 营 员 不
断在梳理对研究问
题 的 认 识。 授 课 老
师李国维助理教授
反复训练营员的思
维 发 散 与 收 敛、 作
决 定， 磨 练 聆 听、
思考及整理资料的
耐 心， 逐 渐 启 动 了
大 家 的 创 意 引 擎。
◆ 许梅韵副校长
此 外， 从 3 人 一 组
成长到 9 人一组；课题从原本 18 个，历经发
表及投票割舍剩余 11 个；再重新组成 5 人一
组。营员经历何其残忍却又契合实际情境的
成长！侧旁观察，我看到营员们在每个时间
点及每个课程中，慢慢适应多次被重组，和
不熟悉的组员一起工作；也学习接受割舍原
本的计划，“跳槽”至一个新的组别。在 2
分钟发表的要求下，更是欣喜观察到营员的
简报功力突飞猛进，能够精准表达、舍弃累
赘非关键的报告内容。
总结以上，我相信 22 小时的工坊里，营
员经历许多的第一次经验，思维或许被磨得
更尖锐、触角或许伸展得更多、更远，甚至
发现与人的互动可以很有趣，也可以很紧张。
希望将来多赢的格局可以去到多远，现在踏
出的脚步就应该提得多高，谨以此话语勉励
营员，并借此提醒大家紧记李组长的叮咛：
“把对人的关怀摆在中间，做正确的事、正
确地做事，”因为这也是 The MAKERs 精神
落实过程中的其中一个核心价值。工坊结束
后，营员将继续以甘特图规划研究课题完成
的进度，放眼于 6 月下旬公开发表成果。衷
心祝福营员们成果累累、花开精彩的收获季
节早日来到！

注：两天的工坊，负责采访服务的同学
间接参与学习，自觉收获良多，并因此加入
The MAKERs的小组。目前成员已增加到5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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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营员和老师们拍了一张大合照，留下了历程的见证。第 3 排坐者左一起为陈伟轩老师、黄志光主任、莫壮燕副
校长、黄秀玉校长、李国维助理教授、许梅韵副校长及陈亭妤助理。其他出席老师尚有朱键鸿老师（第 3 排站者左
一）、洪梅珠老师（第 3 排站者右一）、郑吉添老师（第 2 排蹲者右九）及邱咏芳老师 ( 第一排左一 )。

李妍萱（高一文商礼）、邱宇翔（初三孝）报道

开课礼
3月16日（星期五）上午8时，The

MAKERs生

活关怀创意工坊的营员们齐聚于科技大楼9楼的创

校长赠送感谢状和纪念品给李国维助理教授和陈亭妤助理。最
后，全体营员和老师们拍了一张大合照，留下了历程的见证。

新楼参加开课礼。
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副校长开场时提问同学
们：“是否相信命运”，继而恭喜大家，在众多
兴华生当中，自主、积极地参加课堂以外的体验
活动，创造了自己出席创意工坊，造就与他人不
一样的命运。她表示创意工坊的营员背景不同、
经验各异，相辅相成，势必能共同造就丰富、多
元的学习成果。此外，工坊的课程设计将经由有
趣、有系统的活动，引导营员激发潜能，并补足
营员在做校内专题报告时因脚步太快，无从顾及

◆ 黄秀玉校长 ( 左五 ) 赠送感谢状和纪念品给李国维助理教授
( 左五 ) 和陈亭妤助理（左六）。左起一为朱键鸿老师、陈
伟轩老师及邱咏芳老师。右一起为黄志光主任、郑吉添老师、
莫壮燕副校长及许梅韵副校长。

的问题。最后，她希望营员们秉持以终为始的精

设计思考，走出生活

神，坚持走完自己选择的路，顺利、成功地参与
六月的成果发表。
接着，陈伟轩老师说明Makers字形的原创者

第一阶段的课程中，营员们在科技大楼8楼的发现楼参与设
计思考（design

thinking）课程。李教授表示，设计思考需要

是邱瑞星老师。背面的设计想法则来自于他本身，

打破框架、开拓思维、突破创新。“不要设限，大胆且天马行空

其中蕴藏着“点、线、面”的秘密：人在思考的过

地去思考，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现在的科技，往往来自于30年

程，冒出来的概念就是一个点，凑成一连串的联想

前的电影。设计思考的根本是学会观察、习惯观察、不吝啬表达

是点到线的延伸。但是，最后的面并没有出现在这

自己的意见及互动，再来的就是勇于发表和随时提问。”

一件营服上，而是要营员用自己的能力去创造，成
为一个堂堂正正的makers。借此感谢兴华家教协
会陈伟后主席及其理事团，给予营服费用之赞助。
开课礼结束前，主持朱健鸿老师邀请黄秀玉

设计思考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考方式，整个过程围绕着使
用者的需求。人的需求来自于个人的欲望和生活中基本的需要，
因此，设计要以人的需要和欲望去做发想。这是一个探索的过
程，需要学习以及经历。创新，往往源自于人的不被满足的经
验。所以，听取他人的抱怨也是创新的管道之
一。李教授举例说明，美国改造了人们不喜欢
走的楼梯，让它变成更有趣的钢琴阶梯，每踩
一个阶梯，就发出一种声音。最后统计显示，
有66%的人舍弃搭手扶电梯，改走有趣的钢琴阶梯。

◆ The Makers 创意工坊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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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教授说道：“我们要竭尽所能使用自己的
资源和能力将所面临的问题解决。一个创新且好
的解决方案有3个条件：Desirable（满足人的需
要和欲望）、Feasible（自身团队拥有的技术是
可行的）、Viable（具有可发展的商业价值）。
相较于理性思考（如：盖一栋公寓），设计思考反
而适合复杂困难的问题（如：智慧移动城堡）。”

设计思考三阶段
设 计 思 考 有 三 个 阶 段 ： 启 发 阶 段
（Inspiration）、创意发想阶段（Creation）

◆ 李教授为同学授课（design thinking）的课程。

和实现阶段（Implementation）。第一阶段，

周遭发生的事情，最后导致了什么需求去发现问题。第二阶段，

我们可以引用AEIOU，即A（Activities）

我们必须针对这问题提出一个符合条件的解决方案。前提是把问

、E（Environment）、I（Interactions）

题理清、提出基准的洞见，清楚知道自己要解决的问题。第三阶

、O（Objects）、U（Users）的观察结构去发现

段，利用自身团队的能力与资源把创意发想实现出来。

问题。启发阶段中，最需要的是同理心，尝试参
与、聆听、观察、换位思考个人或特定族群的问
题。李教授建议大家尝试坐轮椅一个月，去发掘
轮椅使用者的困扰。这就是从观察个人的行为、

李教授也强调，观察很重要，它能发掘人的需求，从而促
使创新。设计思考需要持久性以及不断地练习，他希望营员们在
活动结束后也能抱持着这种态度。

实作一：整理问题，应用矩阵筛选洞见
张玮玹（初三廉）报道
李教授让营员们分组讨论出与研究课题相关的洞见
（insight），初步整理出各组的研究人问题后，大家都讨论得
七嘴八舌，非常热络。李教授和陈助理，及MAKERs负责老师邱瑞
星老师、郑吉添老师、陈伟轩老师、朱键鸿老师、洪梅珠老师、
许长青老师和邱咏芳老师等从旁协助营员，适时给予一些意见。
整个讨论过程历时20分钟。小休后，教授开始针对各组的讨论结
果进行点评。
接着，李教授指导营员如何应用决策矩阵筛选洞见。决策
矩阵常用于企业的战略经营管理，它是决策方案与有关因素之间
相互关系的矩阵表式。经过教授的深入讲解，营员们都学会如何
使用决策矩阵与组员共商、筛选出组内想要解决的问题，并清楚

◆ 经过李教授的深入讲解，营员们都学会如何使
用决策矩阵与组员共商、筛选出组内想要解决
的问题。

的说出为什么要解决该问题。

实作二：发想初步创新提案
张玮玹（初三廉）报道
发想初步创新提案的环节中，9个组分别为自己组内想要解决的问题、需求及解决方案进行2分钟的呈报，李教授再
针对各组的发表做点评。
李教授的评语一针见血，让营员们清楚了解自己的问题。其中，李教授谈到，“解决问题时，我们必须找出问题的
关键点，对症下药，而不是周旋在零零碎碎的小问题上。找出问题的关键后，厘清应该对问题负责的对象是谁或者是什么
改变了，问题才得以有效地解决。”
此外，李教授也说道，一个大需求内包含着许多的小需求。当我们满足了那些小需求后，大需求也就迎刃而解
了。“没有最好的方案，只有更好的方案”，解决问题时，不要直奔一个方案，而是要想出十个、百个、甚至千个解决方
案，再百里挑一，挑出一个最合适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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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作三：应用矩阵筛选洞见与提案
刘凯昇（高二理孝）报道
以下三种情况同时出现时，我们可以进阶决策矩阵：
一、当需要致力解决一个问题时；
二、当只能实施一种改进方法时；
三、当只能开发一种新产品时；
由于营员需要在接下来的数个月完成作品，进阶决策矩阵可用来评估产品的可行度及有效度。
于此实作过程，营员需使用列表方式，在行的最左侧填写方法，而列的最上方列出衡量指标。衡量指标包括：成
本、时间、价值、难易度等等。经估算后，依据方法的好坏程度，填写1-10的评分。最好的方案为十分,最差的方案一
分，以此类推。最后计算分数，最高分的方案将成为各研究课题的方案。

实作四：创梦咖啡馆实务操作
林恺婷、李佩倪（初三义）报道

“创梦咖啡馆”，一个集合每个陌生人意见的“工
具”的平台。在这个“咖啡馆”里互不认识的参与者，
以小组方式从一桌移至另一桌，聆听桌主陈述课题后，
于规定时间内脑力激荡提供更多想法给桌主。“我们无
须 理 会 一 个 只 懂 得 批 评 他 人 但 不 懂 得 建 议 他 人 改 变的
人”，在这个环节里，李国维教授用他的经验带动了营
员们。当天所有的营员先分成七大组然后一同到大桌子
工作，聚焦在选出的问题，让提案者（桌主）收集问题
现况信息，了解需求，并收集各领域成员对新提案的意
见回馈，这是一个跨领域团、集大成的历程。
成果分享时，各位营员轮流各抒己见，说出自己组
所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其中呈现解说的共有19组，
每组有2分钟时间呈报。营员们表现各有千秋，有些组选
择用PPT来解说，有些则是用画和写的方式。每一组提出
的解决方案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构思出来的。基于时间的
关系，并不是每一组都能够完整地表述所提出的解决计
划，可见去芜存菁和时间管理是成功报告的关键。
完 成 解 说 后 ，教 授 针 对 各 组 的 表 现 给 予 评 价。此
外，各组也可以投票给表现最好的组别，以达到互相学
习的效果。
李教授建议：“任何时候想到什么点子就把它写下
来，因为这些都可能是你成功的关键。”创梦咖啡馆，

◆ 营员各自分组并在大桌工作，聚焦在选出的问题，让
提案者收集问题现况信息，了解需求，并收集各领域
成员对新提案的意见回馈。

让营员更勇于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也结合自身
的经验抛出不同的问题，最后让讨论变得更加的完善。
一个想法产生第二个想法，集思广益，问题得以改进，

录的习惯，也可以了解其他使用者的感受、态度及看

也更准确地了解问题点。这个活动不但可以促进个人记

法，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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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2H/1E施行方案
李妍萱（高一文商礼）、刘凯昇（高二理孝）报道

创意工坊的另一个环节是6W/2H/1E施行方案，包

是做好环境变化的威胁和分析商机。所谓的商机，即是

含企划书的撰写、执行与控管。企划案是实践行动的规

指人们未被滿足的需求而在市场上留下的空缺。在O-S-

划，也可对各种可得资源作出的评估，同时让目标更明

P-D-C-A这样的一个过程，亦可以发挥自身核心专长及能

确、更有规划地被实践。一个企划案应有的内容：一、

力。然而，Q-W-A-R则算是一种思考的规律：Question問

为达成的目的或解决问题找出战略方向。二、具体指导

題 → Reason Why原因 → Answer答案 → Result結果。

策略。三、竞争策略。四、致胜策略。五、执行方案。撰

再来就是谈到撰写企划案五大关键的思维：一、分析

写一个企划书需要的是6W/2H/1E。6W分别为：What（做什么或

內、外部大环境；二、数据比较分析；三、O-S-P-D-C-A

目标是什么）、Who（谁来做）、Whom（对谁做）、When（什么

的6步骤思维；四、如何解决问题角度看Q-W-A-R 的四步

时候做）、Why（为什么要做）和Where（在什么地方做）

骤思维；五、回到综合面向仍然必要牢记住6W/2H/1E的

。2H分别为：How to do（如何达成）以及 How much（花

思维。

费多少预算）。1E分别为：Effectiveness or Evaluation（效
果和评价）。

一份好的企划案，必须在物质或心理上比别人强，
借此表现出自己与其他竞争者的不同。此外，企划案的

十七项必备报告内容
一份完整的书面企划案少不了17项重点：What（目标）
、Why（原因）、Where（地点）、When（时间）、Who（负责
人）、Whom（涉及的对象或顾客）、How to do（如何实行）
、How much money（预算）、How long（时限）、Evaluate（评
估）、Competitive（竞争力）、Market Research（市场调查）
、Alternative Plan（替代方案）、Balance Viewpoint（观点是

内容一定要有显著革新且影响企业深远的因素，当然
也须具备可行性。撰写企划书的各种能力如组织能力、
文字能力等，都要勤学苦练，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
时”。对于企划书的执行，最需要注意的是掌控全局，
切勿疏忽大意，否则之后的路就艰难险阻。李教授表
示，不要一开始失败就轻易地放弃，因为它可能只是短
暂性的，若轻易放弃企划书就会化为泡影。

否平衡无偏颇）、Comprehensive（合理性）、Logical（逻

李教授建议，整理企划书时可用九宫格的方式来处

辑性）以及 Risk Forecast（风险预测）。李教授提到：“企

理，将6W2H1E填入九宫格中，方便观察和处理细节。另

划书里不应有‘我认为’的字眼，而是要有确确实实的数据存在。”

外，我们可用甘特图来规划和管理时间。甘特图是一个
利用周次和工作内容来进行的图表。由于时间有限，需

五大关键思维

要工作分配表以处理庞大的工作量。另外，查核表可以

在撰写企划案的内容时，我们可以利用O-S-P-D-C-A

帮助我们在企划案内做简易的预算，避免超支。总的来

和Q-W-A-R的思维来运转。O-S-P-D-C-A可比作一个过

说，企划案的撰写原则包括内容完整度、可行性、市场

程：Objective目标 → Strategy策略 → Plan计划 →

导向，还有决心与信心等等。

Do执行 →

Check 考核→ Action再行动 。其中用意

◆ 李教授与营员互动热络，相当的投入。

◆ 营员们在小组中积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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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体验 —— 美的形式原理
吴芯仪（初二忠）、李芷薇 （初二廉）报道
为了提供同学一个发挥创意及发展潜
力的学习途径，3月16日（星期五）下午4
时45分陈亭妤助理与大家分享“美的形式
原理”。
首先，陈老师以提问的方式，“美
是从哪儿来的？”，作为讲座的切入点。
接着，她开始解释各种美的形式原理，
并将“美”归纳成十项形式原理，包括平
衡，对称，和谐，韵律，单纯，统一，比
例，对比，渐层和秩序。
陈老师最后表示，希望透过此次的讲
座，带给营员许多美的启发。通过多元的

◆ 陈亭妤助理与大家分享“美的形式原理”。

美感形式，慢慢寻找出共同的美感法则。
营员们对美的概念及原理的重组，展现在
实作任务——通过一份旧报纸，寻找可表
达组员对校园感受的素材。在青涩的岁月
中，校园在学子心中果然体会各不同！

◆ 通过美学的原理。同学感受到的校园生活画面。

创新发布会和结业礼
林意晴（高一理孝） 报道
绝大多数的组别发表的提案都与我们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对学校面临的问题提
出解决方案，这其中包括第3组 —— 电梯
已经满员，却依旧会因外部按钮而停下，
以及第2组 —— 考试期间食堂位置不足等
等。第3组的营员发现学校的电梯常常满员
了却依旧在各个楼层停下，耽误了电梯使
用者的时间。针对这项问题，他们提出了
在电梯底部设置用以计算电梯内剩余空间
◆ 各组轮流上台发表提案，提案皆与大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的电磁波发射器和侦测器，当侦测器探测
到电梯的空间已被占满，提示灯将会显示

3月17日（星期六），为时两天的创客学习营终于到了万众期待的
创新发表会。下午3时45分，学生家长陆陆续续抵达科技大楼9楼创新
楼，耐心等待孩子们精彩的表现。
两天的学习营，营员们经历了不断地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后，终
于完成了他们的提案。全场共12组，每一组都有6分钟的发言时间，另
有4分钟让导师提问与给予建议。

红色，电梯也将不会受外部按钮的影响而
停下。导师们对此也提出了建议，说明了
这样的装置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仍需
与专业的电梯技术人员沟通。
考试期间食堂使用者的数量会比平日
来得更多，进而导致学生们常常面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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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及长时间排队的问题，是第2组研究

行，若能够解决外观上的问题，使其看起来更加的美观，或许能够迎来

课题。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设计一个网

更大的市场。这项装置除了能应用在冷气机，也可置放在窗口处，让室

站为学生提供线上订餐服务，同学们可使

外的冷风来使室内降温，既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又达到环保的效果。

用学生证来开设账号，并定期充值以进行
线上购买食物。为了响应环保，线上订餐
服务将提供可清洗的便当，用餐后便当可
置放在回收箱内，让食堂工作人员清洗。
有导师表示，可让订餐的同学自行携带便
当盒，解决便当回收的困扰。
另外也有个别的几组营员提出了让人
期待的提案，如第9组的如何在一个特定
的空间内每个人感受到相同的温度。我校
现今所有教室都有冷气设备，然而常常面
临课室内坐在冷气下方的同学冷得发抖，
靠近角落的同学却频频喊热。这一组的同
学所设计的冷气整流器，能够把从冷气机
吹出来的乱流经压缩和整合后，以直流的
形式散发出去，使空间内各处的地方都能
感受到冷气。导师们认为这项提议十分可

此外，第11组的营员为了解决衣物占用家中大量空间的问题，提
出让在场许多女性眼前一亮的方案。他们设计了一款名为“Yiku”的软
件用以保管衣物。人们能够通过该软件选择自己想要被保管的衣物，相
关人员将把这些衣物以真空包装的形式保存在专用的仓库里，定期进行
保养工作。导师对这项提案赞誉有加，也得到在场部分家长的支持。不
过，也有家长表示此提议虽好，但若要推上市场，盈亏的问题需慎重考
虑。另外，有导师提议让他们的这款软件能够多提供几项服务，如鞋子
的保管，相信能够带来更大的市场。
其他的组别也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提案，李教师及校务处为营员们准
备了纪念品，作为对他们这两天内认真学习的鼓励。最后，李教授举出
亨利·福特的例子告诫同学，我们不能因大多数使用者的看法而抹杀自
己的想法，要坚持自己所想并实现它。李教授表示，在解决和发想时，
必须谨记，要做正确的事并正确地做事，不断地重复发散后收敛，收敛
了再发散的过程，总有一天，全世界都将是我们的天下！李教授的一席
话，为本次的创客学习营画下完美的句点。

结语：打破框架、突破创新
洪振丰（高二理忠）、李妍萱（高一文商礼）采访

表现媲美大学生
李国维助理教授

分初中的营员没有专业的知识基础，在学习的过程中有
些困难。我往后也会再到马来西亚交流，继续推行创客
创意。

首先感谢学习营里众导师事
前付诸的心血与努力，营员们能有
如此精彩的表现，他们功不可没。
此次带领 Makers camp 是
为了推广出 Makers 的精神，创
客营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
应对问题，让他们更有创意，在一个问题中想出了与别
人不同的解决方法，且具逻辑性。营员们都非常优秀，
并 且 与 我 方 互 动 热 络 ， 相 当 的 投 入 ， 他 们 也 会 提 出意
见，互相讨论。

跳脱课本的新学习方式
林丽凤女士（叶韵懿同学之家长）
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它在
很大的程度上开拓了学生们的视
野和思维模式。一开始从孩子口
中听说这个活动时，我对此完全
不了解，直到收到校方的邮件，
我才清楚此活动的用意。虽然我

兴华的学生表现可媲美大学生，在这两天的学习营

的孩子上台后鲜少发言，但我很

里，他们都经历了打破框架、扩散思考、突破创新、观

开心她有如此之大的收获。我衷

察、投入、互动、发表和提问等阶段，接下来，他们将

心希望校方可以多举办此类似的

迈入实现阶段，开始设计思考。

活动，因为这是一种跳脱书本的高效率学习。由于这个

时间还是最主要的问题。虽然之前已经有讨论过关
于课程时间的安排，可是时间还是有所欠缺。紧凑的流
程也导致了营员们没有更多的讨论时间，以致方案的全
面性受损。另外，此次的营员是开放给全校的同学，部

活动对学生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因此建议延长活
动时间，让学生们有充份的时间投入和准备。另外，若
校方能再多请几位专业人士来给予孩子们意见与协助，
想必收获会更加丰富。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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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自身的能力

发掘问题的“根本原因”

黄骏宥 （高二理义）

吕立恩（初三廉）

我从以前就看过国外有许

一般上，人们遇到问题时

多类似的活动，对亲手创作颇有

都会直接联想到最表面的解决方

兴趣。活动过程中，我学会如何

法，而我在这次的活动中学会用

更有规划地去拟定一个目标，相

5WHY（即五个为什么）的原则深

比之前做校内报告感觉自己迈进

入探讨问题，从一个问题衍生出

了一大步。此外，我也发现自己

多个提问，找出问题的根源，再

的书面表述过于口语化，有待加

针对其根源解决问题。例如我有

强。感恩校方举办这次的活动，

上课打瞌睡的问题，我直接联想

让我得以提升各方面的能力。

到的解决方法是补眠，但补眠无法解决问题的本质。所
以，我就想为什么我会打瞌睡？因为我睡眠不足。为什
么我睡眠不足？因为我开夜车赶功课。为什么我要熬夜
做功课？因为功课做不完。为什么功课做不完？因为下
午我顾着追剧。由此，我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没有及
时完成事情。结论是我要先完成功课再做其他事情，就
不会因睡眠不足而上课时打瞌睡。我认为5WHY的方法十
分奏效，是解决生活中各种大大小小问题的锦囊妙计，利
用5WHY，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 把你的点子都写下来，它们可能是成功的关键。

◆ 营员们分工合作将任务完成。

◆ 同学们积极投入，直接在地上动手制作简报。

◆ 营台上有趣呈现，台下笑成一片。
◆ 同学们集思广益，务必找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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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华文独中体育教师成长大会暨
体育教师服务奖颁奖礼
苏爱云主任荣获 20 年服务奖
黄乐仪老师报道

31% 独中体育教师具专科文凭
董总主席拿督刘利民表示，根据2016年全国
华文独中体育处概况调查显示，独中仅有31%的体
育教师持有体育专科文凭或证书，因此董总十分
关注体育师资培养工作。相信本次通过中国体育
教育经验分享，能够提升各校教师的专业水准，
大家也能对体育教育课题展开交流，互相学习、
吸取经验。
“在面对人力资源短缺情况下，希望独中体
育教师能共同携手，稳固彼此间在体育教育领域
的协作基础，以掌握体育教育发展趋势。我们也
得探讨体育发展难题和寻求对应方案，朝体育教
◆ 苏爱云主任从董总主席拿督刘利民手上接过奖项，董总首席
执行长孔婉莹陪同。

育专业化前进。”

肯定体育老师的付出与奉献

3月17日（星期日）我校体育主任苏爱云老师出席“2018年

苏爱云主任表示，这是董总首次颁发全国华

全国华文独中体育教师成长大会暨体育教师服务奖颁奖礼”，并

文独立中学体育教师服务奖，以肯定及表扬体育

荣获20年服务奖，体育处全体同仁出席观礼，献上诚挚祝福。是

老师的付出与奉献。体育老师任劳任怨，不止长

项颁奖礼旨在肯定与表扬长期奉献的华文独中在职体育教师，同

期在太阳底下暴晒，同时还得耐心地给予学生体

时发扬尊师重道精神，凡在职体育教师任职年资届满，皆可提出

育技能的指导，精神可嘉。

申请。当天，为了加强与促进体育教师专业发展，董总更邀请了
中国华侨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胡国鹏及体育学院实验员黄东剑，
前来教授“运动伤害护理”和“体育保健”课程，让各校与会教
师从中获益。

“荣获20年服务奖，我感到很高兴且踏实，
感谢学校对我的肯定与信任、同事们对我的认
可与关爱。自高中毕业后，我回母校服务，从总
务处职员、贩卖部职员、体育处职员、体育处助
理、体育教师到今天的体育主任，29年见证兴
华变迁，过程中特别感恩郑瑞玉校长、徐凤麟副
校长的肯定与信任，以及体育处同事们在每一次
举办各项活动或比赛时，给予我最大的帮忙与支
持。借此机会也要特别感谢蔡成老师，其耐心栽
培、认真教导，并在工作上给予我自由发挥的机
会，让我站稳岗位、充满信心。”
她允诺，此次获奖也代表日后将在工作上力
求进步，做得更好、更到位，同时继续为校努力
与奉献。

◆ 陈文杰老师（左起）、翁秋霞老师及薛丽莹老师（右）特出
席观礼，献上诚挚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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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亚太区国际青年教育交流论坛
个人报告第一名 访高一理忠萧滕峰

◆ 萧腾峰（左二）与参
与第五届亚太区国际
青年教育交流论坛的
马来西亚代表合影。
◆ 右起为黄秀玉校长、萧腾峰及莫壮燕副校长。

英语教学中心供稿

我校高一理忠萧腾峰，于2月7日至2月11日与我国友
校共十位代表前往韩国首尔，参加由韩国文化体育观光
部、观光公社及教育旅行协会联办的第五届亚太区国际
青年教育交流论坛，与来自韩国、日本、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共55位学生热络交流学习，萧腾峰也凭其流利
英语和稳健台风荣获个人口头报告第一名。

◆ 萧腾峰（左三）与参与者相见欢。

的文化体验，并把心得总结，在最后一个晚上做小组报告。
经过数天的精心准备，小组报告内容非常精彩，包
括涵盖各国特色课程科目的虚拟国际学校、各国的餐桌
礼仪和禁忌、中学生的休闲活动、各国重要节庆等等，
让所有参与者如同经历一场文化飨宴。评审在总结时表
示，她为学生的投入表现和丰富内容感到骄傲，也提醒

韩 国 教 育 旅 行协 会 会 长 闵 兴 基 先 生 在 开 幕 礼上表

学生在学习英语时无须过于注重自己的口音，因为具特

示 ， 举 办 此 项 活 动 的 目 的 是 让 年 轻 人 及 早 接 触 多 国文

色的口音也是身份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与人沟通时展现

化、促进彼此了解，并扩大影响力，把所学知识造福人

出来的自信。评审也希望学生在呈现报告时能多注重个

群；同时也提供平台让学生们展示沟通协作能力、发挥

人在活动过程中的反思，比如研究结果如何影响人类生

创意。这项只限高一级学生参加的盛会，每个参赛国家

活、如何改变使得世界更美好等。

派出代表，报告其国家的本土文化或教育旅游胜地。我
校萧滕峰有幸成为马来西亚的代表之一，在10分钟内呈
现马来风筝（Wau）的由来与特色，在回答观众提问时表
现大方、自信，为他赢得评审青睐，获得全场第一名。

除了营会的两项比赛，主办当局也安排了户外活
动，带领众人参访国家博物馆、文化村、韩国文化旅游
局等，让大家对韩国历史和文化有进一步了解。其中最
特殊的景点是两韩边境交接的非武裝地帶(DMZ)、板门

营会期间，各国代表被分成8个小组，与来自5个国

店、第三地道等，通过简介，让海外学生了解朝鲜和韩

家的代表们协作、交流、参访、呈现报告、一起生活，

国之间的历史冲突、人民分裂的哀伤以及对和平的渴望。

全程的官方用语是英语。此外，在小组协作活动中，来
自不同国家的学生有机会分享本国的文化习俗、校园生
活等，并规划一个半天的户外活动，由韩国的学生代表
带 领 组 员 们 乘 搭 公 共 交 通 游 览 首 尔 ， 实 际 体 验 韩 国民
情，包括参访学校、旅游景点、文化与历史古迹、尝试
韩国道地餐饮等，在参访过程中深度交流、分享各国间

虽然二月仍是寒冬，学生们每天在零下的气温下进
行户外活动，但无阻互相学习交流的热情。通过这次机
会，学生们交了不少各国好友，也见识了同龄朋友的强
项，反思自己的不足，相信此行对未来的人生已给予极
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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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2月阅读主题分享会：“文化的力量”

在书香中喝出

滋味

林倖伃（高三文商智）报道
为配合图书馆2月份阅读主题书展“文化的力
量”，我校于2月27日（星期二）下午2点45分举办了
一场分享会，主题为“在书香中喝出茶滋味”，并邀
请张振威先生到校与师生们“把茶言欢”，共同品茶及

突破认知的框架

认识茶的文化艺术。

倪卉凊（初一孝）
我原以为泡茶只是从一个罐里

主讲人张振威先生从1994年开始接触中国茶艺，

拿出茶叶，然后放进茶壶里再加热水

曾在吉隆坡数家茶坊和茶行担任茶艺师。2017年，他

的简单动作，却没想到原来喝茶有那

开办了融合茶馆与民宿的“茗缘客栈”。张先生一开

么多讲究。不一样的茶叶，其制作过

场就让大家称呼他为“掌柜”，即总管店铺的人，也

程、冲泡方式都不一样。很荣幸能够

叫“掌柜的”。

现场喝到张掌柜泡的茶，喝下后回甘

张掌柜首先邀请各位到场的师生品尝他收藏的

生津，不像宴席中的茶过浓、苦涩。

陈年普洱茶，并通过问答的方式让同学们了解茶的由

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对其有基本的了解或认识。听完讲

来。接着，他向同学们详细地介绍茶的种类。茶依据

座后我深刻体会到，不要只局限在“自以为”的认知里，要

制作过程、季节、发酵程度、烘焙程度、鲜叶面积与

主动去接触、尝试，搜寻相关资料，增进知识。

销售区域分成不同的类别。一般上，人们较熟悉的茶
有红茶、黄茶、绿茶、青茶（也称乌龙茶）、黑茶及
白茶。张掌柜也提到，不同种类的茶会有不同的发酵

认识茶道

和烘培法，泡茶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马凱权（初一孝）

认识了茶的种类后，张掌柜进一步向同学们展示
一套完整的茶具，包含了茶则、茶夹、茶匙、茶签、
茶荷、水盂、水托和茶漏。此外，他也一一地向同学
们讲解各个用具的用途和功能，并亲身示范泡茶的步
骤。他说，第一个步骤要先温润泡，接着再第一泡、
第二泡 ...... 温润泡的功能是为了洗茶叶和醒茶叶。
张掌柜也表示，泡茶时须注意水温和茶叶浸泡时间。
张掌柜也向同学们讲解茶文化的礼仪和精神所

参加了这场讲座后获益良多，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完整的茶
具。我认识到茶叶根据其制作过程
而被分为6大类，也知道了如何区分
茶叶的好坏和茶的等级。张掌柜与
大家互动，只要答对问题就能拿到4
包茶叶，促进我们学习的乐趣。这
是我第3次参加图书馆所举办的活动，每次都能得到惊喜，
呼吁更多同学参与图书馆主题活动，增广见闻。

在。他说：“中国人饮茶文化据说始于神农时代。茶
文化的精神内涵即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
茶等习惯和中华文化的礼仪相结合，可以说喝茶是一
种礼节。”他也提醒同学们，斟茶时，一定要从左到
右，若有长辈在场则长辈优先，最后才斟给自己。 茶

文化随意但不随便，涵盖了许多礼仪，也体现出一个
人的文化素养。
通过这场分享会，同学们对茶文化有更深入的了
解，也期望同学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发扬传统饮茶
文化，让它流传下去。
◆ 出席分享会的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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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3月阅读主题分享会：“南洋风情”

《搭上巴士去旅行》
分享会
林倖伃、 陈惠匀（高三文商智）报道
配合图书馆3月份主题书展“南洋风情”，图书

观察并与当地人进行交流以深入认识当地文化。他随

馆于3月27日（星期二）在黄景裕讲堂举办一场《搭

心所欲、不受拘束的旅游心态，让他在旅程中意外发

巴士去旅行》分享会。作者FuFu 林振富先生为同学们

现了惊喜，也经历了许多趣事。他表示，只要把心打

分享他在北马搭巴士旅行的各种趣事。

开，用心灵去和他人交流，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林先生曾到日本留学，后来也到巴西及南美洲

等待巴士浪费时间？对林先生来说，答案是“

的数个国家考察当地的巴士捷运系统（Bus Rapid

不 ” 。等待过程中，他会转换心态，并利用时间到

Transit,BRT）。其后他在德国攻读城市规划，以南

附近走走看看，发掘一些意想不到的人、事、物。走

美洲的BRT研究为论文课题，成功取得了硕士学位。

访了北马各个小镇，他感受到小镇浓厚的人情味。他

林先生曾游历过56个国家，拥有丰富旅游经验的他却

说：“不要害怕与陌生人沟通，如果每个人都有所顾

没真正游走过自己的国家。基于专业的认知和对巴士

虑，那这世界就会少了很多温暖。”此外，他还发现

情有独钟，他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展开了一场

其实本国也有不少媲美国外的旅游景点，只是大家忽

巴士之旅，游走北马四个州属：槟城、霹雳、玻璃市

略了它美丽的一面。他希望同学们把握机会，利用“

和吉打，并把走过的35个小镇及其故事写成一本书，

间隔年”或空档去游走马来西亚，并认识这个多元化

与读者们分享心得。

民族的国家。

国内景点媲美外国
林先生表示选择搭巴士环游北马，原因很简
单，因为自己没车及我国铁路交通系统不完善。他
以自己的家乡丹绒马林（Tanjung Malim）作为首
站，随后到访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小地方，如班台亚齐
（Pantai Acheh）、知玛打苏（Timah Tasoh）、加央
（Kangar）、新芒魏（Semanggol）等。林先生喜欢

最后，他提到正计划一趟东海岸与南马之旅，继
续探索不一样的马来西亚。“比起听同样的事情千百
遍，不如用自己的双眼去看一回。”时代更迭，建筑
四起，让我们把握现在，勇敢地踏出第一步，用心去
认识我们的祖国 —— 马来西亚吧！

什么是“间隔年”？
间隔年（Gap Year）是西方国家的青年在升学或
步入社会前，进行一次长期的旅行，让自己体验不同
的生活方式。

◆ 出席者与分享人合影。

2018年 3月号

HIN HUA MONTHLY

41

有趣的旅行方式
杨克伦（初一孝）
我曾经和朋友一起搭巴
士到槟城旅行。我们利用等
待巴士的时间去探索一些当
地的旅游景点，发掘更多趣
事。我认为旅行不但扩大了
视野，也使我增加了知识。
通过今天的分享会，我发现
了自己从未发现的美丽小镇，希望自己未来能有更多
搭巴士旅行的体验。

用心去认识世界
李骏隆（高三文商廉）
我喜欢旅行，无论是国
内或国外。对我来说，旅行
的意义在于让自己认识更多
人事物、与旅伴促进感情，
并重新调适自己。未来几个
月，我有意和朋友一起尝试
搭巴士或骑自行车游走马来
西亚，去探索这个美丽的国家。听了这场分享会，我

◆ 林振富先生的照片展也在图书馆展出，欢迎师生们前来欣赏。

很钦佩分享人潇洒的态度，想要旅行背起包就走，这
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学会把心打开，去接受更多的
新事物，才会发现世间的美。”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一句话。有时候，想做的事就要勇敢去做，不要因害
怕而退缩，让自己留下遗憾。

不盲目追求
旅游景点

◆ 作者亲自准备的各种自制盖章，让同学们现场盖章留念。

郑碧贤女士（家长）
我是在和邝美玉师闲聊
时得知这个分享会。我和家
人在过年时也体验了乘坐巴
士去旅行。当时我们到了一
个在文化与生活上都和吉隆
坡有很大差别的地方—— 吉
兰丹。我非常认同主讲人所说的把心打开，就能改变
固有的思维，真正地认识一个地方，享受惊喜。与其
追逐热门的景点，不如去感受和体验历史留下的足
迹。讲座会中，我特别提出了一个问题以加强作者搭
巴士旅游中的思维与概念，让同学明白旅游前不一定
要用TripAdvisor、Google 等网上咨询，可以通过摸
索去发掘惊喜。最后，我非常感谢老师的盛情邀约，
让我有机会参与学校活动，得以收获知识与分享经验。

◆ 作者为购买图书的同学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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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上课日：55天

图说兴华

文/ 徐威雄博士

短假：16天

饯行送别聚餐
1981年朱素英老师要出国留
学，全体老师到一家餐馆饯行
送别，难得留下了这张极为难
得的轻松合照。前排左起：庄
美玉老师、郑瑞玉校长、洪秀
琼老师、朱素英老师、黄瑞利
老师、陈慧如老师、黄碧燕老
师、毛凤群老师；中排左起：
方既顺老师、黄权福老师、
巫锡龙老师、张兴钤老师、谢
金聪老师、周美玉老师、丁雅
春老师、李毅敏老师、黄少
群老师、沈英娘老师、吴瑞茵
老师、郑玉如老师、张运谭老
师、李玉梅老师；后排左起：
黄文熔老师、李济荣老师、黄
慧凯老师、马季勋老师、徐凤
麟老师、郑友老师、蔡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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