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闪耀兴光 71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阮慧卿（高一文商和）报道

◆ 董事会、校友会、家教协会全体理事、正副校长、各行政主任、各科教研组组长、教职员联谊会正副主席、以及学
生代表联合主持切蛋糕仪式。前排左一起为温贵平董事、郑联兴董事、学长团团长刘沛妤同学、校友会主席余安副
董事长、苏进存校长、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副董事长拿督林宽城、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尤瑞泉董事、学长团荣誉
学长陈学琛同学、苏顺昌董事及李维念董事。

兴华创校七十一周年，峥嵘岁月，春风化雨，桃

李盈门。在学校，或许我们来自不同的班、选择不同的

科、参加不同的学会；校园学习生活，各自精彩；董家

教校友学生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叫着兴华人。一代一代的兴华人，散布五湖四

海，各行各业，都有兴华人的身影。不同的学习，不同

的角色，不同的成就，在不同的地方，散发着不同的光

和热。让我们，每一个兴华人，都是那漆黑无垠的夜空底

下，闪耀的星光，共同绽放兴华教育长空下最灿烂的光芒！

6月29日（星期五），我校全体师生一同迎接主题

为“闪耀兴光”的71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上午8时，

同学们齐聚于朝阳堂、黄景裕讲堂和陈开蓉大讲堂。我

校董事、家协与校友会理事和老师们，在同学们热烈的

掌声下步入朝阳堂。

董事长拿督李平福致词时说：“今年是我校迈入新

里程的一年。首先，董事会完成改选，我受重托领导兴

华，承诺将秉持永久荣誉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

博士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带领兴华中学再攀高峰，继续

开拓创新；其二，苏校长荣任为兴华第五任校长，携同

教育团队全体伙伴，必能在稳健的基础上，努力不懈，

让兴华再创辉煌。”

苏进存校长致词时表示，今年4月人文走廊建设完

成，呼应着学校办学核心理念发展进入新的里程碑，紧

扣着核心素养建构的各类学习活动，不论学科课程或课

外活动课程，均衡地在校园全面开展。此外，老师们多

年来努力朝向教育专业化努力，今后学校也将坚定不移

地，兼顾传统与创新，不断追求卓越。

接着，学长团荣誉学长陈学琛致词时，代表全体

同学向老师们表示感谢，并祝贺老师们教师节快乐。他

◆ 同学们以感恩心献上康乃馨予师长聊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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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获服务奖的教职员与三机构理事、正副校长合影。

说，“在学习的路上，或许我们跌跌撞撞，但幸好一路有师长的指

引，我们才能面对挑战，克服困难，学习成长。”

大会也借此庆典颁发教职员服务奖，得奖名单如下：

庆典上，高三同学代表全体学生

献花给师长及献唱《教师颂》、《以您

为荣》。其后，我校董事长拿督李平福

带领董事会、校友会、家教协会全体理

事、正副校长、各行政主任、各科教研

组组长、教职员联谊会正副主席、学长

团荣誉学长陈学琛和学长团团长刘沛妤

上台，联合主持切蛋糕仪式。

上午9时45分，洋溢温馨与祝福的

庆典圆满结束，大会恭请师长们移步到

仁爱广场享用茶点，许多学生纷纷向老

师献上祝福卡片和小礼物，并与师长合

影留念。

闪耀兴华光芒
叶梓轩（高二文商智、校庆筹委会主席）

当选71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主席一职，肩负重任，感到不少压力。感谢有前辈的指点，才

让筹委们慢慢掌握自己的工作。筹备期间，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不足，筹委们需在有限的时

间内，构思好各种大小活动外，同时需完成宣传工作、食堂墙面设计及舞台布置等。除了例常的

第一阶段庆典仪式和第二阶段的学生团体表演，也举办了第三阶段的师生联谊篮球比赛。相信筹

委们在筹备期间学习到不少，也提升了自身的办事能力。

“闪耀兴光”是今年校庆的主题，创校71年以来，除了栽培出遍布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人

才，也栽培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校庆筹委，因为有了历届筹委的指导及经验，才能让今届筹委更容易处理各种大小事物。

最后，也在此感谢全体筹委的付出，全体表演团体的配合及师长的指导，让整个活动能够圆满结束。若有不周之

处，请多多包涵，也祝兴华能够继续闪耀出属于兴华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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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拿督李平福

兴华的发展希望在教师

董事长拿督李平福致词全文

71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我校署理董事长卢金峰、副董事长兼校友会主席余

安、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苏进存校长、各位三机构理

事、老师和同学们，早安。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学校

71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具有重大的意义。

71年来，兴华在历届董事长、董事、校长、家长、

老师、校友及学生共同努力下，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

老师、同学与校友们的成就，更让兴华办学成效广获社

会各界的高度肯定。翻阅兴华校史，71载缔造了无数

的惊艳，我不禁要赞叹，“兴华有你们真好”。感谢有

你，在座的董事、家长、老师、校友及同学们，让兴华

发光发热，创造永续兴华。

对学校而言，今年是拓展，迈入新里程的一年。

首先，董事会完成改选，我受重托领导兴华。我心怀感

恩，承诺秉持着前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敢

为天下先的精神，带领兴华中学再攀高峰，继续开拓创

新；其二，我们迎接苏校长继任为兴华第五任校长。苏

校长携同教育团队全体伙伴，必能在稳健的基础上，努

力不懈，让兴华再创辉煌。

今年四月，我们更见证了人文走廊暨校史馆的开

幕，这除了承接兴华“人文科技，面向未来”的办学理

念，更体现兴华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这代表着兴华的软

硬体建设几近完备。未来，兴华应当扮演更重要且宏远

的角色，延续扎根传统、怀抱多元，培育优质师资，成

为拓展21世纪优质教育、人文情怀、关怀社会之精致中学。

今天，我们也庆祝教师节，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

乐”。从兴华老师身上，我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

对学术和真理的执着探索，更是做人的道理。“育人必

须有术，教育求本心”，我深深觉得，这是每一位兴华

老师育人工作的真实写照。老师们的风格虽不同，但当

我看到他们热爱并投入所从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时，他

们带给我的感染力是一样的。我想真正是因为老师们辛

勤耕作的表率作用，带动和促进了我们全体同学的良好

学风。

兴华的发展希望在教师，董教同仁共同肩负起发展

兴华的职责，让我们为兴华发展的目标，同心协力，为

振兴和繁荣兴华作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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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进存校长

71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学习和求进是一种态度

苏进存校长致词全文

尊敬的我校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副董事长丹斯里拿

督林宽城、副董事长兼校友会主席余安先生、家教协会

主席陈伟后先生、各位三机构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媒

体朋友、同学们，以及在大讲堂、黄景裕讲堂的老师、

同学，大家早安。

今天是庆祝我校创校71周年暨一年一度的教师节，

还记得去年我们走过创校70年的盛大庆祝，总结了兴华

创校70年来走过的风雨路程，提醒了我们这些后人，在

奋勇前进时，不忘与过去的先贤们做不间断的对话，同

时对过去先贤们的努力，保持打从内心的温情与敬意。

每年，以学长团为首的校庆暨教师节筹委团在两个

月前即开始筹划、协调、构思、安排，为庆祝我校创校

历程，也肯定及感谢老师们的教诲与奉献，充满感恩的

情怀，用心之至令人感动，感谢同学们的用心。

每年，同学们都自主提炼出庆典主题，回看过去

5年，66周年的“仰望星空”、67周年的“兴海同舟”

、68周年的“卓越”、69周年的“向心力”、去年70周

年的“兴华70。跨越篇章”、今年71周年“闪耀兴光”

，主题中都充分诠释着同学们对学校奋斗历程的体会，

感念师恩及代代兴华人的贡献。

各位，今年4月人文走廊建设完成，呼应着学校办

学核心理念发展进入新的里程碑，我们始终清楚环扣着

同学们核心素养建构的校园各类的学习活动，不论学科

课程及课外活动课程等，都均衡的在校园全面开展，因

此，老师们多年来都努力朝向教育专业化努力，今后学

校也将坚定不移的，兼顾传统与创新，不断追求卓越。

各位三机构理事、各位老师、同学，不断追求卓越

是我们全体兴华人的共同信念。经过71年薪火相传积淀

的综合办学实力，兴华的发展步伐才会如此坚实，回应

廿一世纪发展洪流，我们的回应是全面发展，同学们必

须自我鞭策，提升自己，因为兴华学生除了优秀，别无

选择，品格优秀，学习优秀，同等，我们身为师长，回

应时代的呼噢，就是师德卓越，教学专业，只有在教育

工作上不断精进专业，掌握教育发展规律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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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三机构在历任董事长的领导下，展现过人的智

慧与格局，对于学校软硬体的建设，可谓全力支持，展

现对教育专业的理解与尊重，如此的大格局，是我们兴

华人的福气，非常感恩三机构的用心付出。

呼应上面所言，今年开学以来，我们同学不论在校

内外的学习表现，成绩亮眼，令人惊喜，充分展现同学

们各方面的才华，其中，在体育方面，不论在巴生县、

雪州内都取得优异成绩。在巴生学联越野赛跑，分别取

得女甲、女乙团体冠军；男甲、男乙团体亚军；女甲、

女乙个人第一名及多项个人奖；巴生学联田径锦标赛：

全场总冠军。另外，在乒乓、羽球、篮球、排球、游泳

等都取得多项奖杯。在雪隆八独中田径锦标赛，也取得

女乙团体冠军，女甲团体亚军及多个个人奖。

学艺竞赛方面，由厦门大学分校举办的全国陈景润

杯中学数学比赛，我校也荣获团体奖高阶组第2名，中阶

及初阶组第3名，个人奖荣获全国第1、3、6、7、8、9名

及28位杰出奖、新加坡及亚洲学校数学比赛，共有11名

同学荣获金、银、铜奖。

高三陈嘉庆同学，在6月的全国独中科学营营会中，

取得电竞赛金奖，实验竞赛铜奖及个人银奖，获录取成

为马来西亚代表之一，参加台湾吴健雄科学营。高三刘

凯铷、吴嘉胜、陈慧琪同学以科技创新作品＂癌爆芯

片＂于7月份代表马来西亚赴泰国参加第四屇东盟学生科

学比赛。5名天文远距观测小组同学李明杰、黄柏杰、林

立翔、罗嘉竣、蔡维泽的天文远距观测作品被录取，受

邀前往泰国参加青年天文学家年会发表观测发现。

在课外活动赛程，我校取得第1屇全国独中跆拳道锦

标赛全场总冠军；第33屇全国美术与设计甄选赛，取得

全免、半免奖学金及安慰奖；第3屇全国独中中华民族舞

蹈观摩赛银奖，并受邀赴新加坡比赛。第5屇全国口琴大

赛中学组三重奏亚军；第16屇全国华教常识赛雪隆区团

体亚军、季军等各奖项。第16屇中学生戏聚奖演员甲、

乙等奖，戏剧及导演乙等奖。

尚有许多奖项，无法一一尽述，各位都可以在每月

的兴华月报得知。	

除了这些近期成果，我校同学在二至三月间，也获

选派各别到韩国首尔及中国北大附中参加以英文作为交

流媒介语的国际中学生论坛等活动。

在教师专业化方面，Ms.Evon、Ms.Malini、Ms.

Prem、Ms.Sastina、郑桂妮老师、黄学静老师、吴玉琪

老师分别到日本、澳门、台湾进行研究论文发表。

12位数理老师，林春丽老师、颜毓菁老师、洪淑芬

老师、张来芬老师、黄世升老师、吴佩芬老师、黄树群

老师、陈伟轩老师、林玉莲老师、陈坤祝老师、黄世基

老师、林蓁巸老师，经过3年的研修，在6月份取得数理

创意教学硕士学位，壮大学校师资专业队伍。

胪列这种种的师生学术成果，不是因为要歌颂光

环的诞生，更大的意义是作为勉励我们在场每一位兴华

人，在往后的日子，在自身的生命历程中，理解学习与

求进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选择。态度决定命运，选择

决定结果，在前辈努力创办兴华中学的风雨飘摇中、在

近年我等后辈除了传承的当儿，仍积极开发及拓展新格

局的当儿，兴华的校园里处处是生命的摇篮。唯有不断

丰富自己的内涵及定位，让态度创造命运、让选择造就

结果，我们才会看到自己在兴华度过的岁月中，是充满

喜悦与幸福感的。

最后，谨代表全体师生感谢董事会的领导及三机构

的无私奉献，感激老师们在教育工作上的努力及投入，

也表达对同学们的关爱与期许，祝福大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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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长团荣誉学长陈学琛

71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感谢师长们的用心栽培

学长团荣誉学长陈学琛致词全文

尊敬的董事长、校长、三机构长辈们、老师们、同

学们以及在座的来宾，大家早上好！

今年的校庆暨教师节庆典主题为“闪耀兴光”。兴

华创校七十一周年，春风化雨，峥嵘岁月，桃李盈门。

在学校，或许我们来自不同的班、选择不同的科、参加

不同的学会；但，校园的学习生活，依旧各自精彩；或

许我们都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叫着兴华人。而每一个兴华人，都是那漆黑无垠

的夜空底下，闪耀的星光，	 共同绽放兴华教育长空下最

灿烂的光芒！

学校，是知识的殿堂，是学习的地方。在这里，我

们留下成长的足迹，我们建立真挚的友谊。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在学习的路上，或许

我们跌跌撞撞，但幸好一路有师长的指引，我们才能面

对挑战，克服困难，学习成长。或许我们时而懈怠，但

老师不忘叮咛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积极向上。老师

们，讲台上，您绘声绘色，激情昂扬。下了课，您大汗

淋漓，口干舌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您却不曾停下

脚步，不断地培育下一代，不断地培育我们。这一切，

我们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代表全体同学表达对学校

的祝福及对兴华的大家长、董事们和老师们的感谢。祝

福学校永远辉煌，永远充满生机。董事们、老师们，辛

苦了！谢谢！

A very good morning to the chairman of the 
school board of directors, directors, principal, 
teachers and all my fellow students. 

Today, we celebrate the 71st School Anniversary 
and Teacher's Day. It is a day filled with lots of 
gratitude. Dear teachers and the members of school 
board, because of your efforts, our school has been 
getting even more remarkable around Malaysia, 
even in the world.

School is a temple of knowledge and a place 
to learn. Here, we leave behind the footsteps of 
growth, we establish sincere friendships. Perhaps 
along the way while growing up, we stumble, but 
all the while there is advice from the teachers. We 
face challenges,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learn 
to grow. Maybe at times we fall behind or slack 
off, but our teachers are constantly reminding us 
and encouraging us. In the class, you are lively 
and passionate. Behind the scenes,you sweat and 
toil. Day after day, year after year, you never stop, 
continually nurtu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the teachers and wish all of you a Happy Teachers' 
Day.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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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頒教職員服務獎，我們想說 ...

郑友老师（在校服务45年）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所

有的兴华人，四十五年来给

予我无私地关怀和帮助，让

我能健康快乐成长，心中感

到无比的自豪和喜乐。

四十五年来，我亲眼见

证了兴华在艰难的环境中建

立起来，也亲眼目睹今日兴

华的辉煌成就。我有信心兴

华在现有接班团队领导下，在全体兴华人不懈努力配合

下，必定能再创更辉煌的成绩。

恭祝董事们，校友们，家长们身体健康，事业蒸蒸

日上；老师们乐教，爱学；同学们乐学，快乐成长。

谢国君老师（在校服务35年）

感恩兴华中学给了我机

会学习成长，实践教育工作。

感恩曾经帮忙，关心和

扶持我的所有同事；因为有

你，丰富了我的生命。

愿全体学生在兴华中

学的六年过得充实又精彩，

把自己武装起来，朝向一个

更灿烂及多姿多彩的亮丽前

程；是我的最大荣幸。

祝兴华中学七十一，万古长青。

翁秀兰老师（在校服务25年）

在母校的生活，

有时候是一条涓涓细细的河流，

有时候却又像澎湃海洋一样，

在平静或多难的岁月中，

掀起我对人生态度的一种执

著，一种向往。

无尽感激，感恩…

我爱我的母校，我爱我的工

作，更爱那一群群陪伴我的

孩子们，

祝愿母校：	万古长青

祝愿师长、三机构成员：平安、健康、教师节快乐

祝愿同学们：	快乐成长

颜云玲老师（在校服务25年）

Sempena majlis ulang 
tahun sekolah dan hari guru 
yang mulia ini, saya ingin 
merakamkan penghargaan 
kepada Lembaga Pengelola 
dan Tuan Pengetua. Di 
sini, saya telah berpeluang 
mendidik generasi muda 
yang bakal menerajui 
negara selama 25 tahun.

Sepanjang pengalaman saya dalam bidang 
pendidikan, saya berpendirian bahawa setiap 
pelajar yang bakal menjadi tonggak negara perlu 
memperoleh pencapaian akademik yang cemerlang 
dan memiliki penampilan diri yang beretika pada 
era globalisasi belakangan ini.

Saya juga mengambil kesempatan pada 
hari ini untuk mengucapkan ribuan terima kasih 
kepada Lembaga Pengelola, Tuan Pengetua, guru-
guru dan staf atas segala sokongan, bimbingan 
dan keprihatinan yang dihulurkan selama saya 
mengajar di sekolah ini. Sebagai guru, saya tetap 
cekal menjalankan tugas dengan sebaik mung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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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uk memastikan kesinambungan kecemerlangan 
sekolah dan anak-anak didik dewasa ini.

Akhir kata, saya ingin mengucapkan “Selamat 
Menyambut Ulang Tahun” dan “Selamat Hari 
Guru” kepada semua warga sekolah.

Sekian, terima kasih.

林金花老师（在校服务25年）

5年	10年

5年	10年	5年

重复日子仿若苍穹浮云依风

涉足时间之河方寸翩翩舞动

不曾停止

尘沙叫嚣不敌天女散花菡萏

清香

一生育教

但愿	但愿	无愧

一定	一定

Ms. Premlatha A/P Krishnadas 
                                   （在校服务20年）

Time really flies and 
once again I am a recipient 
of Hin Hua High School 
Long Service (Teacher) 
Award. Receiving this 
award for my 20th year 
of service in this school 
is truly a special moment 
for me.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school and Puan 
Sri Datin Kai Yong Yeoh, the patron of English 
Language Center, for their continuous support and 
motivation in my career enhancement. And for my 
all my wonderful friends at ELC, “Thank you.”

林春丽老师（在校服务20年）

感谢母校让我有机会在

喜乐的人、事、物环境中茁

壮成长。

蔡佩贞老师 Ms. Chua Pei Chen 
                                   （在校服务20年）

It is my honour to 
grow together with Hin 
Hua High School. 

A million thanks to 
you all who have made 
this possible!

吴玉琪老师 Ms. Wu Yu Chi 
                                   （在校服务20年）

I feel honored to join 
such a remarkable and 
distinguished family, Hin 
Hua High School.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TA and 
Alumni Association for 
putting a lot of effort into 
improving the schools 
facilities, teachers’ welfare 
and professional growth. Besides, I’d like to thank 
all the teachers from ELC. Without their support 
and inspiration, I couldn't walk so far. I also want to 
take the time to thank all my students. You are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my work. You are the reason 
I show up each day; excited to help you become 
better people. I appreciate that we are all learning 
and growing together.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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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冠堂老师（在校服务20年）

谢谢学校给我的服务

奖。面对这一份荣誉，我很

高兴，高兴的是我平凡的工

作得到董事部、行政各处、

老师们、同学们的理解、支

持、肯定。

荣誉让平凡的我感到快

乐，奖励让我深思，因而意

识到自身依然存在不足。我

坚信，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会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感谢大家！

李荣兴老师（在校服务20年）

谢谢兴华。

开始

第二个20年教育之路。

吴素爱老师（在校服务15年）

缘结兴华，

倏地十六年，

定格在记忆中的喜悦，

是陪伴成长的终于蜕变；

是期待壮志的凌云飞翔；

是圆梦之后的焕发神采；

是契阔经年的天涯相遇；

是缘起不灭的细细品嚼......

连依虹小姐（在校服务15年）

感谢兴华。

谢谢大家陪我走过15年的岁

月，有您们真好，

祝福大家。

邝美玉老师（在校服务15年）

兴华惠我良多

作词：邝美玉

调寄：《小城故事》

兴华宝藏多

人文与科技

课程月报和活动

升华我思想

学生多么年轻

潜能何其无穷

训辅教联无止境

丰富我一生

有成就	有歉疚

育人教书心恒久

前辈同仁常护佑

泪珠儿滴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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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雁冰老师（在校服务15年）

在兴华15年了，喜欢学

校的教学氛围。感谢身边一

起努力拼搏的同事，时常来

办公室问数学的同学，也感

谢学校给予的一起资源与机

会，让我可以不断地成长与

学习，谢谢。

曾秀香老师 Madam Chin Siew 
Heong （在校服务15年）
Not	just	do	it！

But	do	it	right，

do	it	well.

严伟扬老师（在校服务15年）

嬗变的廿一世纪，物换

星移如此迅速，选择多样化。

若将百年树人的教育理

念置在前，十五年显得好年

轻，微不足道。

我是历史及社会科学老师。

感谢学校行政层塑造了

一个稳当的教学环境，与教

学精进和谐的同仁们，让一

个普通老师可以更尽心付出；

更喜欢看到学生们求知神情，无止境地讨论，没有

什么比这个更能激励一个普通老师了。

很喜欢日本电影《编舟记》故事内涵，一个人只要

用心的做一件事，哪怕一生人只做好一件事，已足矣。

教育不也是如此吗?

李天岱老师（在校服务15年）

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犹太人的拉比，如此说。

说的是教师的爱，

你体会到了吗？

刘秀玲老师（在校服务10年）

时光荏苒，一眨眼，	十年已

过去了。

回首这一路走来，	无限感触

涌上心头。

十载的春风化雨中，有欢

笑，也有泪水。

感恩这些年陪我一路走来的

同事们与学生们，

因为是你们成就了今天的我。

感恩兴华让我遇见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人事物。

最后想要说一句：“谢谢你们，	有你们真好。”

黄树群老师（在校服务10年）

十年了，我依然喜欢教书；

这段日子以来，感谢学生的

包容与配合，让我可以在尝

试与错误中不断成长。

感谢同事们的支持与鼓励，

让我有持续向前的动力。

感谢校方的器重，让我拥有

自由挥洒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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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Shanthini A/P Palpanathan 
                                   （在校服务10年）

My first day at Hin 
Hua High School was 
merely taking up a job 
which I applied for. It 
took me a couple of years 
to feel like a teacher with 
many challenging and 
interesting experiences. 
I realise and understand 
that to be a teacher, it 
does not only imply to know the subject but also 
willing to constantly improve, reflect and analyse. 
All these moulded me and kept me going through 
the years and now I am completing my 10th year 
of service in HHHS as an educator. There are many 
achievements in my career as wel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HHHS, Mdm Boo and every colleague of mine.  
Xiexie Hin Hua. Xiexie ELC.

Ms. Menaka A/P Jayaratnam 
                                   （在校服务10年）

Wow. A decade! It has 
indeed been an incredible 
ride. Yes, teaching is not 
easy. However, the job 
satisfaction makes sacrifices 
worthwhile. I have learnt 
and grown much over the 
years. Thank you dearest 
students, colleagues and 
Hin Hua High School 
management for ten remarkable years of warmth, love 
and support. This 10th year of service is a memorable 
milestone for me. I am honoured and humbled.

黄学静老师  Ms. Ong Shyne Ching   
                                   （在校服务10年）
It has been a privilege to 
be a part of Hin Hua for 
the past ten years. 

Thank you.

翁月芳老师（在校服务10年）

10年，是反刍之际。

拾获同学们稚嫩的青春，

拎着贤友砥砺的正言。

纵然风当立，春如故。

10年，是葳蕤前提。

那数十年，尤甚45年的可敬 老师，

若非你们点灯明照，

我将揣着希冀谁与共？

10年啊！

校史馆里论春秋；

忠礼堂上话仁义；

人文科技拥作揖；

而节节竹心不变，

一丛倚。

这一切	多美好......

兴华，

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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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余兴节目
钟洁姗、陈泇燕（高一文商平）报道

6月29日（星期五）上午10时半，全体师生聚集朝

阳堂、黄景裕讲堂及陈开蓉大讲堂，观赏校庆暨教师节

余兴节目表演。全校共10个学会团体接续演出，各显才

艺，创意与精湛的表演赢得全场喝彩与欢呼。

首先，由二十四节令鼓社员所呈现的《十面埋伏》

表演，为庆典拉开序幕。相声社社员呈现《我的老师最

厉害》，趣味十足的对话内容及表现，引起全场观众捧

腹大笑，纷纷拍手叫好。吉他社社员则弹奏两首曲子，

分别是《Yesterday	 Once	 More》和《平凡之路》，伴唱

同学精湛的演唱更是让观众沉浸其中，纷纷举起以灯光

照亮的水瓶随音乐摆动，让礼堂顿時变得五彩缤纷。

紧随其后，武术团社员带来了刚劲有力的表演《旗

舞飞扬》，表现出武术精神，让观众感受到了中华武术

的博大精深。口琴社社员則吹奏多首五月天的歌曲，包

括《派对动物》、《离开地球表面》等，让观众听出耳

油。另外，戏剧社社员编排一出短剧——《三代同校》

，精湛的演技把观众带入情境之中，让同学们更了解老

师的伟大及付出。

扯铃社社员带来的表演《铃光一闪》，以流行歌

曲搭配创意的表演，迅速博得观众的眼球。舞蹈社社员

的《玩球乐》舞蹈表演，俏皮的舞步展现出身体的柔软

度，与跆拳道社社员以套拳结合舞蹈的刚猛表演，呈现

极大的对比，让观众连连拍手叫好。

最后，体育校队队员以排球队与篮球队争吵的情

境，结合舞蹈表演的相互较劲的演出，让大家知道团结

就是力量的精神。校庆暨教师节庆典便在体育校队精彩

的表演下完美落幕。

◆ 刚劲有力的《旗舞飞扬》，让观众感受到了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

◆ 趣味十足的表演，让台下师生捧腹大笑。

◆ 二十四节令鼓的表演，为庆典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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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彩的表演报答师长
李征（高一理义）

校庆暨教师节的节目表

演，让我感受到了同学们对老

师无限的祝福和满满的感激，

用精彩的表演来报答老师们对

他们的辛苦教导。我觉得兴华

从以前如此艰难的困境走到现

在，少不了任何一位老师的功

劳，悉心栽培出一代又一代的

生力军。这让我更加感激我的班导师—邱谊东老师对我

的循循善诱及耐心教导。因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全体老

师对学校及学生的付出。

节目精彩有趣
陈㛃思（高一文商平）

我觉得今年的校庆与以往

不同，变得更生动有趣了！让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吉他社和扯

铃社的表演。当然，其他学会

的表演也让我沉浸其中。若要

说到最精彩的表演，我觉得非

二十四节令鼓莫属了。震耳欲

聋的鼓声配合戏剧性的序幕，

一开场就吸引了全场的目光。用鼓声将一个故事演绎出

来，我觉得难度系数很高，可表演者却给同学们带来视

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享受。

◆ 舞蹈员俏皮地把玩球儿，展现曼妙柔软舞姿。

◆ 体育校队队员的表演体现团结就是力量的精神。

◆ 相声《我的老师最厉害》，让观众拍案叫好。

◆ 戏剧社同学精湛的演技把观众带入情境之中。

◆ 用口琴吹奏一首首五月天的歌曲，让人听出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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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萱（高一文商礼）报道

我校邀请家长在6月8日（星期五）到校领取孩子

第一学期的成绩报告表，希望藉此加强亲师之间的交流

以更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身心发展，并总结第一学期的学

习，共同激发孩子的潜能，引导他们走向新的阶段。

活动前一天，各班精心布置了班级课室，欲以最佳

的面貌迎接家长们。领取成绩报告表的时间分为两个阶

段，即从早上8时至11时半，以及中午12时至下午3时。

当天一大早，校园内已陆续看到家长与学生们的身影。

为给亲师交流日再添生气，我校策划了一系列精彩

的活动，包括从6月5日至6月8日的“新知图书”书展，

让家长与孩子享受亲子共读共挑书的共乐时光。

另外，我校童军团也在当天布置了小型展览会，

展示其坚持不懈而获得的荣誉，以及贩售现做的龟苓

膏和玉蜀黍，显示出学生多能多艺的一面。英文俱乐部

（English	Club）也在仁爱广场举办了“书书交换活动”(Book	

Exchange	Fair)。

甫于月前开幕的校史馆供大家参观。我校校史馆于

4月21日落成，记载了七十年来校史的脉动与精神。此次

开放校史馆，可让家长们更了解我校的理念与坚持，也

让学生知道，如今身处舒适的兴华校园，是前人努力的

成果，应当珍惜。

相信在这一次家长日之后，学生能更好地调整自

己，做好准备迎向第二学期的挑战。

 亲师交流日

◆ 童军团贩售自制的龟苓膏和玉蜀黍。

◆ 购书乐，大家一起选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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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期待参观校史馆
李丽春（学生家长）

兴华的班导师非常有爱心，

与班导师的谈话中能深深地感受

到老师对学生的用心，且不遗余

力地帮助孩子们，为他们着想。

而今年最令我期待的莫过于参观

校史馆，讲解员的亲切和专业水

平都不在话下，可知他们都想把兴华的历史完整地呈现

在家长面前。校史馆外极富文艺气息的人文走廊也如世

外桃源般，若是添加些绿色植物点缀，相信可以达到画

龙点睛的效果。最后，我希望校方可以将兴华月报纳入

校史馆，毕竟今天的新闻是明天历史的初稿，相信校方

多年来所推行的兴华月报，必然也承载了学校多年的点

滴，为校史馆补充更丰富的资讯。

家长日的重要性
陈芋嫣（高二理孝班导师）

时隔几年再次有机会参与亲

师交流日，我依然会感到紧张，

但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次的机会更

深入地了解学生。当天整体氛围

都很融洽，在与家长的交流中也

了解了部分学生的家庭背景及家

长们对学生的期待。学生的成长

需要仰赖学校与家庭教育的合作与配合，因此在进行双

向沟通的这一方面，家长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也希

望透过这次的交流，能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协助，也期

许学生在下半年有更好的表现。

◆ 校史馆开放供家长参观。

◆ 有些班级贴心地备有茶点招待家长。

◆ 英文俱乐部也在仁爱广场举办“书书交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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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广婷老师（辅导处召集人）供稿

感恩有您 — 双亲节辅导活动

为响应5月15日国际家庭日，辅导处

自2013年起开始举办《感恩有您》活动。

由巴生幸福家庭关怀中心赞助信纸，趁着

5、6月份双亲节之际，让各班同学在辅导

节时写下想对父母说的话，通过邮寄或亲

师交流日当天亲手交给父母。此活动希望

通过写信的方式增进父母与子女的情感交

流，以推动家庭和谐。今年，除了亲笔写

信给爸妈外，也有班级透过拨电话的方式

直接表达对父母的感恩、赞美和祝福。

在此特别附上一位初中同学写给父母的感恩信。此信

图文并茂、真情流露，充分表达出了其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

谢。另外，高二文商礼是今年第一次尝试拨电话的班级，同

学也表示这样的举动让他们可以借此说出平日不敢表达的情

感，拉近亲子间的距离。

平日忙碌的生活，很多时候会让人忘了要好好地坐下来

沟通，表达彼此间的心意，辅导处希望藉着这项活动在校园

内传递恩情，使知恩、感恩、报恩等美德得以在生活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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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亲子距离
李志隆（高二文商礼）

通过致电的方式，让我

有一次很特别且难得的机会

向父母亲阐述心中的话，为

他们多年任劳任怨的付出，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表达我

最真挚的感恩之心。我认为

这一次的活动格外有意义，除了能够拉近亲子间的距

离，也是个难忘的回忆，值得让更多人尝试。

致电诉真情
贺字宁（高二文商礼）

我觉得以打电话的方式

进行感恩活动，更能让我们

投入其中，深入体会活动的

意义。东方人总是不善于将

爱说出口，通过这项活动，

我们得以将平时羞于启齿的

话语真心地表达出来，更直接表达了我们心中所想。

■ 谢斯芳与父母及班导师邝美玉老师（右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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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握在手，科学带着走高一级 
物理专题演讲

周艺敏（高一理孝） 报道

台湾《科学月刊》曾耀寰博士和“科普一传十”执行长何佩玲小姐，于6月7日（星期四），下午2时20

分，到我校黄景裕讲堂，为高一级理科生主讲“滑手机学物理	—— 上网做科学研究”。

轻巧手机完成物理工作

曾耀寰博士在演讲开场时提到：“妥善利用

手机，才能开发手机的潜能。”他认为，智慧型

手机改变了人类生活形态，且功用还可不断地被

开发，甚至超越电脑，生活用品如：罗盘、指南

针、磁力侦测器等，皆可直接在手机下载应用程

序，而不需购买实品。因此，在其专业领域上，

曾博士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利用手机，计算出都

卜勒效应、弹簧变化周期、斜面重力分析、单摆

实验以及网络公民科学。

曾博士解释，利用手机可以进行都卜勒效

应的频率分析工作，透过实际数据来发现肉眼所

探测不到的频率。他举例，将手机绑在自行车轮

胎，即可知道前进的速度。此外，还可以利用手

机侦测到系外行星，包括行星靠近地球以及远

离地球的周期。而斜面重力分析和弹簧伸长量

的变化周期，也仅需在手机中下载“G–force	

meter”应用程式，将手机放置在斜面上，即可计

◆ 曾耀寰博士

算出该斜面的重力加速度，或把手机放置于弹簧

上，亦可计算弹簧伸长量的变化周期。

至于单摆实验，曾博士强调，因其具有等时

性，所以周期一样。此外，单摆实验只受长度及

重力加速度影响，线所在的初位与末位之间的夹

角大小不会影响摇摆周期。故此，也就可利用手

机测量重力加速度、高度以及物质分布。

另外，曾博士也提出许多利用手机推广网

络公民参与科学的实例，例如在空气品质的监测

工作上，台湾的台北、高雄、台中、台南等大城

市的市政府，配合企业和研究团队，派发“LASS

空气盒子”予市民或学校，方便市民透过手机应

用程式，即时查看监测数据。然而曾博士认为，

依靠这种方式并不足够，所以研究出了可以绑在

UBike(台湾的自行车租赁系统)上的探测器，其中

一个功能，是用以测量PM2.5(空气中的悬浮粒子)

。他认为，政府利用这探测器，就可轻松掌握各

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

◆ 苏进存校长（右二）赠送纪念品予何佩玲小姐 ( 左二 )、曾耀寰博
士（左三）及现任台湾兴华校友会会长陈小山校友 ( 右三 )。林坤
贤老师（左一）和许梅韵副校长（右一）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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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一传十，教育带着走

主讲人何佩玲小姐以“教育带着走”的概念

进行分享。她表示，现代社会科技已非常发达，

然而教育模式却依然偏向单向性。她认为：“科

普就应该一传十啊！”故设计了“科普一传十”

应用程式，利用该平台，把专业学者最新的科

学研究，以专业的影像技术制作，直播让学生观

看。过程中，学生可以立即向学者发问，更可与

上百所在线上的学校学生共同讨论。直播后还设

有小测验让学生作答。

何佩玲小姐在介绍中提及“科普一传十”联

合科学博物馆、研究单位以及研究中心，共同设

计教学节目内容，同时联合科学网站和《科学月

刊》，提供学生延伸阅读的管道，并与教师、学

校合作进行开播。她也强调，所有的发展教案、

教学内容和习题，都是经由台湾的高中老师协助

整合与设计。

“科普一传十”每月都会设立一个主题，

合作学校将配合相关主题更改教学内容。曾经

设计过得主题类别包括：“解析自然科学”、“

探究地球科学”、“教学无处不在”、“海洋科

学”以及“探究天文科学”等。而今年所推展的

系列，则有“从太空看地球”、“科技与艺术”

、“带着走的科技”、“动物与后代的产地”

等。其中，“科技与艺术”最受欢迎，而“带着

手机是学习生活中的一大助力
夏柔恩（高一理忠）

这场讲座让我认识了一个

全新的学习平台——“科普一传

十”，其中的某些课题也引起了

我的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

的课外学习方法，丰富自己的课

外知识之余，也能作为课堂所学

的辅助，为解决问题提供不同的

思路。如主讲人所说，手机的确

能够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提供不少助力，譬如手机

上的指南针功能，对于像我这种分不清东南西北的路痴

而言，是个莫大的帮助。另外，主讲人提到的一些用于

物理测量的软件，也便于使用且更加准确。我相信，手

机将会在我们日后的学习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

以我希望学校能够更广泛地开放手机的使用，在有条件

限制和老师监督的情况下，允许我们通过手机进行学习活

动，必定比单方面的传授知识更加有趣。

手机为实验增添乐趣
李文豪（高一理义）

如今的科技越来越发达，学

生的学习方法也得紧随着科技发

展的脚步，而有所改变。我觉得

这场讲座让我对手机的使用有了

全新的认识，原来除了上网查询

资料，我们还能够利用手机进行

物理实验中的一些测量。这样的

学习方法，除了更加有趣之外，

也便于操作。虽然我不曾听说或使用这些学习软件，但

经过主讲人的介绍后，我了解到它们能够在我们的学习

上发挥很大的作用。在进行实验时，许多同学都面对测

量不准确的难题，尤其在物理这门课上，亲身实验是学

习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但由于很多人家里并没有十

分精确的测量工具，故无法在课后进行相关实验。然

而，有了这些既便利又能够精确计算的软件，相信能够

解决大部分同学所面临的困难。

林意晴（高一理孝） 采访

◆ 何佩玲小姐

走的科技”则是马来西亚、澳门等国外合作学校

也有参与的系列。

当天，何佩玲小姐在现场播放了即将开跑

的“海洋解密”主题预告片，以及“科普一传

十”一周年影片供学生观赏，并呼吁学生下载"科

普一传十"应用程序进行学习，让手机运用更有意义。

活动结束前，许梅韵副校长说：“没有一个

场合是你到不了的地方，科技会让我们将来有机

会再见到曾博士与何小姐。”她也提到，虽然我

校于今年3月，曾筹

划举办与“科普一传

十”的连线活动，唯

可惜当时因网络问题

而无法如愿。她期许

配合“科普一传十”

的主题，我校同学能

参与将来的线

上直播活动。

她也鼓励现场

同学回家后即

刻下载“科普

一传十”应用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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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己成为自己
张曼娟

我
辈
中
人

写
给
中
年
人
的
情
书

两年半前，当九十岁的父亲与八十岁的母

亲相继生病，张曼娟老师遽然辞去教职，成为一

名照顾者。“照顾者”的身份，让她重新思考人

生，重新思考大人该有的样子，重新思考“我辈

中人”的课题。她说：“大人是一种心态，跟年

龄无关。大人，要可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能

为别人的生命负责。现在很多的老人都不开心，

原因是年轻的时候太委屈，无法做自己。”她建

议，我辈中人现在就跟前半生和解，成为知足而

快乐的老人吧！	

“所谓我辈中人，最重要的是自我期许，从

现在开始，找回自己，并且成为自己。”

由马来西亚佛光山、国际佛光会、佛光文

化及普门杂志主办，星洲日报和兴华中小学校友

会联办，孝恩集团赞助的张曼娟老师《我辈中人	

—— 写给中年人的情书》新书发表会于6月24日

（星期日）下午2时至4时在我校陈开蓉大讲堂举

行。现场吸引了逾400名读者出席聆听。

新书发表会

林卿卿老师报道

现在就让自己自由：不必追求那么多物质

张老师经历了人生走到半百的阶段，才发现名牌、头衔对

自己而言都不重要，不需要特别去争取。就像人年纪大了，并不

追求长寿，追求的是健康。“眼看父亲被精神病困扰，夜晚无

法入睡。不管拥有再多，当时他要的只是一颗安眠药，让自己睡

个好觉；人活到老，需要的也许只是一台轮椅而已。”张老师表

示，人快不快乐的原因并不在于拥有多少，而是在于所拥有的是

否就是自己想要的。

人若无法做自己、让自己自由，那活到晚年也一定会很不

开心，进而积累一肚子的怨恨，甚至变成很难照顾的老人。那，

中年人要怎样才能成为自己、成为大人呢？张老师认为，有自己

的想法和风格很重要。

让自己成为自己

张老师表示，在传统的教育里，我们都不被鼓励做自己，

但许多杰出人士都和别人不一样，也说明不一样才能成功，因此

无须害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生下来，是父母的儿女；

求学时期是老师的学生；工作后是公司职员；结婚后成为别人的

◆ 张曼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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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或妻子；生儿育女后成了孩子的父母；老了

是祖父祖母......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自己？做自

己有多重要呢？”这些不同的身份束缚着我们，

我们被规范活成必定要有的样子。不停地磨平自

己的棱角，害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做没必要的

事，说不是自己想讲的话。张老师说道：“从众

会让人失去自己。当我努力符合别人期望，去扮

演另一个人的时候；当我把别人当成生存目标，

忘却了自己需求的时候；当我太渴望别人所拥有

的东西，忽略了自己也有珍贵特质的时候。总而

言之，当我不是我自己的时候，我就不快乐。”	

你是否了解自己呢？当真正了解自己就会

获得真正的快乐，因为只有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和

不要什么，进而去取舍。如果不能做自己，哪怕

拥有再多别人渴望的东西，也不会满足；哪怕过

着令人称羡的生活，也不会快乐。因为那不属于

你，也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于是，回首人生只感

到空虚。

“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风格，才是真正的

大人。”张老师如是说道。

学会拒绝才能做自己

“一个人想要做自己，就算伤害了别人也无所谓吗？”张

老师表示，每当她在脸书或是公开场合提到“做自己”，就会有

人不以为然的质疑。“我也觉得疑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

洪水猛兽？忠于自己就一定会伤害别人吗？为了不伤害别人，我

们不能做自己，只好一辈子伪装成另一个人，直到老后，压抑的

情绪一股脑爆发开来，愤怒、委屈、怨天尤人，成为一个可悲的

老人。”

因此，她认为，有时候自私是一种“美德”，要开始学会

拒绝别人。她举出心理学家荣格的话：“与其做好人，我宁愿做

一个完整的人”与现场观众共勉之，接着说道：“关于拒绝，我

此刻的想法是，如果不拒绝那些不想做的事，就没有时间与心力

去做真正想做的事了，这是生命的浪费。”或许，拒绝的过程会

带来伤害，但一定要懂得把它放下。

总的来说，“做自己”，就是不再为别人的期待而伪装，

走在自己的轨道上。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也都有值得庆幸

的部分，向前走吧！

◆ 苏进存校长 ( 左六 )、我校校友会理事与张曼娟老师相见欢。左起为林奉隆、林遒潾、颜志聪、黄绥兼、校友会主席
余安副董事长、苏进存校长、张曼娟老师、李慧玲、候墨荣、蔡福隆、郭清建老师及潘诗慧。

◆ 读者们向张曼娟老师索取亲笔签名之余不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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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以量：关爱自己的生命初三级 
外宾演讲

陈欣颖、李欣怡 ( 初三廉 )  报道

为了推广珍惜生命、关爱生命的教育理念，我校辅

导处于6月26日（星期二），特邀冯以量硕士在陈开蓉

大讲堂为全体初三同学主讲了一场讲题为《关爱自己的

生命》的讲座。冯以量讲师毕业于澳洲南澳大学社会科

学（辅导）硕士，现为马来西亚孝恩集团辅导与咨商顾

问、已亮出版社执行长。在主讲过程中，冯老师以说故

事的方式带出了三则真实的案例，以更深化生命的意义。

辅导生涯的开端

第一则故事是，出生于富裕家庭的16岁女孩，但

父母的关系并不融洽，且拥有另一半，使其从小缺乏关

爱，而向往被爱的生活。女孩12岁就有了追求者，但对

方只想得到她的身体，她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之后，类

似的事件也不断地发生，但女孩却不敢向任何人倾诉。

负面的情绪导致女孩无法入眠，不停寻求医生的协助。

最后，她将收集约20粒安眠药一次性地吞下，准备以自

杀结束生命。那时，冯老师想尽办法和女孩保持30分钟

的通话，因为这样就能查到女孩所在的位置，进而前往

援救，但女孩却在说完自杀意愿后，匆匆挂了电话。最

后冯老师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位女孩轻生的报道，发现女

孩并不是因为吞食安眠药而去世，而是喝下了家中有毒

液体而去世。这件事让冯老师感到非常难过，也决定要

开启他的辅导之路。

自救，是最大的力量

随之，冯老师分享了第二则故事。一个患癌的妈妈

通过报纸联系此辅导中心，表示想要将16岁叛逆的女儿

送给别人抚养。冯老师接触了那位女孩，得知她得照顾

患有轻微精神分裂症的爸爸。那女孩在第6次跟老师的沟

通后，展露了她手中自残的刀痕。女孩说，妈妈总是到

海外工作赌博，有次弟弟发高烧，妈妈交代女孩喂弟弟

吃药。当时不懂事的她给弟弟吞了一整排的药，导致弟

弟不幸逝世。女孩感到很愧疚，从那天起渐渐地变得叛

逆，手上的刀痕是她发泄的方法。18岁那年，女孩受不

了父母吵架，于是跟着闹了起来，妈妈对她说：“为什

么当时死的不是你？而是弟弟。”这句话让女孩崩溃地

跑到辅导中心大哭，也结下了母女之间的一个隔阂。后

来，因妈的病情恶化，女孩最终选择了原谅妈妈，并照

顾她。往后的日子，女孩长大了，比以前开朗，也拥有

幸福美满的家庭。冯老师以“自救，是最大的力量”做

了结尾。最后这个女孩想跟大家说的是:“世上没有坏孩

◆ 冯以量

子，只有受伤的孩子。若受伤了，请休息，休息够了，

再继续坚持下去。”

认真看待生命

第三则故事，是冯老师的亲身经历。那时候的他

正处于青少年时期，母亲去世，导致他陷入极度忧郁的

情况。他的人生顿时失去了目标，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活

着。于是，他特地制造一场意外，使他看起来不像意

外。他开车至高速公路，车速高达170km/h时，放开了方

向盘。突然，他的脑里仿佛出现了妈妈的声音，说：“

阿量，不值得。”因为这句话，他赶紧刹车，并痛哭了

一场，那一天，妈妈把他从死神手中呼唤回来。

透过此次的讲座，让同学们对“生命”有了新的诠

释，并意识到应该要好好爱惜自己的生命。“如果站在

生命的十字路口上，大家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二是

坚持，两种选择都要付出代价”，冯老师希望同学们在

面对困难时，能有正确的选择。他也呼吁同学们，若身

边的人发生了困难，也请帮助他们，毕竟助人为快乐之

本，不要选择漠视他们，救回一条人命，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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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凯昇（高二理孝）报道

“流动厨房” 
社会服务

我校辅导处于6月14日（星期四）参与了由

Our	Lady	of	Lourdes（OLL）Church's	Ave	Maria	

Soup	Kitchen	所举办的“流动厨房”，16名学生

在谢广婷老师和郑月娥老师的带领下一同参与。

这项活动的宗旨是在实务操作中学习服务他人及

尊重生命，坚持每周四傍晚不间断地为巴生市区

的流浪汉及低收入贫困人士递送食物，让其感受

社会的温情与爱。

为了给流浪汉及贫困者们提供一餐温饱，

同学们都全神贯注地在岗位上付诸心血。在负责

人员的协助下，除了基本的洗净、切菜等准备工

作，同学们也参与了烹煮的过程。在一片欢声笑

语中，一道道佳肴随之出炉，并被一一包装起来

待用。

随后，同学们步行至巴生桥底下派送饭盒。

流浪汉及贫困者们接过饭盒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同学们也为之动容。一天下来的辛劳，皆在

活动的参与中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体悟了珍惜食

物的美德，以及尊重他人生命的素养。

“流动厨房”于下午5时圆满结束。同学们一

一向负责人道别后，怀着满满的收获与感动，踏上

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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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米之乡”— 转型中的五条港地理考察活动

林巧君、黄盈芳、颜骊薇、唐萫玲（高三文商廉） 报道

◆ 于五条港站牌前与陈水清村长（前排左二）合影。

6月3日（星期日），我校高三文商廉十七名学生，

在地理科教研组组长黄慧韵老师及翁明娇老师的带领

下，前往誉有“虾米之乡”之称的五条港进行人口与聚

落发展调查，以作为新版《世界地理》课本中，人文地

理乡土调查案例之用。

五条港（Sungai	 Lima），顾名思义就是第五条河。

吉胆岛的开发历史是从东南方的头条港，即我们熟悉

的“吉胆岛”聚落开始，依序往东北方向出现二条港、

三条港、四条港及五条港。相比起吉胆岛聚落规模及发

展旅游业的兴盛，座落于吉胆岛最东北边的五条港则显

得小而宁静，更能体验渔村的淳朴生活。

考察小组于巴生港口搭乘早上9时的船班，并在大

约30分钟后抵达五条港。村长陈水清先生热情地迎接考

察小组的老师与同学们，并开始详细介绍当地的特色。

当地每一家房子的大门上方都挂有堂号，例如颖川（陈

氏）、高阳（许氏）、陇西（李氏）、弘农（杨氏）等

等。特别之处就在于，当地堂号都是由一位印尼华侨师

傅绘画在玻璃后方，此方式让画作可以保存百年以上。

因此，当地的堂号成了非常有价值的古董，同时也是当

地的特色之一。可惜的是，师傅的精湛技术现已失传。

独特的生活与捕鱼方式

据村长口述，五条港居住着百分之百的福建人（大

多为福建同安人），是全世界十个福建村之一。自中国

祖先南来马来半岛，便在五条港开始发展捕鱼虾业，是

全马保存最好的采用传统捕鱼虾方式的行业，即七星网

捕鱼法。它源自于中国，传说它的名称由来与天文星象

有关。七星网捕鱼法采用“守株待兔”的原则，将渔网

置放在海底，随着潮水涨落，顺着潮水的流动方向，让

鱼虾顺流入网。

村长说，渔民工作天数是以一星期计算，即工作一

星期，休息一星期，主要工作时间是在农历初一及十五

的前后三天，因这两段时间海水涨落非常大，全体渔民

都会集体出海设网捕鱼。由于需要在海上生活长达一星

期，因此当地也保留了非常具有特色的“母子船”。母

船是比较大艘的船，主要提供渔民在海上生活一星期所

需，没有引擎驱动，得由子船拉动；小船则负责拖运母

船及在海上航行、下网等。

渔民一个月工作及休息时间都长达两星期，看似轻

松，但捕鱼的工作非常辛苦。每天必须出海至少四趟，

且每趟在海上逗留的时间需半小时左右。由于没有依靠

◆ 访问五条港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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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机械进行劳作，因此非常消耗体力。此外，因不易

请到合法劳工，每次出海捕鱼虾，只能走险聘请非法外

劳，渔民为此也深感无奈。

热情的村长也向考察小组展示七星捕鱼网。它是由

渔民特制的漏斗型渔网，网眼从大逐渐到小，共四种尺

寸，鱼虾顺着潮水流入渔网，最后将尽收囊中。为测量

鱼网的长度，考察小组成员各自展开双臂排成一行，测

得鱼网约有26米长。

传统行业走向没落

此外，渔船按重量可分为五种类型，A级渔船属于浅

海渔船，也是五条港最普遍的出海渔船。B级渔船与C级

渔船属于拖网渔船，C2级渔船适用于公海区捕鱼，而小

船则是在河滩附近使用。此外，当渔民需要进行渔船零

件更新或维修工作时，一般可向国家农业部申请贷款，

利息较一般车贷房贷低。渔民享每月200零吉至300零吉

的津贴，且柴油可获得额外补贴，每公升固定价格为1令

吉70仙。

村长告知，目前五条港也面临着一些棘手的问题。

除七星网捕鱼业逐渐没落以外，五条港于二十年前拥有

三百多艘A级渔船，如今却仅存六十多艘，主要受我国渔

业法令的约束，渔民只能将A级渔船传给直属下一代，不

可传让给亲戚朋友。此外，当地渔业不可企业化，造成

渔民缺乏资金购买新船只或引进新技术，导致渔业发展

停滞。另一边厢，环境污染、酸雨的破坏等，造成虾量

逐年减少，导致渔民无法以捕捞鱼虾为生，进而使得此

传统行业在五条港逐渐走向没落。除此之外，捕虾至制

作虾米的工程复杂且漫长，大约需要经过十次的工作过

程，包括：捕虾、分类虾的大小、曝晒、打壳、筛滤等

程序。由于机械与技术的限制，导致制作虾米的工作过

程需耗大量人力，不符合经济成本效益。再加上政府不

批准聘请外劳进行劳作，因此工人问题成为五条港渔民

面临的一大难题。

五条港的人口与聚落发展

此外，五条港还面对严重的人口外流问题，目前

真正居住在五条港的岛民，大约有一百七十户人家，总

人口少于六百人。小孩及老年人口比例占较大，而女性

比例则大于男性比例，人口比例极其不均。基于到外求

学以及向外寻求工作机会与发展的种种因素，导致居住

在五条港的20至40岁的青年不超过十人。幼儿园与小

学生分别有二十人及八十四人左右，而中学生则有六十

多人。据村长预估，五条港于五年后将剩下不超过五十

位学生。造成人口外流的原因，除了上述提及的渔业法

令，限制家族渔船只许传承予直属下一代。大部分以捕

鱼虾为生的老一辈，不鼓励下一代从事本行，那是因为

此行业已无法持续扩展，渔民们只能拥有仅存下来的渔

船。这大大限制了捕渔业的传承，进而影响五条港的人

口与聚落发展。

在与村长进行一番交流后，考察小组大约于中午11

时半，开始进行岛民的访问工作。考察小组分为四组，

分别到五条港各地区挨家挨户地进行访问。除了索取男

主人姓名、职业、年龄、住在家中的实际人数等资料以

外，也询问当地岛民对五条港的看法以及未来规划。譬

如：“是否满意居住在五条港？”、“五条港在居住环

境有哪些方面可以加强？”、“未来有离开五条港的计

划吗？”等等。大多岛民都大方地接受访问，且乐于分

享在五条港生活的一些有趣经历。

经过访问后，得知岛民多以从事捕鱼虾业为主，有

的则是小贩或退休人士。大部分岛民都认为五条港的生

活环境安全且较为悠闲，因此十分满意居住于五条港。

而大部分年迈的岛民都没有搬离五条港的想法，除了已

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环境外，更多的是对五条港产生了特

殊的情怀；反之，一些岛民则希望孩子们在能力所及的

情况下搬离五条港，以寻求更好的发展与就业机会。

近年来，五条港正从捕鱼业逐渐转向旅游业发展，

许多游客来到五条港游玩，以感受纯朴的渔村风情。不

少岛民也看中了此商机，藉以利用五条港捕鱼业的特

色吸引旅客，转行开办民宿以及提供导览服务，进而促

进了五条港旅游业的发展。但基于上述提到的种种因

素，五条港的传统渔业在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后，正走向

没落之路。因此，村长希望政府落实新政策，以助于五

条港的发展，让大企业到五条港进行投资。村长希望外

资的注入，可大力发展五条港的工商业，如兴建虾米加

工厂，以弥补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进而提高五条港岛

民的收入。然而，发展之余需要考虑的因素仍有许多，

其中工商业的发展是否会让五条港失去原有的特色与价

值，乃是值得深思的一大课题。

◆ 同学用张开的双臂测量七星网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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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问过自己 拥有什么     
为了要拥有那些 付出什么
追逐的人生换来 那些什么     

最后能带走什么 

四大团一日营 促进各团交流
刘子延、陈松裕、严欣怡（高二理信）报道

由我校学长团主办的第一届四大团一日营，以“什

么”作为本届主题，于5月29日（星期二）在校内举行，

吸引超过300名来自学长团、童军团、少年服务团和圣约

翰救伤队的团员参与。营长代表陈欣霓同学在开幕时表

示，虽然四大团同在兴华这个大家庭，却鲜少有机会交

流。因此，营会的目的是希望能藉此机会，增进四大团

营员的感情。

营会的主题“什么”，所要带出的意涵，是人生中

有许多的遗憾，很多时候会得到“什么”，又失去“什

么”，然而最重要的却是找到并坚持心中的那个“什么”。

营会破冰游戏进行前，筹委会特别安排了一场篮球

比赛，由各团分别派出男女两支篮球队进行竞赛，最后

由学长团篮球队获得冠军。而破冰游戏，一向是每个营

会正式开始前的必备游戏，打破营员之间冷淡的氛围，

让营员对彼此有初步的认识。筹委会藉着破冰游戏的环

节，把各团营员混合分成16小组，以有效达到促进四大

团营员间感情的目的。

舞蹈环节中，筹委们以营会主题曲——五月天的

《什么歌》舞步，带动所有的营员，并成功炒热现场气

氛。至于分站游戏环节，则以“兴华大陆被安置了许多

”
“

痛过的自己好像 失去什么
愈合后却又好像 学到什么
多年后或许一切 不算什么

才知最重要是什么 ”
“

炸弹，爆炸日期为5月29日”的故事情境，要求营员们透

过8个游戏分站，完成拆除炸弹的终极任务。每站皆以两

组竞赛制进行，胜出的一方将会获得用以拆除炸弹的提

示。最快并正确拆除炸弹的组别，将获得神秘小礼物。

营员们透过参与游戏，培养出团队默契、敏捷度、团队

信任、反应能力、分析能力及领导风范。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膳食股为营员们准备午膳外，

各团营员也自行准备各式各样的甜点，与营员们共同分

享。包括学长团准备的秘制面包寿司、童军团准备的港

式蛋挞、圣约翰救伤队准备的杯子蛋糕以及少年服务团

制作的水果果冻。

营会结束前，各组分别围圆圈进行分享环节，营

员们透过介绍各自所属的团体，让其他营员能进一步了

解各团体的运作方式，进而达到营会为促进各团交流的

目的。闭幕典礼上，筹委播放一日营的回顾影片，并派

发纪念品给每一位营员，以及进行交换纪念品及颁奖仪

式。最后，全体营员以《什么歌》的舞步，为一日营画

下圆满的句点。

◆ 斗智斗勇的篮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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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振丰 （高二理忠）采访

希望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陈欣霓（高二理忠，学长团，四大团一日营主席）

这是学长团第一次举办四大

团一日营，以往四大团的常年活

动为步操比赛，却无法真正拉近

四大团关系。因此，今年我们打

算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第一次筹

备一日营，难免会有些紧张，担

心失败甚至得到反效果。所幸大

家相互配合，让活动得以顺利进

行。通过一日营，来自各个不同

服务团体的营员都认识了彼此，进一步增进四大团的关

系。四大团虽然不常一起进行活动，但都肩负着一样的

责任，有着一样的使命，一起为学校服务与付出。希望

类似的活动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玩乐中学习
吴姝莹（初二爱，童军团）

对于这次的一日营，我认为

游戏特别，许多都是我从未玩过

的，如划拳喷水与猜字游戏等。

不仅如此，每个游戏都各有意义

和目的，让我们能在玩的过程中

学习。活动中，我认识了不同团

体的朋友，也相处得很愉快。我

希望之后能持续举办这类活动，

以增加各团的联系。

开心第一，胜负第二
张祉腾（初二勇，少年服务团）

我很幸运在中学生涯得以参

加第一届四大团一日营，有意义

且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如篮球比

赛、跑站游戏、跳营舞等。我代

表少服参加篮球比赛，虽然最后

输了，但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

胜负自然也不重要了。之后的分

组环节中，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完

全陌生的组别，但在学长团精心

设计的游戏中，陌生的我们也很快打成一片。同样的，

虽然我的组别在游戏过程中一直输，但大家脸上没有丝

毫失望，而是堆满了开心的笑容。这次的一日营真的极

富意义，让我有机会认识更多人。

并肩作战
何炜鋆（高一文商和，圣约翰救伤队）

今年很荣幸有机会参加四大

团一日营。经过四大团讨论，决

定将一年一度的四大团步操赛，

改成一年步操赛和一年生活营的

形式轮流交替举行。今年，举办

第一届的四大团一日营，可谓意

义非凡。各项活动成功把各团团

员聚在一起，让我认识了不少来

自各团的新朋友。此外，当天还

举办了篮球友谊赛，这场比赛虽然我们输了，但我依然

很高兴能够与团员们一起并肩作战。尽管活动后大家都

精疲力尽，但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 藉着破冰游戏促进四大团体成员之间的情谊。 ◆ 营员们透过参与游戏，培养出团队默契、敏捷度、团
队信任、反应能力、分析能力及领导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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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与实作合体：高一商科学习营
骆芷欣（高二理义） 报道

为了提供多元且丰富的商科学习素材，并期许营员

在应用及实践商业知识的过程中，树立商业道德观及社

会关怀价值观，商科教研组于6月9日（星期六）早上8时

至下午4时半及6月10日（星期日）早上8时至下午12时半

举办了商科学习营。此学习营的主轴为：三场以涵盖商

业学、簿记等商业性内容而设计成的桌游（大地游戏）

、“真人图书馆”论坛及“品牌与大未来”工作坊。

此次学习营规定全体高一级文商班学生及高一级理

科经济选修课的学生参与。早上8时，营员们集合于仁爱

广场，并透过抽签的方式分成28组，组名特别以本地企

业，例如：Astro、Petronas、Digi等命名，以营造“商”

的学习情境，并为“品牌与大未来”工作坊的学习挑战

埋下伏笔。

开课礼的现场，由商科组组长兼教务处主任许梅韵

副校长致词。她首先引导同学回忆起半年前，高一始业

辅导的“创客学习营2.0”中，利用豆币进行买卖、提出

拯救黄昏企业方案的学习历程，并希望营员们自检当时

营会活动给以他们立志、定向的信心，是否仍引领着他

们的学习？时隔半年，商科老师再次卯足全力为高一文

商班及选修经济学的理科生打造出本次的商科学习营，

依旧旨在提供大家一个学以致用的平台。最后，许副校

长也感谢高二及高三文商班学长姐参与策划，让营会能

顺利进行。

紧接着的开幕仪式，邀请苏进存校长、体育处苏爱

云主任及全体商科老师，共同解开七个“解码器”后进

行词句重组，组成了“魔鬼藏在细节里”这个词句，隐

喻着在商科学习的路上，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往往是

决定成败的关键，借此勉励大家培养观细节成大事的情

操。开课礼结束前，全体老师与营员在兴华园一起拍摄

大合照，以作留念。

活动开始前，陈颖毅老师派给各组一张白纸，让营

员们写上组员名字，要求各组利用午餐时间进行讨论，

设计个别所属的公司商标，以考验他们的组织能力与创

意发挥。陈老师也讲解了大地游戏的规则及各组的通关

密码，通关密码是营员们到游戏站的顺序。早上9时15

分，营员们根据通关密码出发到各自的游戏站。由于营

员人数众多，大地游戏共有三轮，分别于教学楼3、5及

8楼的忠礼堂举行。营员们需根据通关密码在规定的游戏

时间内，到指定的游戏站进行游戏。

8楼忠礼堂所进行的大地游戏为“百人HIGH翻桌游

1.0”。每位营员都会得到一个九宫格，任务是要在20个

桌游的分站中取得胜利，得到贴纸后，连成直斜横，就

能换取小礼物。

◆ “百人 HIGH 翻桌游 1.0”让营员们斗智斗勇。

在5楼的大地游戏站乃商业学属性。该楼层的课室分

别设有银行、证券交易所、购物中心等组成的一个商业

圈。营员们需要到银行及证券交易所得到现金后方可到

购物中心进行购物。唯有对经济市场的变化保持高度敏

感，灵活应用商业学知识作出判断及分析，对眼前种种

魔 鬼
藏 在

细 节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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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作出聪明的决定的组别，才有机会成为本站

最后胜利者。

在3楼设置的大地游戏则需要各组营员努力在3楼、

希望走廊、大食堂、小食堂、仁爱广场及兴华园的范围

内寻找信封。找到任务说明及暗示后，制作一份财务报

告。此站对簿记专业能力的考验，让营员们开始抓破头

皮、专心并费力思考。

第一轮大地游戏在早上10时20分结束。小休片刻

后，第二轮大地游戏开始，并在11点55分结束。中午12

时15分到1时15分为午餐时间，营员们都很热烈讨论各自

组所属的公司商标设计。

◆ 营员们找到任务说明及暗示后需制作出一份财务报告。

真人图书馆–真人现身，传授职业内涵及经历
陈湘莹（高一文商礼）、陈文莫（高一文商廉）报道

6月9日(星期六)下午2时，将近300位高一文商班和理科经济班学

生聚集在忠礼堂参加商科学习营的"真人图书馆"论坛。由陈颖毅老师主

持，以采访式的论坛模式，邀请3位事业有成的兴华校友分享他们在社

会上打拼的经验。三位嘉宾分别是杜韩念学长(律师，毕业于1998年）

、尤楚盛学长（桌游咖啡馆老板，毕业于2008年）及林伟毅学长（从事

网络行销，毕业于1994年）。

从学长们描述自己的行业体验中，不难发现各种行业的百态人生：

桌游咖啡馆营业时间固定，除非举办活动，不常有突发状况。网络行

销则相反，时间自由却不固定，随时（包括半夜）会有人下单，物流部

份也经常出现突发状况。网络行销的其他重要部份包括经流、服务和销

售。而律师的工作时间则投资在上庭之前的收集和阅读，消化阅读资料

的时间长，因此相对较忙，突发状况多。杜律师也勉励想要成为律师的

学弟妹，需要提升自己的三项素质：语言能力、逻辑能力及有捍卫立场

与想法的勇气。

此外，学长们也分享自己的求学经验让营员们借鉴。林伟毅学长

曾于大学的第一次物理小考中取得0分，却在大考拿到全班第一。杜韩

念律师中学成绩标青，在兴华求学期间，任何两科科目加总起来都接近

200分的他，在大学第一年却面对4科分数总和不足100分的窘境。他们

的经验传达出一个信息：做事要有毅力和

信心，不管遇到什么打击，也要有重新站

起来的勇气。

林伟毅学长是由理转商的一个成功例

子，他劝告在场的理科和文商科，无需在

中学时期为自己贴上文商或理科的标签。

理科生和文科生反而应该互相欣赏彼此的

想法和逻辑，形成“多种思维多个头脑”

的状态。他也语重心长地告诉学弟妹：“找

到自己”是一件重要的事。

最后，当受邀送给学弟妹一句话时，

三位嘉宾也分别赠言：

“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作为学生就专注

学习”- 尤楚盛学长；

“不论在哪个年龄层，都要懂得尊重别人，

尊重自己”- 林伟毅学长；

“不要寄望于未来，一切努力从现在开

始”- 杜韩念学长。

◆ 左一起为许梅韵副校长、尤楚盛学长、林伟毅学长、杜韩念学长及
陈颖毅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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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与设计大未来”讲座

陈祉蓉（高一文商智）、陈泇燕（高一文商平）报道

6月10日（星期日）上午8时，商科营有幸邀

请我国著名设计公司	Main-Main	的创办人兼大学

讲师	—— Mr.Jammez	Loh为营员们进行一场专题

演讲，主题为“品牌与设计大未来”。

Mr.Jammez	 Loh于演讲前，邀请两位营员上台

进行一项实验，请他们分别喝了两杯不同品牌的

矿泉水，再说出对那两杯水的感觉。两位同学说

出各自的感觉之后，讲师便揭开了那两杯水的谜

底。其实，两杯都是普通的矿泉水，只是讲师把

水装进两个不同品牌的瓶子里，饮水者的心情也

随之产生变化。讲师透过此实验，让营员们了解

品牌的重要性：不同的品牌会影响使用者自身的

判断而产生不同的感觉，并借此让营员们分辨品

牌和商标之间的差异。

演讲的前半部分，讲师先讲述Main-Main的由来与意义及一

个品牌的定义和重要性。Main-Main的使命是以打造马来西亚美

感教育为根基，推动文创设计产业发展为宗旨。此外，也主张“玩

是学习的开始，体验是知识的延续”。他不断强调，Main-main

是一个以玩来学习新事物的平台，抛开枯燥乏味的学习方式，提

升自己对于学习事物的热诚。“商标可以代表一个品牌，可不是

品牌本身”。讲师这一句话，让营员们更了解商标和品牌是两个

截然不同的事物。

当天，讲师也告诉营员们如何构思

并创造一个商标，不仅可以通过对比色

来设计商标，也可以采用鲜艳、大胆、

撞色的巧妙技巧来设计商标，以吸引顾

客的注目。最后的提问环节中，讲师分

享了他设计Main-Main商标的构思，即是用两个英文字母m来形成

一个m，颜色则是由代表女生与男生的粉红色和蓝色，这两种颜

色加起来代表中性人的深蓝色作为搭配。讲座会结束后，讲师与

营员们拍摄大合照，希望营员们通过社交媒体面子书与他一同探

讨和互作。

◆ Mr.Jammez	Loh

◆ 2 位同学分别喝了
两杯不同品牌的
矿泉水，再说出对
那两杯水的感觉。

◆ 一席讲座，师生皆有斩获。赞！

高一商科学习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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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与设计大未来”实作
陈慧仪、张泳淇（高一文商勇） 报道

接着，营员们集合于科技广场以进

行“LOGO设计实作”。营员们绞尽脑汁，重新

为校园、企业设计出独一无二的商标，并赋予

新的诠释。各小组组员积极参与讨论，运用所

学习到的技巧，完成一份又一份的作品。Mr.

Jammez	 Loh为在场的营员提供宝贵的建议，让

作品能更贴切主题。	

各小组完成商标后，将作品让Mr.Jammez	

L o h和数位商科老师进行作品票选，选出五

组入围的组别，在有限的时间内上台解

说他们设计商标的概念。获选的五组包

括：DIGI、MAXIS、SHELL、HP和PERODUA。各

组别对他们的设计思维，提出了相当成熟、全

面的说明，生动且令人感动的内容让在座的每

一位耐心地聆听，并报以连续不断的如雷掌声。

活动结束前，营员主动建议让各班同学推

荐一位代表上台，展示各班班服以及为大家讲

解当初设计的概念，并邀请讲师讲评。此建议

立即获得在场营员以及老师们的赞同。于是，

各班的同学积极推荐代表上台，当时的讲堂闹

得热哄哄的。过了一会儿，台上已站满各班

的代表同学。他们气势磅礴，积极地为大家讲

解设计班服的概念。在他们讲解的同时，Mr.

Jammez	 Loh在台下专心地聆听，时不时发问问

题，而台上的同学也详细地给予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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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休业式
林楷泽（高一理孝）报道

商科学习营来到了最后的一个段落，四

组表现优异的团队：Astro和Nipp o n并列第

四、Digi位列第三、Lazada获得第二及冠军得主

Domino。Domino小队在发表感言时表示，能获

得这个奖项真的是在他们的意料之外，是在组员

的积极配合以及队长优秀的带领下同时努力的成

果。这一次的活动让营员们彼此相互学习，也提

高对商科学习的热忱及兴趣。

接 着 ， 许 梅 韵

副校长为商科学习营

的 休 业 式 致 辞 ， 她

说 ： “ 身 为 兴 华 中

学的一份子，我们要

坚守属于兴华人的精

神，在每一个庄重的

场合，保持基本的人

与人之间的尊重。两

天下来，同学们的整

体表现不俗，有赖于

现场250名同学的紧密配合，全程的投入，让学习

营能够顺利结束。

学习的过程中，同学们要动也要静。静下

来的时候取得更多的输入，不管是看到的、听到

的、阅读到的，都是在帮助我们以后输出时能够

拥有更丰富的内涵。我们在和别人沟通或想要表

达些什么的时候，这个输入的动作就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希望同学们都能学习到在较为静态的讲

座中有所获，在动态的活动中累积实作经验。

日子过得很快，半年前的高一始业辅导，

大家都处在零的起点，半年之后，我们在这个学

习营立下新的定位，这个定位在年底必然又会提

升到另一个高度。到了高二，大家得做重要的决

定：选择往文还是商的方向前进，还是依然要在

文商之间寻找平衡？商科学习营中的每一个活动

的设计背后，都有原因和动机，期许从中帮助同

学沉淀和体会，发掘更深层的自己，找到自己的

定位。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 许梅韵副校长

◆ 冠军由 Domino 组别夺得殊荣，得奖营员与师长合影。

◆ Lazada 获得第二名。

◆ Digi 位列第三名。

◆ 荣获第 4 名次的 2 个组别 Astro 和 Nippon。

高一商科学习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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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学习 有益身心
沈子煌（高一文商平）

我觉得这次的商科营非常有

益且充满了欢乐性。第一天的大

地游戏，让营员们以游戏的方式

更深刻了解课堂知识，例如贸易

文件、交易方式、交货条件等，

不止能娱乐身心还能巩固知识。

团队精神在此次的活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因为

有了大家的合作，我们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21世纪

提倡经验学习，商科营让营员们在课堂外也能学习新事

物，让我获益匪浅。我对商科营非常满意，希望来年还

有机会参加。

打破学习框架
朱婞嫣（高一文商和）

通过这次的商科营，我对商

业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了更深

一层的了解。我一直都以为设计

师必须擅长绘画，但第二天的“

品牌与设计大未来”活动，让我

认识到原来设计商标不仅是追求

美观，更重要的是商标所代表的含义，更需要的是设计

师的创新与想象能力。商科营以实作的方式进行，让我

们不单只是学习死板的书面知识，也可以将这些知识实

际运用于活动中。活动十分轻松有趣，美中不足的是真

人图书馆的时间有点长，让我有些昏昏欲睡。

专业化分工
郭庥君（高一文商和）

在整个商科营中，让我印

象最深刻的活动是“百人high

翻桌游”，因为这个活动十分轻

松，也让我认识各种各样新奇的

桌游，而不再只是常见的蛇棋

或大富翁。各活动进行时，我们

学以致用，将平时上课学习到的知识灵活地应用在活动

上，也丰富了相关知识。此外，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特长，在活动中，我的组员们分工合作，各自发挥所

长完成任务。然而第一天的活动时间太长，导致大家都

很累，我建议下次可改为半天制，让大家以更愉悦的心

情学习。

◆“百人 high 翻桌游”让学员们认识各种新奇的桌游。

◆ 在大地游戏环节中，让营员们以游戏的方
式更深刻了解课堂知识

◆各小组轮流上台积极地为大家讲解设计班服的概念。

采访
林筠晶（高一文商廉）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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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蝶生活营
李妍萱（ 高一文商礼 )、陈慧仪（高一文商勇）报道

我校大众传播出版组学会于6月11日（星期一）至13日（星期三），在适耕庄举办第八届“梦•蝶”生

活营。参与者共30人，其中包括两位负责老师——林卿卿老师、谢祉毅老师和28位会员。该营会宗旨为（一）

鼓励营员亲近大自然、接触有益身心的活动，提高自身生活素质（二）希望透过活动培养营员的组织能

力、观察力，进而提升写作水平（三）促进营员之间的感情和团队默契。

Day 1：融入大自然

上午11时，巴士抵达了目的地	—— 瓜拉雪兰莪自然

公园。一片绿油油的树林映入眼帘，浓翠蔽日，绿意盎

然。拍摄大合照后，营员们各自分批走进自然公园“探

险”。公园里有各种各样的树木，如：红厚壳、卤蕨、

无花果树等，郁郁芊芊，它们正摇摆着向营员们招手，

以示欢迎。

营员们于中午12时离开了瓜拉雪兰莪自然公园，到

餐厅享用午膳。大约下午2时，抵达此次生活营的住处，

即Farm	Ville	Café	and	Homestay。这家民宿的特别之处

在于它的房间都是红色集装箱做成的，环境十分优美，

是旅行休闲的好去处。办好一切手续后，营员们便在房

间里歇了歇脚步，稍作休整。

下午3时半，营员们集合到民宿的休闲空地。活策股

准备了一系列的游戏，包括：与我同在、解救雕像和以

画传画等。最后，营员们展开了水球大战，场面不亦乐

乎，两个小时的团康活动也在欢乐中结束了。一系列的

团康游戏后，营员们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而在

这段时间里，筹委们则进入晚餐的准备工作——烧烤会。

当中，也有一些营员自愿帮助筹委一起准备食物，可见

此次生活营把营员们都团结起来。傍晚6时，营员们在民

宿的露台处开始了烧烤大会。夜暮降临，路灯亮了，营

员们像忘了烦恼，笑语喧哗。

瓜拉雪兰莪自然公园涵盖大约800依格的湿地矮

树林，包括受潮水侵袭的泥泞地及红树林沼泽地，是

世界闻名的鸟类庇护所，根据记录，出没该处的鸟类

约600种，其中大部份是迁移的季候鸟，包括较罕见

的琵鹭鹬及青足鹬。

这座公园是由马来西亚自然协会全权经营，此处

备有观赏鸟群的隐匿处、行人走道、瞭望台及可供教

学的木板道及渡假屋等设备。

大众传播出版组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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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的亮光

晚上8时半，营员们陆续上巴士准备前往观赏萤火

虫。抵达目的地后，营员们穿上了救生衣，并小心翼翼

地上小舟。当时的夜色很黑，周围也很安静，小舟驶

在水上难免会有些摇晃，这也使得营员们的心情变得忐

忑。营员们坐在小舟上，两旁岸上都是黑压压的一片森

林，只看得见轮廓。一声、两声、三声的‘哇’划破了

寂静的黑夜。草丛中的小亮光多得数不清！原来那就是

萤火虫，荧光闪闪的，像是黑夜中的精灵。萤火虫围绕

在树上，树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圣诞树”，煞是漂亮！

沿途上，萤火虫成群地出现在了不同的草丛中。渐渐

地，营员们忘记了一开始的害怕，不停地四处张望，目

光不放过任何一只萤火虫，想牢牢记住他们的亮光。途

中还会有一两只小小的萤火虫飞来小舟的上方，真的好美。

最后，营员们在晚上10时半回到民宿。一天下来，

营员们经历了不少，有些甚至还克服了对黑暗的恐惧。

虽然这些时光都会像萤火虫一样一闪而逝，但它却会留

下永远的回忆。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因为在它们的腹部末端有发光器，发光器内充

满许多含磷的发光质及发光酵素，使萤火虫能发出一

闪一闪的光。萤火虫发光的目的，除了要照明之外，

还有求偶、警戒、诱捕等用途。这也是它们的一种沟

通的工具，不同种类萤火虫的发光方式、发光频率及

颜色也会不同，它们藉此来传达不同的讯息。

Day 2：写作与生活相结合

早餐后，由两位老师带领营员们进行写作训练。分成四人一组，共7组进行活动。林卿卿老师拟了七个写作需要

的“力”，让营员们进行讨论，并选出一位代表进行为时2分钟的讲解。

部分资料来自蔡淇华：《写作吧！你值得被看见》，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林意晴（高一理孝 )、陈祉蓉（高一文商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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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营员用心讨论，结合自己写稿的经验，整理

心得，并派出代表为其他营员解说写文章需要掌握的各

种能力。林老师在为各组做点评时说道：“掌握这基

本的‘七大力’，可以帮助同学观察和提升写报道的能

力。材料、语言、情感、技巧的累积都需通过后天的努

力与训练，多读多说多写，写作水平肯定可以相应提

高。”谢祉毅老师说道：“上述‘七大力’除了可以在

写作中体现出来外，在呈现报告或解说时也适合使用。

在短时间内将庞大的信息明确地传递给大家。如大家刚

使用2分钟将20分钟的小组讨论结果呈现出来时，就可用

之。”最后，林老师要求营员们运用所学的“七力”，回

想前一晚看萤火虫的场景，写下一篇不少于300字的文章。

完成了获益良多的写作训练后，营员们动身前往

了大港钓虾场，体验渔村生活。虾场老板为营员们讲解

并示范如何钓虾。营员们一人一支钓竿正式开始体验垂

钓的乐趣。垂钓是一种考验耐心的活动，要成功将虾

钓上，必须花上一段时间的等待。除此，也需要一些技

巧。开始时，部分营员的虾饵成功让虾上钩，但又不

幸的让虾挣脱。老板告诉营员，虾喜欢游走在黑暗的角

落，因此将饵抛向池边，会增加虾上钓的几率。当虾在

吃饵时，在确保虾上钩后必须迅速拉起，否则将会让虾

挣脱逃走。

一个小时的体验时间里，有营员成功钓到虾，也

有营员与虾擦肩而过，虽然收获没有非常多，但是相信

营员们在这次的活动中了解到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绝

对的耐心，不可鲁莽行事，不然就成竹篮打水——一场

空。最后，老板拿出一些新鲜的虾子，亲自帮营员们烧

烤，老师也特地去买饮料慰劳大家。

晚上，营员们搭乘巴士去观赏奇观现象——蓝眼

泪。营员们分别乘坐两艘船，出海欣赏蓝眼泪。当船驶

出海口后，所掀起的浪花，大家可以发现那海浪上不断

出现荧光色的蓝点，犹如银河般，仿佛进入了神秘世界。

当营员们陶醉在蓝眼泪的奇观美景时，船只已经驶

入了浅海区。突然，营员们发现有很多的小鱼“飞出”

海面，当船只驶过时，有些小鱼甚至还“飞”上了小

船，吓得大家尖叫连连。这一段突如其来的小意外让营

员们对于这次的蓝眼泪之旅印象深刻，纷纷向老师反映

想再一次体验。欣赏蓝眼泪的出海之旅为这次的生活营

划下美丽又深刻的句点。

什么是蓝眼泪？

希氏弯喉海萤（蓝眼泪）是一种介形虫，简称

海萤，是生活在海湾里的一种浮游生物，为荧光动

物。海萤的身体内有一种叫发光腺的奇特构造，受海

浪拍打等刺激时，就会产生浅蓝色的光，一般在六七

月份出现，在马来西亚和台湾称之为“蓝眼泪”

◆ 营员们在大港钓虾场体验渔村生活。

◆ 营员们协助烧烤新鲜的虾子。

HIN HUA MONTHLY  2018年 6月号36

文接上页



Day 3：总结与告别

晨曦徐徐地拉开了帘幕，迎来了生活营的最后一

日。享用了早餐后，大约上午10时，大家集合到了民宿

的草坪上以填写回馈表。营长林意晴开始主持分享会，

藉此聆听营员们对于这一次生活营的体验和感想。对于

这一次的生活营，营员们都感触良多，有者还表示突破

了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乘上舢板船、第一次在夜空下

欣赏萤火虫、第一次将手伸入大海捞起蓝眼泪。另外，

安排的写作课程也因为配合各组的发表不再只是枯燥的

写作，而是一个轻松且收获良多的写作课。

接着，林老师总结时说：“今年的生活营旨在让大

家体验及尝试，安排了较为轻松的行程，希望大家在接

触大自然的同时，培养自身的观察力。我们长时间呆在

校园里，应把握假期时光多进行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

除了阅读以外，多体验生活也是提升写作能力的好方

法。看过大家昨天费尽心思所写的文章以后，感觉到营

员们在不同的体验当中都有许多的感触，有些营员更是

克服了的内心恐惧、勇敢地去尝试了一番。希望大家在

一半放松，一半学习的生活营中能够取得收获。我们是

一个团体，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不同的个性、

想法，希望未来的日子里，大家都可以相互学习，彼此

包容，把学会办得更好。”

在大家倾注感情的分享后，营员们有大约一小时

的休息及整理时间，在享用午餐后正式踏上了归去的脚

步。回程的过程中，所有营员都保持着这三天的热情，

在巴士上点歌高唱，一片嬉笑玩乐的气氛充满了回校的

巴士。大众传播出版组“2018年第八届梦蝶生活营”正

式拉下了落幕。

◆ 第一天的烧烤会。

◆ 乐融融的团康活动。
◆ 生活营尾声，营员们踊跃分享体验和感想。

◆ 阅读交流甚欢。

林楷泽（高一理孝）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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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achers foster successful 

◆ English teachers visiting the Pediatric Unit with bags of gifts.

Reported by ELC

As part of English Language Centre’s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to stay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in ELT, all 
English teachers went through an intensive 3-day 
workshop on Lesson Study in Kuala Lumpur. ELC 
has always given importance to CPD programmes 
that expose teachers to new pedagogy to keep 
abreast with the latest development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English language. 28 English teachers 
attended this workshop funded by The Tan Sri Yeoh 
Tiong Lay and Puan Sri Tan Kai Yong aided Hin Hua 
High School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Teachers and 
Students  Development Fund.

This CPD event was held from 17 to 19 March, 
2018 during the first term school holiday.  On 
Saturday morning, ELC teachers headed to Broga 
Hills to unwind and have some team building 
activities before they explored the essence of 
lesson study in the workshop. Since raising the 
quality of our students has been one of the school’s 
major concerns, ELC took the initiative to invite 
Ms Audrey Lim Bee Yoke, head of department of 
Quality Assurance,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Centre (ELTC),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laysia to 
conduct the workshop. Ms Audrey is well-versed 

in lesson study as she has been conducting the 
workshops and training teachers in this area.

ELC teachers were exposed to the essential 
lesson study process required for positive impact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ddition, all teacher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various strategies 
in order to collaborate and apply lesson study as a 

◆ Ms Audrey giving input on Lesson Study.

Lesson Study: Plan-Teach-Reflect-
Improve-Action Research

teamwork and collaboration through C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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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actice. Hence, 
this not only cultivates collaborative culture 
among the teachers, but also develops 
peer coaching skills among all, as well as 
executes analytic reflec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

In order to fully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lesson study in classroom teaching, all 
English teachers were engaged in a lot of 
interactive activities, hands-on practices and 
lesson planning present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kshop.  At the end of the workshop, 
impressed by the high spirits and motivation 
of her teachers, Mdm Boo, Head of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encouraged all teachers 
to keep up the momentum so as to apply 
what had been learnt to the actual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no time.

The three days and two nights workshop 
ended with a community service provided by 
ELC teachers. They visited the Pediatric Unit 
of Hospital Kuala Lumpur with bags of gifts 
contributed by the teachers and love to give 
away to the young patients before they began 
their return journey. 

◆ English teachers being on-task during the workshop.

Teacher’s feedback:
Ms Ong Shyne Ching

I must say that I have 
gained a lot in this workshop. 
Ms Audrey  was able to take 
the complex and make it 
simple. I now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what lesson 
study is about and I am willing 
to give it a try. I also find Ms 
Audrey very helpful, encouraging and inspiring. 
She reminded us all that teaching is a noble and 
powerful profession and by doing our job right, we 
could change someone’s life. Her words have truly 
inspired me to continue to teach right and teach with 
all my heart.  

Ms Menaka
The trainer was friendly 

and approachable. She 
did not mind answering 
questions and responding to 
queries raised. She was very 
knowledgeable and gave 
very clear explanation, and 
tailored the training content to 
the needs of the teachers. The training was also very 
engaging and interactive, and the trainer allowed 
teachers sufficient time for discussion. Overall, the 
training was a good learning experience. 

All in all, the March CPD programme 
marked a considerable succes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dm Boo, planning and 
execution of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and 
close-cooperation of all the teachers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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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Reported by ELC

The annual Forum Competition for Senior 
classes was successfully held at the YTL Hall on 
3rd April 2018 from 3.00pm to 5.30pm. It was 
organised by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to 
promote the use of English, to encourage public 
speaking among students and to create students’ 
awareness on current and social issues. 

Forum is one of the speaking activities that 
involves all the Senior students. The  English 
teachers organise their students into groups to 
analyze certain topics, conduct discussions, write 
scripts and present during the activity lesson. It 
usually takes about 3 months to prepare and present 
the topic chosen. The seniors had the preliminary 
round from 12 to 14 April 2018. To give equal 
winning opportunities to all levels, this year, the 
three shortlisted teams representing each level were 
awarded the First,Second and Third prizes. 

During the finals, nine teams presented various 
interesting and realistic everyday topics ranging 
from the much talked about topic on zero waste 
practice in school to controversial topic discussing 
the impact of extreme left wing feminist ideology in 
our modern society. At the end of each presentation, 
the panelists had to respond impromptu to one 
question posed by the judges. Besides testing the 
in-depth knowledge of topics presented, this Q & 
A session also served a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participants to demonstrat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fluency. 

This year, we were honoured to have two 
external judges, Ms Jacqueline Pereira, the chief 
judge, who is currently lecturing in Taylor’s 
University and her counterpart, Ms Rajamalar 
Sabapathy who is also a lecturer at Taylor’s. Ms 
Jacqueline who has bee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for 30 years, is currently pursuing her PhD studies 
at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After a 10-minute break for the judges to 
finalize the scores, Ms Jacqueline gave her feedback 
on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She applauded all 
the participants for choosing challenging topics 

◆ Students from Senior Two Washington presenting a forum 
discussion.

◆ Panelists having an intense discussion during the Q & A 
session.

and having very interactive sessions among the 
panelists. However, Ms Jacqueline also commented 
that participants should avoid slurring of words 
when speaking. They should sound more natural 
and apply the right social cues when presenting.

◆ The chief judge, Ms Jacqueline 
g i v i n g  c o m m e n t s  b e fo r e  t h e 
announcement of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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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 Sue Herng (S2 Washington)  
- Best Speaker

First and foremo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judges and also 
ELC for giving me 
this award. Well, I was 
utterly shocked and 
surprised to receive the 
Best Speaker award 
since there are many better and skillful 
speak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is competition. 
I’m truly humbled and honoured to receive 
this wonderful prize. Winning this award 
wouldn’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support of my fellow team members and my 
English teacher, Ms Radha. Working together 
as a team and seeing such amazing outcome 
is exceptionally amazing! Also, I hereby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all the winners of 
this forum competition. Well done everyone 
and keep up the good work!

◆ The Best Chairperson Award was presented to 
Derek Yuen Yee Jun from S2 Washington.

Derek Yuen Yee Jun (S2 Washington)  
- Best Chairperson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to my 
teachers, parents and everyone who have helped me in 
getting so far. Thanks to them that I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past practice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my brilliant team too. We practised 
through video calls and did multiple edits to our script 
until the preliminary round. I am glad that we managed 
to pull through and achieve more than just experiences. I 
was also glad to have received a lot of motivation from my 
teammates and friends. I have learnt that when you have 
something set in mind, there’s really nothing stopping you.

Below are the winners:
Senior One
1st Prize:  (S1 Adelaide) Joshua Lim Jia Sheng, Teo Ching Vee,  Bernard Siow Terng Fong,   
                                         Choh Yong Bin,  Marcus Yeoh Yee Shyuen
2nd Prize:  (S1 Canberra) Chieng Herng Eu,  Nicole Chan Wylyn,  Chua Leanne,   
                                           Kuan Kwok Yong, Ong Qian Hui 
3rd Prize:   (S1 Melbourne) Jarrett Chang Yu Zhi,  Akief Bin Azhar,  Chua Tan Song,   
                                               Chai Chu Xun

Senior Two
1st Prize:  (S2 Birmingham)  Tan Jiaee Eunice,  Teh Vivian, Lim Huey Shi, Colene Chong,   
                                                 Kelly Tan Hooi Shan
2nd Prize:  (S2 Washington) Derek Yuen Yee Jun,  Kam Sue Herng,  Christopher Lim Min Jie,   
                                                Sim Xiao Xue,  Johnessen Soo Zhin
3rd Prize:  (S2 Melbourne) Phang May Chih, Lee Sau Quan,  Christie,  Yii Zhi En,   
                                              Siow Yee Ting

Senior Three
1st Prize:  (S3 Adelaide) Tan Huai Chyi,  Eric Sim Jun Yang, Goh Jia Shen, Wong Kuan Hua,   
                                        Chua Wei Zeh, 
2nd Prize:  (S3 Berlin) Ruth Lim Jia Yun,  Chua Ben Shern,  Ki Jing Wen,  Lee Ming Chuan,   
                                     Liow Zee Wei
3rd Prize:  (S3 Berlin) Belle Kor Ming Hui, Tan Chiu Yi, Ng Wen Xin, Anthony Teh Kai Hung,  
                                    Jasmine Ng Wai Kuan
Best Chairperson:  Derek Yuen Yee Jun (S2 Washington)
Best Speaker:  Kam Sue Herng (S2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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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二级联学生自治会筹办的第二届高二级壁报

比赛，于6月6日（星期三）在陈开蓉大讲堂举行颁奖典

礼，邀请了苏进存校长颁奖。摘冠班级为高二文商智，

亚军则花落高二理孝，季军为高二理仁，最佳设计奖则

由高二文商礼班夺得。

配合来临的双亲节，比赛主题定为“感恩”和“孝

道”。各班的壁报主题如下，忠班—陪伴，孝班—孝着

回家，仁班—致父母，爱班—感情的花季，信班—心信

相印，义班—中西孝道之别，和班—树与蓝天，平班—

成长与感恩，礼班—感恩，廉班—风雨避风港，以及智

班—爱。此次参与评审的老师则包括了郑友老师、谢广

婷老师、李增注老师、黄宝珠老师和李宛沄老师。

待全体高二级学生、班导师、评审老师和校长入席

后，大家便通过投影观赏各班的壁报作品。谢广婷老师

高二级壁报比赛

颁奖典礼

◆ 得奖的班级代表与师长合影。站立者左一起为黄芷欣老师、黄德胜老师、朱伟杰老师、郑桂妮老师、苏进存校长、
谢广婷老师、刘兼阀老师、郑晓沁老师、陈芋嫣老师、叶雅幼老师、林玉莲老师和林卿卿老师。

许皖淇（高二理信）报道

点评时，向制作壁报的同学表达感谢，并赞赏了他们的

努力和付出。她回忆道，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同学们在向

她介绍自己班级的作品和中心主题时，态度主动积极，

表达俐落。虽然负责制作壁报的仅是局部学生而已，但

过程中给全班同学带来的凝聚力是不容忽视的。

谢广婷老师表示，此次各班的设计风格皆中

规中矩，追求整齐美观，但其中利用绘本和照片展

台“photobooth”的设计却让人眼前一亮，打破了传

统壁报的框架，增加了许多与父母互动的元素，值得嘉

奖。她强调，壁报比赛的筹办，除了要提醒学生自我反

思是否尽了孝道外，也期许大家能够将主题实践在生活

中，把爱带回家。

获奖班级皆由班长代为领奖，最后各优胜班级再与

各自的班导师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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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军：高二理孝，《孝着回家》。

◆ 季军：高二理仁，《致父母》。

◆ 最佳设计：高二文商礼，《感恩》。

◆ 冠军：高二文商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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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星期四），下午1时50分，由我校合唱团与

课外活动处联合举办的“全校华语文艺歌曲独唱比赛”

，于陈开蓉大讲堂举行，美妙歌声，动人心弦，不仅发

扬华语文艺歌曲，更让对歌唱有兴趣、有潜质的同学大

展歌喉。甲、乙、丙三组的冠军得主，分别是吕昇坚（

高三文商智）、郑欣怡（初三廉）及倪卉清（初一孝）。

比赛当天，我校邀请陈开蓉女士、李煜暐女士、李

锡耀校友、江抒芬校友及林清福老师莅临现场。其中，

林老师为我校资深音乐教师。评审李锡耀校友和江抒芬

校友进行点评时表示，参赛者的音色和声量都控制得

宜，唯负责伴奏的同学表现有待加强。由于参赛者过于

紧张，出现咬字不清或换气失误等状况，两位老师希望参

赛者日后可多加练习，也很期待参赛者下一次的表现。

虽然在比赛过程中，个别参赛者在表现上有些失

误，但都发挥出自己最佳的状态，观众席也不时传来阵

阵的鼓励掌声。比赛共分成三组，即甲组、乙组和丙

组。经过初赛的筛选后，甲组和乙组各有7名参赛者晋级

决赛，丙组则有9名。

甲组参赛者的曲目如下：邱雅惠（高二文商廉）《故乡

的云》、杨慧盈（高二文商礼）《从前慢》、詹斯媚（高三

文商和）《时间都去哪儿了》、吕昇坚（高三文商智）

《天边》、许倩绫（高二文商廉）《美丽的波德申》、

金柔绚（高二文商智）《小小的果实》及谢卉彤（高二

文商平）《茉莉花》。

乙组参赛者的曲目如下：丁慜慈（初三信）《我想

念你妈妈》、黄绅豪（初三智）《橄榄树》、赵彧（高

一文商勇）《我骑上轻快的小铁马》、詹佳慧（高一文

商智）《从前慢》、蔡武轩（高一文商勇）《我骑上轻

快的小铁马》、黄宇威（初三礼）《桑塔露琪亚》及郑

欣怡（初三廉）《杨桃结满山岗》。

丙组参赛者的曲目如下：郑嘉恩（初二义）《天

路》、倪卉清（初一孝）《大鱼》、黄蓝昕（初一信）

《乡间小路》、蔡谟升（初二廉）《龙的传人》、李佳

璇（初二义）《陪我看日出》、张云诺（初一智）《萤

火虫》、潘颐璇（初二和）《美丽的草原》、林苛柔（初

二廉）《梦里花》及李恒忆（初二和）《龙的传人》。

郑敏甜（初二礼）报道

◆ 得奖学生与活动负责老师及评审老师合影。第三排左起为郑佩意
老师、李锡耀校友、林清福老师、江抒芬校友、王舒慧老师、许
晓清老师及陈坤祝老师。

全校华语文艺歌曲独唱比赛 
— 歌声悠扬遍校园

◆ 左一起为李锡耀校友、林清福老师、陈开蓉女
士、李煜暐女士及江抒芬校友。

HIN HUA MONTHLY  2018年 6月号44



从比赛中发现不足之处
蔡谟升（初二廉，参赛者）

这次参加比赛主要因

为之前尝试过类似的比赛，

音乐老师也对我的歌声表示

认同。我觉得这次的表现

欠佳，在台上会怯场而且很

紧张。这次的比赛让我知道

自己应该更注意语调、咬字

和情感表现的问题。由于赛

前的准备不足，导致出现失

误。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会更加努力，以取得自己

满意的成绩。此外，我也希望比赛时间可以尽量避开

上课或学会时段，这导致许多同学都无法到场支持。

这次的比赛可见每位参赛者都很努力，演出也都很精彩。

感情与故事的传达
廖翊杏（高一理义，主办方负责人）

比赛前，我有听过一些参赛者

练唱，觉得他们唱得很好，声音的穿

透力、丹田的使用、整个气息的转变

都很不错。观看了这次的比赛，发现

到大家发声的位置不同，声音也就不

同，所以找到声音的位置是非常重要

的。其实，我认为唱歌最重要的是表

达歌的感情和故事，若缺少这两者，

唱的歌就没有吸引力。我觉得我们专

业的评审老师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我们现在学的是歌唱的基

础，有了这个基础，日后我们再去发展其他的歌唱技巧，才

能运用得更好。唱歌是一项神圣的活动，人能够透过歌唱来

传达感情。因此，我希望我们能够将这项活动流传，大家都

可以学习唱歌。最后，也恭喜这次独唱比赛的得奖者。

甲组  冠军：吕昇坚（高三文商智）	 亚军：许倩绫（高二文商廉）	 季军：邱雅惠（高二文商廉）

乙组  冠军：郑欣怡（初三廉）	 	 亚军：丁慜慈（初三信）	 	 季军：詹佳慧（高一文商智）

丙组  冠军：倪卉清（初一孝）	 	 亚军：林苛柔（初二廉）	 	 季军：郑嘉恩（初二义）

全校华语文艺歌曲独唱比赛得奖名单

图说兴华 国字型大楼全观

八十年代初，兴华进入蜕变的
阶段，先是展现在新校舍的建
设上。1983年，国字型大楼
拔地而起，成为巴生南区的代
表性建筑物。国字形大楼因外
形呈一“口”字，故兴华师生
惯称为“国字型大楼”。国字
型大楼有如四合院，四面合围
出一个中庭广场，当时广场一
边是绿油油的草坪，另一边则
建有三个羽球场，成为学子们
的公共活动空间。 原本这一
期新校舍的绘图与模型还设有
另一栋大礼堂(就设在如今综
合大楼的位置)，但是因为建
设资金不足而展延，后来成为
第二期建设——综合大楼。

文/ 林坤贤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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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奖学生与评审老师合影。第二排左五起为马颖乔老师、陈慧贤老师及陈小珮老师。

吴芯仪（初二忠）报道

全校器乐比赛决赛 
管弦乐、合奏组现双冠军   表现令评审赞叹

为提供学生一个相互交流切磋技艺的平台、提升学

生的演奏水平及对音乐的兴趣，我校音乐科研组、音乐

中心与课外活动处，于6月29日（星期五）下午1时，在

陈开蓉大讲堂举办全校器乐比赛决赛。比赛分钢琴、华

乐、管弦乐及合奏四组进行。其中，管弦乐与合奏组出

现双冠军，钢琴与华乐组冠军则从缺。

器乐比赛经过初赛淘汰后，分别由钢琴组7人、华乐

组1人、管弦乐组6人及合奏组7队，成功晋级决赛。决赛

评审团由3位老师组成，分别是校外的陈小珮老师和马颖

乔老师，以及我校音乐中心陈慧贤老师。

陈小珮老师讲评时，针对参赛者和伴奏者们的高

水平表现，表示赞叹。不过，她也点出同学们须要改进

的方面，譬如演奏时应增加眼神的交流、组员之间默契

的配合，一齐演奏并将声音扩大，把音量传给观众。此

外，在乐器技巧方面，她建议同学在演奏钢琴和小提琴

时，须注意踏板和拉弦，以免让观众觉得声音不佳或不

清楚的效果。至于演绎的部分，更是要表现出情感，将

情绪带给观众。

她表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她鼓励学

习乐器的同学持续保持对音乐的热忱，并多加练习。另

外，她也希望没有学习乐器的同学，能通过今天比赛的

启发，去感受其中的乐趣，开始学习乐器。

◆ 决赛评审团由马颖乔老师 ( 左一起 )、陈小珮老师及
陈慧贤老师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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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器乐比赛得奖名单

朝全国赛努力前进
李权（高一理爱）、郑声蔚（高三理爱）、杜佐薇

（高一理孝）、余康尔（高一理义）、杨孙泓（高

一理信）（合奏组、口琴五重奏冠军）

我们会想参加学校此次举办的器乐比赛，主要是因

为想吸取更多丰富的经验。去年，我们曾一起参加过全

国赛，刚好这次学校也举办器乐比赛，因此我们就一起

组队参加。从准备歌曲、练习直到比赛，我们花了长达3

至4个月的时间。练习过程中，我们也曾因为默契不足，

出现演奏节奏不齐的情况，所以需要慢慢练习培养默

契。其实，我们当初没想到竟然会得第一，不过这对我

们来说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

不管我们是否得奖，我们都会尽全力做到最好，朝明年

的全国赛前进。

立志成为音乐家
吕昇坚（高三文商智，管弦乐组冠军、最佳伴奏奖）

今年是我最后一年在兴华，所以我想要参加

这次的比赛，尝试体验不同的事物。此外，我会选

择“Asturias”这首曲子作为我的表演歌曲，是因我弹

了这首曲子有五年之久，因此想要透过这首曲子把这五

年所学，演绎出来。当我听到自己荣获两个奖项后，心

情是很开心、满意的，但也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如

须加强演奏时的稳定性。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也会

继续朝目标迈进，因为未来，我想要成为一位音乐家。

◆ 合奏组冠军队伍。

 

奖项 钢琴组 管弦乐组 合奏组 

金 - 李美琪（高三文商廉） 李权  （高一理爱）、郑声蔚（高三理爱）、 
杜佐薇（高一理孝）、余康尔（高一理义）、 
杨孙泓（高一理信） 

- 吕昇坚（高三文商智） 叶铭衡（高三文商义）、郑卉恩（高二理孝） 

银 戴嘉辉（高三文商和） 曹裕斌（高二文商智） - 

铜 杨微仪（高二文商平） 戴嘉辉（高三文商和） 杨静彤（高二理义）、杨宇鹏（高二理仁）、 
洪歆尧（高二理义）、余康尔（高一理义） 

马圻彦（初二平） - 戴嘉辉（高三文商和）、张欣柔（高三文商礼）、 
黄君贤（高三文商智）、黎文倪（高三文商智）、 
苏晋伟（初三忠） 

最佳伴奏奖：吕昇坚（高三文商智） 

◆ 吕昇坚荣获管弦乐组冠军及最佳伴奏奖两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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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届现场绘画比赛

洪振丰（高二理忠）报道

◆ 简单而不失隆重的揭题仪式，为现场绘画比赛拉开序幕。右一起为谢金聪老师、黄宝珠老师及苏进存校长。左一起
为李增注老师、黄志光老师、莫壮燕副校长及许梅韵副校长。

为了培养同学们对美术的兴趣，进而提高美术素

养，我校美术科教研组于5月26日（星期六），举办第39

届现场绘画比赛，并于上午8时在兴华园进行揭题仪式。

本届共吸引363名学生参赛，分别为初一级63人、初二级

53人、初三级57人、高一级66人、高二级74人和高三级

50人。

当天的出席者包括苏进存校长、许梅韵副校长、莫

壮燕副校长、黄志光总务处主任、谢金聪美术科教研组

组长以及李增注、黄宝珠和李宛沄三位美术老师。

比赛以德、智、体、群、美、劳，把初一级至高三

级的题目依序分为六大类，各级题目分别是初一级的“

早餐、水壶、杯子、面包、鸡蛋”的静物写生，初二级

的“桌上的文具活起来了”、“森林音乐会”和“大扫

除”，初三级的“奇幻公园”、“一场意外”和“球

场上一景”，高一级的“净街运动”、“运动会一景”

和“走入动物的世界”，高二级的“蜕变”、“竞选”

和“雨天”，高三级的“20年后的我”、“丛林探险”

和“风起时”。

各级的参赛同学在4个小时的作画期间，全神投入，

珍惜这年度的活动。比赛于中午12时半结束，所有的画

作即刻被编排、展于美术中心，以使评审工作能顺利开

始。拨冗前来担任评审嘉宾的包括：画家余荣兴、画家

谢盛财及画家吴小山。嘉宾们时而低声讨论，时而因为

一副优秀作品热情地分享了他们的观点。约莫花费近4小

时，终于完成评审工作，踩着夕阳归去。他们的专业精

神，实为可嘉！

体验绘画比赛
林巧君（高三文商廉）

我会参加比赛的原因是，

今年是我最后一年在兴华了，之

前都没有参加过，想在今年尝试

一下。我选择的题目是《丛林探

险》。能在校园里比赛，将所思

所悟勾勒成一幅画，我觉得这是

一个很好的体验。

◆ 左起为李宛云老师、李增注老师、谢盛财、余荣兴、
吴小山、谢金聪老师及黄宝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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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校长，各位副校长、老师及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今年的全校绘画比赛于如此晴朗的天空下举行，将兴致

勃勃的参赛者们围绕在富有艺术氛围的兴华园，是一项

难得的盛事。美术教育是对学生进行美育并进而促进智

力发展的一种教育。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德、

智、体、群、美、劳六育的主要成分，从而提升学生艺

术修养及激发学生创造力。举办绘画比赛是为了培养同

学们对美术的兴趣，进而提高同学们的美术素养。

美术是研究美，运用可视的造型形象表现美的一种

艺术形式。美术教育在普通教育中十分重要，那是因为

美术和人的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我们周围有许

许多多的事物和美术是直接相关的。美术的因素参透到

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绘画者对画面的题材、构思、构

图、色彩、用笔、形象等方面都经过一番苦心经营，发

挥着极大激情效果，因而创造鲜明的意境。此意境是艺

术感染力度来源，总的来说，艺术意境有以下几个重点：

一、没有生活就没有意境

二、没有感情就没有意境

三、没有形象就没有意境

四、没有联想就没有意境

五、没有想象就没有意境

六、没有夸张就没有意境

意境是由生活而来的，画者将生活理解得越深，概

括出来的意境越真切和明确。同学们，当你们接到画题

时，只要通过你们生活的体验经验去发挥创造力就可以

丰富画面的意境。

只要你有所思，有所悟，你会发现自己慢慢地习惯

在赏画时去理解艺术家的眼光和思想，慢慢的学会品味

生活的美。在此，我代表美术科研组衷心感谢评审团的

参与、少年服务团、摄影学会、资讯出版组及各个团体

的协助。愿全校绘画比赛顺利进行，圆满成功。

◆ 谢金聪老师

生活，丰富意境；

美术科教研组组长谢金聪师开幕词全文

意境，为艺术感染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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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绘画比赛得奖名单

初一级

特优奖：叶潼恩（初一智）、莫瑞淇（初一和）、吕缋诗（初一和）

优秀奖：蔡佩颖（初一勇）、谢俐琳（初一勇）、刘宇捷（初一义）、黄栢萱（初一仁）

佳作奖：沈洁琦（初一和）、陈昀心（初一忠）、陈歆靛（初一礼）、吴铠宋（初一智）、

								黄凱芯（初一廉）、白恩悦（初一仁）、郑宏斐（初一廉）、陈彦祎（初一廉）

初二级

特优奖：蔡		瑾（初二和）、张舒雯（初二孝）、王美苹（初二廉）

优秀奖：吴丽绮（初二和）、吴静宜（初二孝）、郭悅颖（初二爱）

佳作奖：李慧敏（初二廉）、吴永赐（初二忠）、洪子晴（初二信）、郑芯柔（初二义）、马圻彦（初二平）

初三级

特优奖：陈栐伽（初三和）、李佳勇（初三和）、夏恩权（初三平）

优秀奖：郑健豪（初三勇）、黄翔筠（初三信）、戴婉琦（初三信）

佳作奖：朱紫宁（初三平）、陈盈池（初三平）、丘宇翔（初三孝）、林彦彤（初三义）、梁馨匀（初三忠）、

								徐鸿杰（初三爱）、颜慧仪（初三爱）

高一级

特优奖：张岱安（高一理义）、林凯霈（高一理忠）、杨卣鑫（高一理忠）

优秀奖：朱浩然（高一文商平）、钟惠妍（高一文商礼）、颜杰毅（高一文商廉）

佳作奖：余康尔（高一理义）、陈佳安（高一文商礼）、陈欣怡（高一文商和）、谢永康（高一文商智）、

								林恺婷（高一理孝）、林子蔚（高一理仁）、杜沛学（高一文商勇）

高二级

特优奖：吕敏瑜（高二理信）、叶慧欣（高二理信）、施婉琪（高二理义）	

优秀奖：洪凯彬（高二文商平）、张靖茹（高二文商和）、谢瑜萱（高二理仁）

佳作奖：彭美绮（高二文商廉）、杨微仪（高二文商平）、邱可莹（高二文商平）、黄舒恩（高二理孝）、

								徐佩雯（高二理爱）、李文祺（高二理爱）

高三级

特优奖：关孟意（高三理仁）、吴静儿（高三理忠）、陈谙星（高三文商平）	

优秀奖：林佳静（高三文商平）、曾千芸（高三文商平）、李思仪（高三理信）

佳作奖：刘珈吟（高三理信）、邱鼎森（高三理爱）、颜颐桦（高三文商廉）、李奕萱（高三文商礼）、

								颜彤钰（高三文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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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要放开思想，跳出框架
林坤贤老师（校史馆助理，历史老师）

我会去参观美术现场绘画

比赛作品展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因为我中学时也是一名在

美术领域很活跃的学生，会习惯

性地想去瞧一瞧；其二是我想看

看现在和以前不同的新素材，顺

便注意一下获奖作品中有没有我

的学生。这次逛了一圈，觉得画

作和以前没大变化，唯一不同的

是现在学生的创作方式普遍都比较单一，以前我们的画

作方式反而比较多元，如水彩、粉彩、油画等。游走在

展示板之间，我仿佛看见以前的自己和朋友在美术比赛

竞争，全心全意投入创作的画面，满满的怀念充斥在心

中。虽然现在我已经不是学生了，但陶醉在艺术氛围的

感觉始终如一。最后我想和同学们说，艺术就是要放开

思想，跳出平时的框框，不需要迎合任何人，只要自己

满意，	那便是最美的艺术品！

现场绘画比赛得奖作品展览

脚步放慢，看见生活的美好
陈栐伽（初三和）

我相信五彩缤纷的世界带给

人们的永远都是愉悦的心情，置

身于那么多优秀的画作中让我放

慢了脚步，遗忘了校园生活的繁

忙和压力，开始看见生活中种种

的美好。注视着这些画作，总能

感受到每幅画背后深远的意义，

一笔一笔勾勒在画纸上的线条紧

锁着我的目光。我想这就是他们得以从群画中脱颖而出

的原因吧。

每个人都会长出独一
无二的翅膀
李康杰（高二理忠）

在这么多作品中，最吸引我

目光的是以‘蜕变’为主题的作

品。蜕变是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所以此题目的作品都画得非常

抽象。我最喜欢的一幅是整体看起来像蜕变成蝴蝶的图

画。虽作者将它拟人化了，但也把蝴蝶的主要特征完美

的展现出来，非常出色。作者没有把蝴蝶的翅膀形状画

出来，任观赏者自行想象，完美地表达出每个人蜕变过

程会不同的变化，最终会长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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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科系与职业系列活动：大众传播领域

陈花音、洪凤蕾报道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为了让同学认识与了解大众传播行业的特性与属

性、工作内容及特殊要求等，我校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于6月12日（星期二），带领约40位高中生，于上午

10时到Astro综合传媒娱乐公司参观，并于下午11时

半前往IACT学院参观，以了解升学途径。

当天，由Astro综合传媒娱乐公司导览员Mr.	

Reza	 Amirul	 Abd接待，简略介绍该公司及旗下电视

台与电台的运作方式，并表示该公司不仅负责国内

外188个电视节目，也涵盖国内22个电台，如Hitz.

Fm、MY	FM、Melody	FM等。同学们在Mr.	Reza的带领

下参观每个电台的广播室，数个电台主播正进行采访

及录音工作。当时，毕业于2008年的林秉昀校友（MY	

FM电台主播）正采访一位马来西亚艺人，让同学们大

开眼界。

主播能力的经验谈

接着，我校同学被GoXuan电台《goXuan早早Play》

的两位电台主播Ms.Christal和Mr.Jacky，邀请进入电

台广播室参观其运作模式，并分享工作内容。两位主播

表示，身为电台主播，除了主持节目外，也需根据听

众的年龄层播放合适的歌曲。同时，也得经营各自的

社交媒体、进行拍摄工作或担任活动主持人等。在策

划电台的活动内容或新节目上，电台主播仍需一名制作

人的协助，方可顺利完成。

Mr.Jacky表示，欲成为一位电台主播，并不一定需

要相关的大学文凭，而需具备如临场反应、语言技巧、

控制场面等能力。一旦具备这些能力，就可以成为一位

出色的电台主播。不少电台会举办比赛选拔优秀人才，

如MY	FM举办的“Be	My	Star”比赛，优胜者即可加入他

们的电台，Ms.	Christal即是因此而加入该电台。

◆ 前往 Astro 综合传媒娱乐公司参观留影。

◆ 参观《goXuan 早早 Play》电台广播现场直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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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同学还遇见了目前担任《新闻报报看》及

《八点最热报》主播的梁宝仪校友（毕业于2008年）

。她为同学们介绍电视台的摄影棚，包括棚内架设

的多台摄像机、电视荧幕以及背景所应用的色键技术

（Green	 Screen）等。当同学向其询问主播应具备的

能力时，梁宝仪校友亦非常细心地回答每一位同学所

提出的问题。

除了与主播互动之外，Mr.Reza还带领同学们参观

电视频道的处理与筛选部门和电视频道的监管部门。该

部门设有多个荧幕，多位工程师正监督播映中的电视节

目，以便对可能发生的播映问题采取立即、有效的应

对措施。另外，还参观了讯号发射站。最后，Mr.Reza

表示，该公司各部门也需要不同领域的人才，包括工程

师、电台主播、会计师等，而每个职业所要求的技能、

相关证书等都有所不同。

◆ IACT 学院多位讲师分享大众传播科系的领域和升学途径等，让同学们对媒体行业及大众传播科系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科系领域与升学途径

第二站参观的IACT学院，为我校同学举办一场题

为	“认识媒体行业的就业机会”	说明会，由该学院

的Mr.	Montri	Teoh、Mr.	Patrick和Mr.	Sam主讲，分

享大众传播科系的领域和升学途径等，让同学们对媒

体行业及大众传播科系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Mr.	 Montri	 Teoh说，想进入媒体行业，同学们

必须选修大众传播的相关课程，包括公共关系学、平

面设计学、广告学、市场营销学、新闻学以及广播与

影片制作学等，并针对各领域一一作介绍。他说，公

关人员的职责是代表一个公司对外界发表声明，并让

大众对公司留下良好印象。他举例，不久前一则有关

某餐馆的新闻报道，有段影片拍摄到该餐馆以沟渠污

水清洗餐具。当影片在社交媒体流传后，该餐馆的公

关人员及时对外界公开道歉，承诺绝不会让此类事件

再次发生。Mr.Montri强调，公关人员的职责，即是

及时为公司发表声明，挽回公司声誉。

提及平面设计，Mr.Montri解释说，所有的刊

物、小册子、传单、公司商标及衣服标志等，都属于

平面设计。广告，是指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帮助推

销产品。有形的方式如广告牌，一般都会设于车流量

高的路段，以期让更多民众能看见广告，无形的方式

则如电台语音广告，于上下班时间的收听率高峰时段播

放。而市场营销，则注重策略，提高民众醒觉。Montri

说，假设某公司创造了一枝多功能用途的笔，若无市场

营销，则未必得到好的销售量。至于喜欢写作的人，则

可以选修新闻学，将来可从事撰写文案等相关工作。最

后，则是广播与影片制作，如YouTube就提供喜欢拍摄影

片或短片的人一个分享的网络平台。

另外，Mr.	 Patrick为同学们介绍报读IACT学院2+2

课程的升学途径。他表示，学生在IACT学院完成2年半

的大众传播文凭课程后，即可申请到台湾修读相关学士

课程。这项升学途径的优势，在于学生可直接进入台湾

学士课程的第三年，而只需2年的时间即可完成学士学

位。Mr.	 Patrick通过照片的分享，为同学们简略介绍台

湾五所合作大学的校园风景。

接着，Mr.	 Sam则要求同学们分成小组，并到校园各

区拍摄一张照片上传至Instagram，完成后一起讨论各小

组所拍摄的照片。这项活动的目的是想让同学们了解，

拍摄照片必须让观者一看，就能明白拍摄者所欲传达的

讯息。

最后，在该学院的Ms.	Su	Ling和Ms.	Vanessa	Jee的

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该学院的其他设备，如摄影棚、

录音室、图书馆、讨论区、健身室以及游泳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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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图书馆阅读主题书展

今夏与    作伴8月

今夏，让我们一起来读诗吧！

什么？读不懂？告诉你……

诗不是拿来“读懂”的，而是用来感觉的。

8月份，

诚邀你到图书馆来一起读诗，活出充满诗意的人生！

推荐书籍                         图书展示 1.8.2018-31.8.2018          
推荐图书借出 13.8.2018           图书借出  6.8.2018

《世纪诗选》

席慕蓉著

诗,只随着生命成长,无关学识,无关

技艺。

诗人能写出触动人心的诗,多半不会

是因为它在诗中放进了许多伟大的字,而

是因为诚实。

平日,我们用语言将自己禁锢起来,

然而,我深爱的诗人在它的诗里将我的心

灵释放。

< 一颗开花的树 >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当你走近　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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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厌我自己》

潘柏霖著

二〇一五年底新生代诗人潘柏霖

自费出版了个人第一本诗集《1993》

，独立书店上架一周旋即卖完，询问

度至今仍居高不下，新作品《我讨厌

我自己》延续上一本的结构，收录五

十一首诗作，以他一贯直白易懂的用

字遣词，从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情感出

发，如同心圆般层层围绕，不断回头

对自我进行探究、对世界提出质问。

< 我们再也不说话了 >

没有那样的人
陪你沉默

陪你去任何不用说话的场所
并肩而坐

看山海山落
也只觉得时间不够用

 
没有这样的人
和你一起赖床

晚上夜跑、打电动
和你去看暮光之城

一百次也不嫌你眼泪太多
 

最后只好约那些
不太想见面的人

去做那些不用说话的动作
 

我们活到最后
发现好像有些话只要不说出口

就不用难过

《如诗一般》

方文山著

《如诗一般》是方文山独特的

韵脚诗，他“称之为韵脚诗、歌词

诗、戏剧诗”。那么《如诗一般》诗

集书名的由来，方文山给出的答案

是“如果风景秀丽，我们给予的大赞

誉便是说它‘如诗一般’。诗，就是

如此‘很特别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

之中。”

《如诗一般》，共收录了方文

山100首诗歌。诗歌涉及的题材非常

广泛。《老乔治与乔治二世》，披头

士、乔治二世、老汤姆这三个人物营

造出历史沧桑的画面感。

< 自卑 >

软弱 侧弯弓成诗
如箭矢般 射出的第一行字

就恶狠狠地带 刺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著

海子，以梦为马的诗人。纯真

质朴、理想主义、抒情诗人……每个

读者心中都有一个海子印象。阅读

他的诗，你总能读到麦地、大海、

村庄、鲜花、天空、太阳等清新的字

眼，“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每一个诵

读过他的诗篇的人，都能从他身上嗅

到四季的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

成长”。

< 夜 >

夜黑漆漆 , 有水的村庄
鸟叫不停 , 浅沙下荸荠

那果实在地下长大象哑子叫门
鱼群悄悄潜行如同在一个做梦少女怀中

那时刻有位母亲昙花一现
鸟叫不定 , 仿佛村子如一颗小鸟的嘴唇

鸟叫不定而小鸟没有嘴唇
你是夜晚的一部分谁是黑夜的母亲

那夜晚在门前长大象哑子叫门
鸟叫不定象小鸟奉献给黑夜的嘴唇

在门外黑夜的嘴唇
写下了你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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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有家具才能活得不悲

伤：徐佩芬诗集》

徐佩芬著

在她的诗中，有个总是不

在的“你”，跟不断渴爱但迷

惘的“我”，在没有观众的小

剧场，反复排练流离的长梦。

她试图用文字来跟漫长的

雨季对抗，一边拧着湿透的衣

服一边吟唱；她以为爱情要蒲

公英一样绽放，拂过陌生恋人

的脸，旋即消散在风中。

她祈求这本诗集能使躁动

的灵魂获得片刻的宁静，她写

作是为了使人爱她。

< 还是要有家具才能活得不悲伤 >

还是要有家具
才能活得不悲伤
还是要真正和谁

说过再见
才能变成完整的人

像停电的夜里
走在碎玻璃上

那么诚实
不卑
不亢

《下雨的人》

陈繁齐著

《下雨的人》是陈繁齐的

第一部作品，收录80首诗描喻

生活和爱情的模样。如果你也

是一个适合受伤的人，如果你

也是个打从一开始就不曾放晴

的人，请不要担心，也不要认

输，我们都在同一个世界里淋

雨，一起找伞，一起学习不悲

伤的方法。

< 好吗 >

只要你不恋爱
我这辈子

都不会失恋了

《比海还深的地方》

宋尚纬著

“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

我对这个世界的疑问，我每一

个问句都是真切的问句，我不

懂人与人之间的伤害、分别，

甚至是那些撕裂或者毁灭，我

不懂那些伤心，我没有办法

理解，所以我将他们都写成

诗。”──宋尚纬

< 告诉我 >

我在生活中充满疑惑
说出来的都是问句

每句话都是漂浮的气泡
希望被谁接住

像你一样，每句话都是试探
像闭眼朝前方走去
每一步都需要勇气

《孩子，寂寞时你就读读诗》 本书是从教三十余载中学

语文高级教师，甄别、挑选135

位不同国别的诗人、189首不同

风格的名诗，将心目中的最适

于孩子诵读、领悟的短诗集结

成册。

< 避免 > 顾城

你不愿意种花
你说：

“我不愿看见它一点点凋落”
是的

为了避免结束
你避免了一切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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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文/ 林倖伃（高三文商智）
作  者 | 尘雪
分类号 | C737

印度：熟悉而陌生的邻国

这是我接触到关于“印度”的第二本书，第一本

是《时间·空间·人间》，由黄婉秋小姐所撰写的，

书本内容讲述义工之旅，颇有意思。而这一本我将要

介绍的书，是一位中国驻印度女记者的亲身经历。当

初在图书馆看到这一本书时，就马上借阅了，深怕下

次再来会找不到。书中揭示了印度的真实社会、文化、

人们对印度的偏见等，让我在精神上“游走了印度”。

想到印度，人们蹦出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脏、

乱、差？强奸案频繁？社会问题众多？人们在看待印

度社会时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总是把自己自私的想法

套用在别人的社会，也总是在不明白真实情况下就持

有偏见。阅读这本书前，我除了对印度这个国家充满

好奇外，或多或少也有一些刻板印象。“当你面对陌

生环境时，最好的心态就是不带任何成见、如白纸般

的心态，以人类最友好、最善意的一面，来迎接和审

视这个多元复杂的世界。”这是书中其中一句让我当

头棒喝的话。世界那么大，人类那么小。在我们未了

解事情的真实情况前，应先用心地去观察，才来下评

论，而不是将自己的想法套在别人身上。

另外，书中的其中一个篇章简略讲述了印度的选

举过程。当中提到，印度选举期间，一个家庭各个成

员投票给不同政党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也从侧面体现

了印度的政治自由和多元性。这不禁让我想起前不久

在我国举行的第14届大选，我想：我们国家应该不常

出现这种现象吧？好像会被排挤的感觉？犹记得当时

全国大选后网络上充斥着太多太多虚实难辨的消息，

而人们也总是管中窥豹。但无论如何，依然希望马来

西亚能变得越来越好，国民们也能以最好的心态去面

对，为自己着想的同时也顾虑别人的感受，毕竟这是

一个幸福的国家，没有天灾人祸，多幸运啊！

在历史课本上，我们总是读到一个王朝总是因

为权力过大、腐败、荒淫等而逐渐灭亡，宗教也总是

引起纠纷。在书中，我也得以更了解真实的印度社会

状况（其实不是每个地方的人都冷漠、不是每个地方

都很肮脏等）。种姓制度在现今的印度依然严重影响

印度人民的思想，社会上不公平及歧视的现象仍然很

多。奇坦曾说过，在印度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必须要

有权力，而腐败无处不在。文化须传承，而国家也需

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可一个国家想要发展，封建的

思想仍会拖延其进度。但愿这个拥有许多宝贵文化遗

迹及文化的古文明国家，能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得越

来越好，印度人民的生活也能越来越进步。

只字片语无法详细地介绍这一本书，真心推荐大

家去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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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绘画比赛得奖作品

◆ 高三级特优奖：吴静儿（高三理忠）《风起时》

◆ 高二级特优奖：施婉琪（高二理义）
《蜕变》

◆ 高一级特优奖：张岱安（高一理义）《走入动物的世界》

◆ 初三级特优奖：夏恩权（初三平）《奇幻公园》

◆ 初二级特优奖：蔡瑾（初二和）《森林音乐会》

◆ 初一级特优奖：叶潼恩（初一智）《静物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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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花絮

◆ 高三同学代表全体同学献唱《教师颂》及《以您为荣》两首歌曲。

◆ 跆拳道表演：腾空而跃，快、准、狠，刚劲有力。

◆ 吉他社社员分别演奏《Yesterday Once More》和《平凡之路》两首曲子，伴唱同学精湛的演唱让观众沉浸其中。

◆ 扯铃社呈献“铃光一闪”，以节奏鲜明的歌曲搭配创
意的表演，赢得观众的青睐。

◆ 收到同学送上的康乃馨，老师们脸上洋溢幸福笑容。◆ 为荣获服务奖的教育工作伙伴献上满满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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