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届田径锦标赛
洪振丰、蓝浚塬（高二理忠）报道

7月10日（星期二）至7月12日（星期四），我校于

松下体育场（Panasonic Sport Complex）举办第十六届

田径锦标赛。天公作美，三天风和日丽的天气，使田径

锦标赛顺利进行，让三千余师生得以尽情挥洒汗水。

培养热爱运动精神

各班运动员汇集在操场上，在广播组司仪的齐声引

领下，开幕仪式于7月11日（星期三），上午7时50分拉

开序幕。管乐团、学长团、童军团、圣约翰救伤队、少

年服务团和大会旗先后列队进入会场后，由大会副主席

即我校署理董事长卢金峰致开幕词。他希望同学们可以

通过运动会建立起更密切的友谊，学会团结，体现出爱校

精神。同时，提升运动水平及培养热爱运动的健康精神。

接着，署理董事长卢金峰代表大会赠送纪念品给巴

生滨海区圣约翰救伤队、报效矿泉水的特泛营业有限公

司、步操比赛裁判：黄韦综教官、苏少琦校友、郑志铭

校友、陈乐校友及九间参加华小接力赛的华小代表：兴

华小学、青年华小、班达马兰A校、班达马兰B校、中华

小学、中华女校、循民小学、滨华（二校）以及树人华小。

◆ 首设传递圣火仪式，火炬最后传给董事会代表尤瑞泉
董事（左一），并由署理董事长卢金峰（中间）点燃
圣火台，右为苏进存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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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设传递圣火仪式

开幕仪式上，林芷霖同学在班旗与班牌的围

绕下，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今年的田径锦标赛

开幕仪式，更添加了传递圣火仪式。第一棒由学

生代表林佳昕同学手持圣火入场，带领34位校队

代表将圣火传递给教职员代表，再依序传予家教

协会代表、校友会代表，最后传给董事会代表，

并由卢署理董事长点燃圣火台。熊熊烈火，意

味“兴”火相传，生生不息。

另外，在比赛正式开始前，初一及高三生分别在操场上表

演大会操及韵律操，为开幕仪式增添满满的活力。田径锦标赛期

间，运动员在竞赛场上不遗余力的拼搏。观众席上的助威声此起

彼落，运动员不论胜败，都获得如雷的掌声，使运动会三天的气

氛居高不下。场上的工作人员在灼热的太阳下，仍坚守着自己的

岗位，丝毫不松懈。

运动会最后一天，教职员组大队接力赛，更是引爆了现场

沸腾的气氛。三天的运动会在运动员、各大服务团体及师生的共

同努力下，顺利进行，圆满结束。

◆ 林芷霖同学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

◆ 高三生表演韵律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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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理董事长卢金峰

署理董事长卢金峰开幕词全文

尊敬的苏进存校长、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董事、

校友会主席余安副董事长、各位董事、各位副校长、老

师、三机构理事、运动场上的同学和记者小姐先生们，

大家早上好！

我校今早举行第16届田径锦标赛，董家教的热烈出

席使这项赛会显得更加的隆重，也证明了大家对兴华的

热爱和对学校活动的关心永不退散，我仅代表三机构同

仁，感谢你们的关心和支持。

举行田径锦标赛的目的，主要是提倡和鼓励同学们

对田径运动的兴趣，以提升同学们的健康体格和热爱团

队的体育精神。注重健康的体育活动，也可以让同学们

远离不健康的活动，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使行为和人格

都得到正面的提升和发展。

体育竞赛最重要的是体育精神的发挥，而不是竞

标的争斗。在竞赛场中运动员应全力以赴，以更高、更

快、更强来展现体能和毅力，以争取成绩上的超越和突

破。运动员们要以最佳的状态投入比赛，严守运动会的

纪律及竞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判决和工作人员的指示，

以组织有纪律的比赛。赛出成绩，赛出水平，使我校的

体育水平登上更高的层次。

田径锦标赛的举行，让全校师生的凝聚力进一步提

升，老师与同学，班级与班级，运动员和运动员之间，

在竞赛中建立更密切的友谊和关系，更加团结和爱校。

我们希望这项田径锦标赛在提升同学的田径水平和运动

精神之余，也能促进同学们对运动的兴趣，培养终身运

动的良好习惯，享受健康幸福的人生。

六育并重是我校办学理念，我们希望同学们在接

受优质教育的同时，也锻炼出强健的体格，使德、智、

体、群、美、劳进而得到发展，成人成才。在此，我仅

以兴奋的心情宣布，兴华中学第16届田径锦标赛，正式

开幕！谢谢！  

注重体育，培养正确人生观

第 16 届田径锦标赛

◆ 我校三机构董、理事代表传递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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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进存校长

感恩各方面配合，让第十六届 
锦标赛成功、圆满落幕
苏进存校长闭幕词全文

第 16 届田径锦标赛

尊敬的署理董事长卢金峰先生、校友会主席余安

副董事长、家协主席陈伟后先生、三机构理事、各位老

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

为了让运动会在更合适、安全的地点进行，今年，

我们把赛场搬到了沙亚南松下体育场。此次比赛迎来了

全校70班3500多名步操队员、超过1750名运动健儿、400

多名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参与其盛。

这三天，运动员在竞赛场上紧张的心情、拼搏的精

神、失落的神情表露无疑；各班啦啦队在看台上的欢呼

声、激励声此起彼落；全体工作人员师生在炎热的太阳

下汗流浃背，仍然坚守岗位，并展现出高度的默契、互

助合作的精神。

这一切都是最真实﹑最漂亮的画面。

在一场体育盛会、体坛健儿交流会上，每个参与

者，都是胜利者，不同的体会，为大家带来各自的精彩。

第十六届田径锦标赛中，我们共刷新了15项新纪

录，可喜可贺！在运动场上，今天你是否得奖并不重

要，最重要的是在备战的经历与过程，你为自己所设定

的目标尝试过、尽全力，你就是一个胜利者、成功者。

就如亚洲飞跃羚羊纪政2005年在全国独中田径锦标

赛中送了一句名言给全体运动员，“金牌会褪色，掌声

会停止，但在运动竞赛中的失败与成功的经验是别人拿

不走的”。我也以这名句与各位同学共勉。

◆ 亚洲“飞跃羚羊”—— 纪政的名言。

当然，我们也要恭喜获奖的同学，希望你们继续努

力，秉持全力以赴的体育精神，挑战极限。这也是学校

推广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

◆ 初一生表演大会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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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好事需要大家共同来完成，这次的田径锦标

赛获得全体工作人员鼎力协助，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在此，我要代表学校感谢：

学校三机构对运动会鼎力支持，其中：

家教协会赞助全体教职员的大会制服，同时今年家

教协会在陈伟后主席号召下，理事们及热心妈妈为这三

天无限量提供凉茶予全场师生，他们不仅全天服务，更在

之前煮好凉茶，三天共提供约8千公升的凉茶，感恩他们。

校友会赞助全场奖牌及各组团体奖杯，特泛营业报

效矿泉水，巴生滨海区圣约翰救伤队为我们提供医药的

服务，黄韦综教官、苏少琦校友、郑志铭校友、陈乐校

友、为我们担任步操裁判，兴华小学、青年小学、班达

马兰A校、班达马兰B校、中华女校、循民小学、中华小

学、滨华二校及树人小学、前来参加兴华杯华小4x100公

尺接力邀请赛。

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及表扬服务团体同学的专业付出。

学长团同学不停地拿着凉茶，绕运动场为老师及运

动员提供饮水。

少年服务团的同学每天早上6时就开始布置场地、搬

移器材，赛会结束后也负责整理场地回收器材。

童军团的同学在每一项比赛中，协助裁判工作，随着

这三天跟老师们学习后，显得更专业，非常用心及投入。

此外，在终点及各赛场为需要的同学提供救护的圣

约翰救伤队队员也忙得不可开交。

大众传播广播组同学在李贤丽老师带领下，为我们

催场和报告成绩。

图书馆也委派了8位同学协助终点记录﹑终点裁判及

计时员的工作。同学们的专业服务态度认真才能使赛会

顺行的完成。

管乐团同学从采排、开幕、闭幕都带领着全场气氛,

让在每一位留下深刻印象。

摄影学会同学在烈日下为大家摄取最佳镜头，乐在

其中。

环保志工同学为大家提供回收服务及全场督导工

作，默默的付出。

还有，初一和高三同学在开幕礼的精彩表演让我们

以最热烈掌声来感谢他们！

当然运动会成功的举行，要感谢各班导师带领同学

完成许多赛前准备工作，今年我们在赛会期间强调减塑

环保，可说成功完成绿色运动会，谢谢各位。

整个赛会从场地、布置、器材、纠察、招待、仪

式、司仪、奖品、救伤、茶水、膳食、秩序整洁、环保

回收、裁判、检录、计时、摄录、交通等工作，全体工

委、教职员及同学，辛苦您们了。巴士接送方面， 3天内

共完成300多趟的载送，负责老师们每天早上五点就开始

安排，下午一点半做返校处理，工作浩大，谢谢！

每届运动会在会前的张罗，筹备协调赛程的处理等

是非常繁杂的工作，要谢谢体育处的全体老师，当然运

动会的核心人物体育主任苏爱云老师更是关注前后，协

调左右上下，若不是有丰富的经验，是无法胜任，借助

各位的掌声，谢谢苏老师！

三天里有许多感动的画面，留待大家好好回忆。

感谢三机构、感谢老师、感谢家长、感谢同学、感

谢每一位。最后，我以感恩及最愉快的心情代表大会，

宣布兴华中学第十六届田径锦标赛成功、圆满落幕，我

们2020年再见，谢谢大家！

◆ 家教协会理事与热心妈妈无限量提供凉茶予全场师生。

◆ 巴士接送：3 天内共完成 300 多趟的载送。

◆ 圣约翰救伤队队员提供救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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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操比赛

破大会纪录者

团体总成绩

第 16 届田径锦标赛

   总成绩
各组团体奖 各组最佳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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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届田径锦标赛

最佳运动员感想
全力以赴，不辜负期待
林佳昕

（高二理孝、甲组最佳女运动员、铁饼破1989年大会记录-成绩27.02米）

距离上一次的比赛不到半个月就马上迎来了运动会，最让我担心的是自己

的身体。伤病开始复发，康复得越来越慢，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最佳女运

动员这个奖项，一直是我的目标。其实这次的成绩不是很理想，我很遗憾没有

把最佳状态表现出来。感谢其他对手都全力以赴，对我来说每一位参赛者都是

最佳运动员。

最后我想要感谢每一个支持我、相信我的人，不管是高二理孝的同学，还

是田径队的队友，甚至是其他班的同学，你们的鼓励对我来说都是我的精神支

柱。也谢谢每一位提拔我的老师：教练Cikgu Najib、Cikgu Nik、Cikgu Alif、苏爱云老

师、翁秋霞老师还有我的三铁队友们婕菱、星伶、英亮、新天、container、emmy、cs、

何炜、仁谦，是你们陪着我一路走过来，每次在我快放弃时鼓励我，在我快倒下时

帮助我一把。也谢谢学校提供我发挥实力的机会以及作为传递圣火的学生代

表。在接下来的全国独中田径锦标赛中，我誓必全力以赴取得好成绩，不辜负

任何人对我的期待。

友谊比奖牌坚实
郑学聪（高三文商和、甲组最佳男运动员、2金1铜）

真的很开心这一次可以荣获男甲最佳男运动员。可以和校队一起练习、得

到班上同学的鼓励，是我比赛的动力。最佳男运动员一直都是我的目标。比赛

过程非常紧张，因为每位运动员的中选机会都很接近，但很开心我拿到了。这

届运动会，我立下要夺得五面奖牌的目标，虽然少了一个，但三天的努力换来

了和班上同学坚实的友情，这让我觉得更加珍贵。

汗水换来成功的喜悦
杜锦琦

（高一理仁、乙组最佳女运动员、跳远破1989年大会记录-成绩4.60秒）

光阴似箭，上一届运动会已过了三年。尽管平时都有在训练，但为了本

次运动会能获得佳绩，我增加了额外的练习，成了运动场的“常客”。俗话

说，“既来之则安之、路不转人转”，练习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与挫折，不

时向老师、教练请教，克服当下困难。所幸，运动会前夕课业并不繁重，让我

能有更多的时间和心思去练习，使自己的技术进一步的提升。这个奖项是意料

之外，因此感到荣幸。感谢背后支持、陪伴的家人及田径队友所给予各方面的

帮助。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没有汗水，就不会有成功的泪水，希望下一

届运动会可以做的更好，突破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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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不影响课业
周靖森

（初三信、乙组最佳男运动员、100公尺破2013年大会记录-成绩11.2秒）

我是校队的队员之一，从初一就开始接受校队练习。练习时，我常问自

己为什么要练得那么累，但看见成果就感到一切都值了。这一路，我跌过、伤

过，不过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事。我较擅长分配时间，不会因为运动而影响成

绩。运动会开始前，我尽量让自己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对最佳运动员的奖项是

抱有期望的，因为我想证明我这三年在校队内的努力并无白费。另外，我也达

到我设下的目标：个人奖项三金和接力赛至少有个奖牌。这一路走来，要感谢

的不只是我的父母，还有教练、老师以及朋友们，他们在我练习时给予的动力

和打气，都是我成功的推动力。

忍痛坚持完赛
方颖颖

（初二廉、丙组最佳女运动员、400公尺破1987年大会记录-成绩67.07秒）

在练习中遇到不会的基本动作，我都会向朋友求助，多练习就会进步。

还记得在八独中田径锦标赛的备战训练营中，当时因多日的练习，我的脚已有

些痛。就在我跑400米时，已感觉无力，但仍然坚持跑完。当时手脚是如此的

累，然而那都是暂时的，因为我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我感到很惊喜，获得最

佳运动员是意料之外。成功了别骄傲，失败了别灰心。跌倒了就爬起来，努力

会有好结果。虽然我设下的目标都达成，但无奈腰部伤痛严重，在200米预赛

中与决赛无缘。感谢父母、朋友、老师与教练一路来对我的关心、安慰、支持

和鼓励，他们是我前进的动力。

走出谷底，超越自己
黄汶凯

（初二孝、丙组最佳男运动员、400公尺破1989年大会记录-成绩59.95秒）

运动会前，我勤奋练习，安排不同的训练计划，同时兼顾课业。练习过程

中，我曾陷入谷底。练习1500米时，我发现以我的实力和成绩还不足以取胜，

因此有了想放弃的念头。在朋友的鼓励与安慰下，我重新振作起来。最佳运动

员，是我在这届运动会给自己定下的最大目标和挑战。为了达成目标，我不仅

去询问老师评选最佳运动员的标准，也做了许多赛前的准备。我以最佳的状态

去面对，不断告诉自己一定要超越过去的自己。感谢班上同学一直给予鼓励，

让我有那份不断前进的动力，继续努力奋斗。还有来自各个校队队员的鼓励，

哪怕是一句加油，也让我深受感动。最后，在竞技场上奔驰的运动员们，别忘

了要兼顾你们的学业，一起为自己的梦想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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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场

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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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天的赛程中，圣约翰救伤队队员致力协助受伤的运动员。

2. 苏进存校长（前左）与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董事（前右），

为巴生华小接力邀请赛的获胜队伍颁奖。

3. 童军团团员在每一项比赛中，致力协助裁判老师完成工作。

4. 裁判老师为参赛者测量比赛成绩。

5. 各班学生用尽心思设计班牌与班旗。

6. 家教协会为 3 天的田径锦标赛提供免费凉茶。

7. 从彩排、开幕到闭幕，管乐团团员都带领着全场的气氛。

8. 学长团团员清理田径场周围的垃圾，以维护场地的整洁。

9. 裁判老师为参赛者们解释比赛规则。

8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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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初二和

乙：高一理义

甲：高三理仁

▲

▲

▲

步操

冠军

团体

总冠军

▲

▲

▲

甲：高二理孝

乙：初三平

丙：初二孝

颁
奖

颁奖人：署理董事长卢金峰

颁奖人：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董事

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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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
招生宣教运动推展礼

林意晴（高一理孝）报道

“兴华人除了优秀，别无选择。兴华人的成

功，造就兴华的成功，而兴华的成功便象征了独

中的成功。”这是苏进存校长于2018年招生宣教

推展礼的致词中说过的一句话。

兴华人一直以来都具有良好的形象，这不仅

是兴华教育方针的成功，也象征着独中教育的成

功。为了向即将跨出小学门槛的小六生宣扬母语

教育的重要，并延续华教薪火的相传，招生宣教

已是每一所独中身负的使命。我校本年度的招生

宣教推展礼于7月3日（星期二）在朝阳堂举行，

除了为招生活动揭开序幕，同时也是向全校师生

再一次强调文化传承的可贵。

一如往年，推展礼分为高、初中两个阶段举

行，初中部、高中部各别于下午1时15分及下午2

时15分列队进入礼堂进行仪式。在苏校长致词之

前，全体师生首先观赏了一部华教短片，为大家

简单概括了数百年来华文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

短片中从华校的兴起开始叙述，其中包括了

英殖民政府的插手和日军的破坏。华文教育在经

历了诸多风雨飘摇的局势，却依旧能够在守护的

当儿寻求突破与改进。时至今日，我国的华文母

语教育体系，其完整程度仅次于海峡两岸四地。

这一切，都归功于那些为了民族、为了母语、为

了文化的传承，鞠躬尽瘁死的先贤们。

苏校长在致词中表示，“华教史，一颗恒

星，时刻闪耀着。一如所有华教斗士们坚持了数

个世纪依然坚定不移的信念”。招生宣教推展礼

的宗旨，便是将这股信念传达给全体师生，再由

师生们传递给所有华人子弟。

在仪式结束前，合唱团献上了两首曲目，分

别为《一颗种子》以及《因为这个国家》。前者

展现了兴华心系华教的精神以及对先贤在这片土

地上播下母语种子的感激，而后者则表达我国作

为多元民族国家，为发扬多元民族语言文化而奋

斗的自豪感。合唱团悠扬洪亮的歌声，唱出先辈

们为华教牺牲奉献的无私精神。身为独中生，我

们肩负着光荣的使命，让我们的铿锵母语能够在

这片美丽的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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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发展与突破独中教育

苏进存校长致词全文

◆ 苏进存校长

透过观赏短短10分钟的华教短片，让我们了

解华教运动发展的历史轨迹，引领我们走一趟华

教运动发展之旅，每年7月份学校所推行的招生

宣教运动，是我们全体兴华人的事。独中教育、

兴华教育对于每个兴华人来说是一件重要且富有

意义的事，正如今年校庆暨教师节主题：闪耀兴

光，在无边无际的星空中，独中教育这颗恒星是

我们大家心中的信念，就是这个永恒不变的信念

才能指引我们华教先贤们坚持奋斗一个世纪又一

个世纪。

因此，作为后辈的我们有必要了解前人所付

出的努力与心血，且要感恩他们那无私奉献的精

神，两百年的努力，蕴含了无数人对多元文化共

存共荣的爱护与珍惜。今年5月9日，我们迎来建

国以来的首次政党轮替，它蕴含国人对公平公正

这普世价值的追求。因此，教育政策多元开放将

是发展趋势，在这关键的历史阶段，独中教育必

须以开阔的国际化视野，提供优质教育以栽培全

方位人才，方能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脱颖而出。

守护独中教育，你我大家是关键，我们不仅要守

护，更要发展与突破，承起这关键时刻的使命，

我们全体师生也将藉此机会自我审查。只有自强

不息，才能永续发展。诚如过去我们常说的，

凝聚每个人的成功，就是兴华的成功；兴华的成

功，也是独中的成功。

这两个月来，我数次在不同的场合与大家共

勉，我们兴华人除了优秀，别无选择，必须“是

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像什么”，如此自我期

许，自我要求，再创兴华教育新格局。

因此，我们有义务要让所有小六生家长及

同学知道，兴华教育，独中教育的办学目标与发

展，以达到更多人能了解华社办华教的目的。

各位同学，今天兴华中学耸立在巴生港口路

旁，它是一个地标，社会人士都会聚焦关注兴华

的发展，因此，我们全体师生都是兴华的宣传大

使，我们向世人展现兴华的内涵，并从中赢得信

誉，赢得口碑，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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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好自己的人生路》高三成年礼
专题讲座

林倖伃（高三文商智）报道

为配合7月7日举行的高三成年礼，高三毕联会于

7月5日（星期四）在陈开蓉大讲堂为高三生举办了一

场题为《走好自己的人生路》的讲座会。

这场讲座会特邀毕业多年的三位校友：陈静翔、

王慧铃及王淑贤前来分享。她们配合高三成年礼主

题“感恩·责任·奋发”，以幽默、轻松的方式，与

高三生分享她们的心路历程以及中学生涯的趣事。

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扮演着不同的角

色，身上也背负着不同的责任。陈静翔是一名律师，

同时也身兼多职。她以自身丰富的经验与高三生进

行分享。她强调，若选择去做一件事，就必须全力

以赴。她鼓励高三生勇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同时也

关注周遭发生的事物，学会融入不同的社群、尊重他

人，为即将踏入社会的自己做好准备。陈静翔也以律

师袍来比喻高三生成年礼系上领带时的那份激动。一

件袍，象征着正式成为一名律师；而一条领带，也象

征着高三的学生已成年，身上背负着的责任也更艰巨了。

中学生活多姿多彩，回忆也历历在目。哪三件事是中学

生涯里必不可少的呢？王淑贤认为是学业、课外活动及兴趣

爱好。她表示，学习无所不在，永无止境，只要用对学习的

方法，必定能事半功倍。除了课业以外，课外活动和兴趣爱

好也很重要，要为自己找一个精神的寄托，累的时候停下来

休息，再继续出发。王淑贤以“不要让过去设限你的未来”

这句话为她的分享做总结，并鼓励高三生为自己设下一个目

标，并勇于踏出第一步，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人生路，会一直通畅无阻吗？”答案显然是“不会”

的。王慧铃表示，在遇到任何困难时，都不要轻易地放弃，

要保持着一颗圆融、开阔、放下执着及感恩的心。每个人都

有无限的潜能，也有自己的人生价值，只要不放弃，总能达

成目标。无论处于任何领域，只有坚守岗位，向前精进，必

能成功。她表示，成功不是你赢了多少人，而是你帮助了多

少人。

讲座最后以《永不放弃》的短片做总结。愿每一位高三

生都能越挫越勇，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拥有勇敢追梦的力

量，并兴致盎然地与这多姿多彩的世界交手。

◆ 配合高三成年礼主题“感恩·责任·奋发”，特邀请陈静翔 ( 左起 )、王淑贤及王慧铃三位校友回校讲演，由苏进存
校长担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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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
潘立怡（高三理仁）

成年，代表着人云亦云的时代过去

了，自己该懂得自己的身份，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我们要学会自我肯定，做

自己的主人，聆听并跟从自己的心灵。

讲座中，三位学姐都围绕着成年礼主题

进行分享。三个不一样的故事恰恰带

出了责任勇气、坚持的重要性，环环相

扣，缺一不可，让我对未来多变的生活

有更大的期望。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陈静翔学姐以律师袍比喻我

们成年礼系上领带时的那份激动。一件袍，一条领带，其实不仅

仅是一种装束，更是一种象征。或许自己没有在灿烂辉煌的灯光

面前闪耀，但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中的主角。最后，想告诉成年

的自己：摒弃依赖并不是独行无依靠，而是独当一面，保护曾经

让我依靠的人。

人有无限的潜能
郑馨耀（高三文商智）

听了这场讲座，我

对未来充满了更多的向往

与期待，但同时也存有一

丝丝对陌生的恐惧。我深

刻地了解到在离开校园

后，踏入社会时将会迎来

更大的转变。我很庆幸校

方为我们准备了这场讲座

会，让我能更及时地为自己做好准备，以面对将

来种种的挑战。愿未来的自己能成为一个更优秀

的青年，并且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上绽放光辉。纵

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一个人的潜力是无

限的，坚持下去，我们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加油！

图说兴华 第13届董事会全体照

进入国字型大楼时代的领导层——第十三届董事会全体照，前排左九为董
事长林玉静、左十为董事会顾问杨忠礼。摄于1985年。

文/ 徐威雄博士

2018年 7月号  HIN HUA MONTHLY 19



生命的蜕变 —— 高三成年礼

丘宇翔（初三孝）、苏瑜静（初三仁）报道

“男子二十弱冠，女子十五及笄”，即一个

人从孩童、少年进入成年自我成熟的新阶段。成

年，并不是年龄的累积，而是在心理上能自我醒

悟，凡事敢于担当、自律自强、独立思考、尊重

他人与环境，迈向人生新的里程碑。在孩子成长

成人的重要年华里，学生家长皆受邀出席于7月7

日（星期六）上午9时在朝阳堂举行的高三成年礼。

我校举行成年礼，至今已迈入第九个年头，

以“感恩·责任·奋发”为主题,从而端正青年的

价值观。典礼以全体高三生朗读《大学之道》为

序幕，接着由大会司仪讲述成年礼的意义，并道

出我校坚持：人文办学、复兴礼教、蒋欣修睦、

传道授业的办学理念。接着，由董事长拿督李平

福和苏进存校长致词。

◆ 主宾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右）与苏进存校长见证高三成年礼仪式。

◆ 家长为孩子系上领带，期许孩子展开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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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恩感恩、敢于承担、自律自强

李董事长表示，成年后就必须知恩、感恩、报恩。

不懂得感恩的人，就代表他还不够成熟。在奋发过程

中，要坚持迈向目标。除此之外，苏校长则希望高三生

用行动证明一切，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展现高度的抗挫

能力。再者，他也嘱咐高三生成年后要学会担当，要懂

得承担责任，对自己的言行及社会负责。

系领带与献家书仪式是成年礼的重要环节，在主

宾李董事长和苏校长的见证下，由家长亲自为高三生系

上领带。高三生向父母、师长鞠躬，感恩他们多年来无

私的奉献。接着，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念出家书，他们真

诚的语言和恳切的感情，触动了不少父母。全体高三生

将自己的家书献给父母时，有许多家长与学生已泣不成

声，场面温馨感人。

最后，成年礼在全体高三生献唱《生命的蜕变》后

落幕。

意识到自己已成长
杨凯晶（高三文商廉）

以前看着学长姐参加成年礼，戴上领带，感觉就

只是外表上的不一样而已。但如今已高三的我，却深深

体会到成年礼的意义，也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站在位

子上等着母亲的到来，我的思绪一直在打转。原来，我

真的长大了！学校所举办的成年礼，其实不仅是一个形

式上的成年仪式，更是提醒在座的高三生是时候担起责

任，为家庭、社会付出。从彩排直到正式仪式，内心一

直有深深的感触，因为我意识到过去的自己就像温室的

小花，被人浇灌，而现在自己18岁了，希望接下来的

自己谨遵此次成年礼的主题“感恩、责任、奋发”，继

续往人生的道路前进，做个不让父母担心的成年人。同

时，我非常珍惜与感恩家人对我的付出与照顾。

◆ 郑宝梅女士与女儿杨凯晶。
◆ 5 位高三生代表先后上台念出家书，真情流露。

◆ 温馨感人的家书让家长开怀一笑，笑中有泪。

期望孩子“成人”
郑宝梅（学生家长）

今年是我第二年出席孩子的成年礼。庄严的仪式，

温馨感人的画面令我深受感动。校方一步一脚印筹备此

典礼的用心更是令人赞许。虽然成年礼的仪式是短暂

的，但我认为它所赋予的意义却是一生的。通过成年

礼，培养同学承担的勇气，并唤起他们学会为自己的行

为负责。我希望孩子不只成材，更重要的是“成人”，

时时抱着感恩的心，以诚待人，怀着勇气不断地努力去

做好每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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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精进，成人成才

董事长拿督李平福致词全文

高三成年礼

◆ 董事长拿督李平福

我校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

事、署理董事长卢金峰先生、副董事长兼校友会主席余

安先生、苏进存校长、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先生、我校

三机构同仁、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各位媒体界的朋

友、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本校第九年为高三毕业班同学举办成年

礼。成年礼是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的仪式。当年

兴华中学破天荒，全马第一所学校为高三毕业生举办成

年礼，引起各界瞩目。现在我们看到这项仪式开始被一

些学校、社团认同，并举办了类似活动，以祝福青少年

成长的喜悦，端正青少年成长的价值观。 

时下很多年轻人，因为过于自我中心，我行我素，

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只会要求别人，不会要求自己；

只想到自己，不会为人着想。从而引发许多行为问题、

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

兴华中学举办高三生成年礼，是想让同学们了解，

成长的多层意义。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是值得高兴

和祝福的事。但是，千万要记得，成长的背后，花费了

许多人的力气和心血。父母的养育之恩、师长的教导、

提掖之恩，都要铭感于心，在你们长大且即将顺风远扬

时，别忘了感谢一路上曾经陪伴你、帮助你的每一个人。 

成年，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自己、对家庭负责，以及

对社会和国家负责。凡是责任，必有承担；凡是承担，

必有重量。要负担责任，尤其是重大的责任，其实是非

常辛苦的。但是，长大了，成人了，我们都必须把这些

责任扛在身上，一如古人所说的，以国家兴亡为己任，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并且任重而道远。所以，承担更

多、更重大的责任，是成长必须学习的事。也因为承担

重任，处处为人着想，我们的生命才有了重量。

此外，成长也意味着大家开始懂得尊重别人，与

人和平相处，以礼相待，进而共同合作、群策群力，以

完成一件一件美好的目标；尤其生活在我们这个多元种

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族群之间的相互谅解、尊重、合

作与帮助，是十分重要的。

一个人，只要懂得谦虚，懂得礼让，退一步海阔天

空，人际关系就能如沐春风。尊重别人，是以放下自我

中心为前提。不自以为是、不骄傲、不自私，放下自我

中心，正是成人的表现，否则生理上成熟了，心理上还

是不成熟，像个小孩子。

感恩要图报，要以行动报答。孝顺父母，是对父母

最好的报答；尊重师长，是对师长最好的报答；克尽义

务和责任，是对国家社会最好的报答；人生正道而行，

是对信仰最好的报答；珍惜和努力，是对生命最好的报答。

今天，各位还在母校求学，爱你们的学校、师长、

同学，以及为品行和学业发奋图强，是最好的报答；年

底毕业出去，回馈母校、记得师长的教诲，光明正大的

做人和做事，是最好的报答！在各位成长的这一天，我

希望每一位同学，能够向父母亲说一声谢谢，他们为了

你们，忘记了自己。也要向教导你们的师长以及所有曾

经帮助你们成长的人，说一声谢谢。

各位同学，成长的天地无限宽广，可以自由自在

地飞翔；但是，在自由的天地里，其实也有大风大雨。

成年礼标志你们已踏上人生崭新的里程碑和美丽的蜕变

期。在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希望你们也能够以无畏的

勇气、无比的毅力和崇高的人格，面对人生的挑战和超

越重重的困难。为自己创造更高的成就，也为国家和社

会人群做出更大的贡献。祝福大家：一步一脚印，努力

精进，成人成才，走出一片灿烂光明的前景。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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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感恩、责任、奋发融进生命血液裡
苏进存校长致词全文

◆ 苏进存校长

高三成年礼

尊敬的本校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

蓉董事、董事长拿督李平福、三机构理事、各位老师、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早上好！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为人父母，为人师长

见证孩子十八岁的“成年礼”，我也借此机会向所有同

学的爸爸妈妈及长辈表示祝贺！

古代行冠礼之年，即正式进入成年的年龄，冠礼的

重要内容之一，是进行容体、颜色、辞令的教育。冠礼

的意义在于“内心修德，外被礼文”，并宣示成人，学

校举行成年礼已迈入第九个年头。

此时此刻，我想在场的父母必然会回想起伴随孩

子成长的18个春秋，回望孩子的成长历程，我深知“

爸爸”和“妈妈”这个称谓所包含的责任和艰辛，孩子

第一颗乳牙的萌生，第一次蹒跚的学步，第一声甜甜的

称呼，第一天入学，第一张学习成绩册，无不牵动各位

父母的心，也许这一路走来，各位同学哭过、摔过、笑

过，而今天它都变成无数美好的片段，深深印刻在父母

的记忆中。

各位同学，在你们18岁的美好时刻，在即将跨入成

人行列之时，我想和你们做一次成人间心与心的交流与

沟通，衷心献上全天下所有父母和师长对你们最真摰的

祝福和希望。

我希望：你们拥有健康和快乐，身体健康是学习

和工作的泉源，人格健康是快乐的保证，拥有了健康这

个“本”和快乐这根“弦”，就能弹奏出积极乐观向上

的美丽生命乐章。

我希望：你们不怕困难，勇于拼搏，成长的道路不

会一帆风顺，必然要付出与努力，18岁的你一定要懂得

用行动证明一切，在困难面前不畏缩。

我希望：你们要学会担当，从18岁这一刻起，你

已经不再是父母膝下撒娇的小孩，而是一个有着法定权

力，行为能力，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成人，你要为自己的

言行负法律责任，做个知法守法的现代青年，你要独立

思考，体验生活和实践自己的人生目标，你要学会爱护

自己，尊重他人与环境，并且学会以欣赏的眼光来发现

这世界的美好。

我希望：你们保有真诚与谦虚，人生处处都是学习

的场域，只有带着谦和的态度，才能造就你的生命高度。

各位同学，很荣幸见证了你们人生最美好的日子，

在这样一个同庆人生里程碑的日子里，请你们感恩父母

把你们带到这美丽的世界，感恩他们无私为你们所做的

一切，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和学习环境，感念栽培你们

的师长和学校，记住并珍惜给予你友谊和关心的同窗好

友。

把感恩、责任、奋发相融到你的生命血液里，走

好自己的人生路，祝福你们，也祝福在场的各位一切美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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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兴光

2018年兴华中小学教师

晚宴于7月20日（星期五）在

我校朝阳堂举行。兴华小学董

事长兼我校署理董事长卢金峰

表示，老师是人类灵魂工程

师，肩负传道、授业、解惑与

教学育人的责任。老师以爱

心、耐心和献身教育的精神，

有教无类，循循善诱地将学生

培养成品学兼优，健康卓越的

社会栋梁。

除了对教师在教育工作上的表现表示感谢外，他也

不忘感恩教师在学校有困难时，投身参与各种筹款与招

募活动，尤其是在学生严缺时期，带领学生挨家逐户的

进行招生。

谢祉毅老师 整理

“在兴华发展的长河中，教师、董事及学生都能合

作无间，群策群力，坚守岗位，捍卫和维护中华文化与

母语教育的堡垒。”

苏进存校长：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苏进存校长代表中小学

全体教职员感谢中小学五机构

每年设宴款待老师们，以五机

构联委会主席朱运铁董事为首

的小组尽心尽力，用心筹办此

次的晚宴款待中小学全体教职

员，一心要让老师们乘兴而

来，尽兴而归。

◆ 众嘉宾在教师节晚宴上合影。坐者左起为苏顺昌董事、巴生中华独中董事长拿督蔡崇伟局绅、兴华小学董事长兼我
校署理董事长卢金峰、董事长拿督李平福、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兴华中学苏进存校长、
兴华小学陈家福校长及兴华中学前校长黄秀玉。后排左起为中学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董事、小学家协主席程普强董
事、校友会主席余安副董事长，以及兴华中小学联委会主席朱运铁董事。

兴华中小学教师节晚宴闪耀兴光

◆ 兴华人欢聚一堂庆祝教师节。

◆ 署理董事长卢金峰

◆ 苏进存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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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职教师与退休教师欢聚，合影留念。

校长表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

为本。这些年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兴华中小学在

各方面都取得不俗的成绩，好成绩的取得归功于学校五

机构对教育的理解、尊重与支持及全体教职员的扎实工

作，无私奉献。

“成绩属于过去，荣誉归功大家，未来在于创造，

作为兴华中小学的每一位教师，在收获果实的同时，也

注定我们必须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最后，校长也不忘感谢五机构全体董事、理事出钱

出力，报效、征求各种礼物奖品，其中“丹斯里杨忠礼

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兴华中学董事会发展慈善基金”更常

年赞助教师节晚宴1万令吉。校长也向在百忙中抽空出席

的潘斯里陈开蓉董事表示感谢。

朱运铁：教师工作平凡而伟大

兴华中小学五机构联委会

主席朱运铁董事致辞时，代表

兴华中小学五机构联委会，向

兴华中小学两校老师们致以节

日的祝贺、诚挚的问候、衷心

的感谢以及最崇高的敬意。他

说，老师的地位之崇高，可以

从全世界仅有教师这个职业拥

有属于自己的节日得以证明。

◆ 朱运铁董事

“你们以爱育爱，塑造孩子的高尚灵魂;你们以智

慧启迪智慧，打造孩子的成功人生。人们把教师比作蜡

烛，比作春蚕，比作园丁。世上没有其他职业，能在人

身上留下这么深刻的烙印; 没有其他职业，能对人的灵魂

产生这么大的触动; 没有其他职业，能对人类未来产生这

么深远的影响。”

本届教师节晚宴主题为“闪耀兴光”，参加晚宴

的董事、家协及校友会理事、退休与在职老师皆盛装赴

宴，并上台呈现才艺表演。主办单位也准备了丰厚的礼

物与幸运抽奖，同时安排了海鸥之星的歌手表演助兴，

场面温馨。

当晚的出席者包括兴华中学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

里陈开蓉董事、兴华中学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巴生中华

独中董事长拿督蔡崇伟局绅、筹委会主席朱运铁董事、

校友会主席余安副董事长、中学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

小学家协主席程晋强、兴华小学校长陈家福、中小学五

机构理事、退休教师及教职员。

◆ 三机构理事与“海鸥之星”歌手一起高歌欢唱。

◆ 抽中幸运奖的幸运儿，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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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恺婷（高一理孝）、方嘉颐（高一文商勇）报道 

高一级联论坛

高一级联学生自治会于7月17日（星期二）下午1时50分，在陈开蓉大讲堂举办高一级联论坛，分享关于自主

及自觉。主题为“你的心，由你掌控”，各班同学围绕主题提出各自的想法，并选出代表上台演讲。共有15位来

自高一理科及文商班的同学代表上台，以不同形式呈现，并由自治会主席陈彦霏 (高一理爱)及副主席魏恺谊 (高

一文商勇) 担任主持人。

你的心，由你掌控

“其实我们跟漫威里的英雄一样，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技能，那就是自主自觉。自主自觉简单来

说，就是身体力行，不受他人支配，懂得察言观色，自我发觉。”

“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宇恬说到如何在游戏里取得好成绩，等同于如何在

有限的人生里获得辉煌的成就。在游戏中，只要我们有智慧地利用技能，再难的关卡都能破；人生中也

是如此，只要我们有智慧地发挥自主自觉，再大的梦想都能实现。毕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人

生有限，价值无限，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去突破极限。

所有东西都始于欲望，欲望是一个行动的起点。可欲望并没有对和错，只有适当不适当。适当的欲

望是个垫脚石，不适当的欲望是个绊脚石。那如何控制欲望，需要的是自主与自觉。自主实际上就是自

我主动，自觉就是自我醒觉。

其中，钧皓举了个“时间不够用”的例子，并说到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时间不够，是因为我们的自主

与自觉做的不够。那要如何培养自主和自觉呢？。我们可以利用外界来控制举止，例如：自己制作时间

表，自己设定闹钟，在每天必经过的地方放个东西来提醒自己。“一个人对欲望的控制决定着他的成与

败，而控制欲望必须仰赖于自主与自觉。一个人的自主自觉取决于他的个人修养，而个人修养取决于你

领悟了多少书。”珍惜当下，活在当下，更要享受当下。

黄宇恬：

李钧皓：

高一理义

高一理仁

主讲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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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轩：
张宇轾：

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音乐制作人。“我喜欢音乐，我打算把它变成我的职业生涯。但是我的父母并

不喜欢我音乐制作人的梦想，在追求梦想上经历了很多的艰难。” 此外，健辉还说到有些人会试图重

新定向你的梦想，以走到他们想要的轨道。但他建议大家别因为他人的三言两语就改变自己的梦想。反

而当我们遇到了“对”的道路时，应该要好好的守着它，并让自己成为自己灵魂的队长。

自立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立意味着要独立安排自己的生活，意味着要离开父母和老师的庇

护，自主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靠自己的双手去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创造多彩的生活。所以，自立

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要成为一个自立的人，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

1．不再对他人依赖，因为依赖心理不仅使人丧失独立生活的能力，还会使人缺乏责任感，造成人格缺陷。

2．确立自立与自主的关系，自主是自立的前提，自立是自主的表现，我们应该学会独立地生活，自主 

   地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3．在生活中多实践、多锻炼。

黄健辉：

杨力权：

对于如何训练及表现自觉，她透过一个小故

事，把“你要被现实征服，还是活出自我？”这

个问题抛给同学们思考。她提出了自主不仅是一

种权利，更是一种能力。不自主、自觉，终有一

天会成为别人的奴隶。她以“一个人要在有限的

生命中，活出无限的精彩”，结束了她的发言。

他们以戏剧呈现传达自主自觉的概念。其

中，他们提到了我们要成为“心”的主人，只有

成为了心的主人，我们所做的决定才是自己最想

要的。当做了选择，就要为选择负责。若让心成

为我们的主人，选择不做决定，随波逐流的时

候，就会像弃权的灵魂，完全把主权交给命运支

配。最后，他们强调要自主做决定，自我觉醒。

初一刚入学时，他努力读书

并考上了第一名。结果下学期却因

缺乏自主及自觉导致成绩退步，让

他悔不当初。他表示，掌握了自己

的心并不代表我们能为所欲为。它

让贤者找到了自己，让愚者迷失自

己。他认为，自觉自主让我们摸清

方向，让我们有向前冲的动力。他

最后祝愿同学们能掌握自己的心，

成为理想中的自己。

他以苏进存校长所说的“兴华人除了优秀，别无选择”

作为演讲的开始。他认为，自主对在座的每一位都很重要，

因为它决定着每一个兴华人是否能主动完成该做的事且不被

外在因素所影响。自主可以变成一种习惯，而这习惯也决定

着我们的将来。他也借由几个故事带出自主的重要性，如

一个富家子弟的父亲因生意失败而成了穷人家，每天只会抱

怨但却不自主地做出任何的改变。倘若当初他自主自觉，或

许命运能被改变。我们必须有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懂得从

失误中发现问题的源头，并加以改进。只有一直不断加强自

我，自我更新，才能持续地进步。他祝愿在座的各位能找到

自己的目标，配合自主与自觉这两个习惯，凭着自己的努力

与奋发，找到属于各自的未来。

陈㛃思：
陈兆伟及陈珈恩：

高一理孝

高一理信

高一文商平
高一文商和

高一文商勇
高一文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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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亨右及邱静渝：

心态是每个人可以自由掌控的。詹亨右提出，我们如何看待一件事情将决定那件事在心中的地位

和影响之后作出的选择。举例说明为什么时间不够用？主要因为我们把我们的职务和责任看作是一种累

赘。如果我们一直拖延，到最后我们会哭天喊地说时间不够用。但若我们把这些责任看成是能让你生活

充实的点缀，那自然事情就简单多了。时间真的不够用吗？“问问自己，你的时间是否花在滑手机、发

呆或做无谓的事？其实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更坦诚的面对自己。”亨右也提到坦诚是一种心态。它将掌

控你的心。所以尝试以一种不同的思维去看待某件事，你的人生会因此而增添更多的色彩。

静渝则提到，只有自己才能决定自己应该活成什么样子，自己才更了解自己的优势。筑梦时，不要

畏惧失败。每一次的挫折都可以化成力量，甚至成为未来的借镜。即便跌倒了，心里都会有一股声音在

提醒并鼓励自己，“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可以”，这股声音会化成力量，推动自己前进。“不要为了

不属于你的观众去演绎你的一生”。在追寻目标的时候，难免会付出一些代价，虽然会让人感到痛，但

一定快乐。比起庸庸碌碌地过一生，这些代价是值得的。我们一旦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后，就应该坚持，

向前迈进，趁我们都还年轻就不要浑浑噩噩的过一生。只要心态对了，目标明确了，你就幸福了。

与异性谈恋爱也是一种学习，因为第一，我们可以学习尊重他人，倾听异性的想法以改善沟通能

力和加强管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第二，与异性沟通能利于青少年未来在社会上立足，工作上更顺心。第

三，学习管理自己的时间，在中学的主要职责就是学习，剩余的时间可以增强自己各方面的实力。

许彦认为中学生谈恋爱，学习如何去把握一个尺度是关键，因为当爱情主导了我们的中学生涯，我

们可能会遇到麻烦。第一，我们的情绪会很容易受到影响。第二，往往以恋爱为中心，以对方为航向。

但有部分同学学习分心，成绩下滑，主要原因是学习成绩下滑引起家长注意，从而阻止青少年谈恋爱。

第三，早恋者会出现过失。青少年性意识初萌，对异性性欲望强烈，容易激动，感情难以自控。从而出

现一些越轨的行为，如未婚先孕，婚前性行为等。事发后会给当事人造成挫败感和自卑感，影响成年后

的感情生活。此外，还可能面临辍学和承担早婚父母的角色。因为情绪上的不稳定和经济问题将造成离

婚事件，进而演变成一种社会问题。

许  彦：

自主学习包括了三个过程，自我监控、自我指导以及自我强化。这还包含了重要元素如“愿意学”

以及“能够学”这两点。他认为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不断学习新知识及多阅读书籍。他表示，自觉是自我

发现外在创新的自我解放意识。同时他给了能提高自觉性的方法：先是确立理想和目标，再确定适当的

目的和任务之后才能加深对意志行动后果的理解并下定决心，持之以恒。他强调，学生的责任就是学

习，不应等别人去催促。

苏庆轩：

高一理爱

高一理忠

高一文商廉

主讲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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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级代表理念明确
林惠芳老师（高一级联组长）

我认为这次级联论坛各个代表的理念都很明确，表达清晰以及表现手法都很

突出。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高一文商和的代表，他们的表现手法简单、扼要且有

趣，主旨明确。这个主题非常适合高一的同学，同学们清楚自我承担、自我觉醒

及负责任外，还要求诸于己。我希望同学们能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求自己。吾

日三省吾身，多为他人着想及关怀别人，做一个有爱的人。

级联论坛意义深远
陈泇燕（高一文商平 ）

听了这场论坛后，我对自主与自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会透过这次的级联

论坛反省并努力朝这两点前进。我觉得各班代表都很用心准备这次的级联论坛，大

家都表现得非常好。最后,希望每一届都有级联论坛，因为它所带来的意义深远。

学习如何准备一场演讲
黄健辉（高一理孝）

这是我第一次上台进行演讲，对演讲前的准备一点儿头绪也没有。我遇到最

令我头痛的困难是：我应该准备什么？其实我并不知道我应该准备什么。但突然

有个灵感来了，既然题目是《你的心由你掌控》，那么我就按照我的心中所想，

来当着演讲内容。有了这次经验后，我学到了在演讲前应该做的准备，相信这个

对我在未来的日子有很大的帮助。至于演讲的方式与技巧，则是我必须加强的部

分。通过此论坛，我发现了自主自觉的重要性，我希望可以在往后的日子里，成

为一个更有自主自觉的人。

他借由莎士比亚的事迹，总结出了他靠着自

主、自觉才如此的成功。他表示，一个人的尊严

和体面皆来自于个人的奋斗。若不为自己奋斗，

谁会替自己奋斗呢？别人只会看不起你，更不会

尊重你。他最后以一句“同学你是最棒的”并附

上手势劝勉在场的每一位。

颜金玮：

苏荣谦：

人会自主、自觉，原因在于个人价值意识的

认同。个人价值意识包括了代价及成果的考量，

即“三思而后行”的样本。而影响个人价值的变

数包括了个人想法、个体认同及个位思考。而外

在环境也对个人价值意识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中包括外在的人、事、物。而要自主、自觉，

最主要的还是内心的领悟，即表面层、思维层及

行动层。表面层，即利益的大小；思维层，即心

理意愿的高低；行动层，即执行力的强弱。高一文商智

高一文商礼

主讲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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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雯：与其停留在羡慕，不如努力去追求

梦想≠空想！未来的成功是今天一步一脚印踏出来

的，今天的你努力了吗？为了协助初三同学找到备考方法

以迎接初中生涯最重要的考试，由初三级联学生自治会主

办的初三级联论坛，于7月24日（星期二）下午1时50分在

陈开蓉大讲堂举行。主讲者为两位2017年毕业的学姐，分

别是杨凯雯校友及伍铭惠校友分享备考心得及学习方法。

找到学习的意义

世上的某个角落有人正渴望学习，有人正奋力打

拼，而此时此刻的我们呢？初三级联论坛首先播放一段

激励影片，引发同学们深思努力学习的意义。杨凯雯学

姐表示，先找到学习的意义，读起书会比想象中来得容

易。虽然考试只是奔向终点的一个转折点，但每个阶段

都有应该努力的事，而学习是自我进步、自我成长、跨

越不同的挑战和自我改变的最佳管道。杨学姐指出，大

家常常羡慕他人的优秀，与其临河而羡鱼，不如把自己

所向往的转换为未来竞争的筹码及资本，不能因为不擅

长的事物就轻言放弃。

珍惜每次的小测验和复习考

同学们对于“大考大准备，小测小准备”的心态

是错误的！每一次的测验都是为了加深印象以及为大考

所做的准备，同学们应该摒弃在重要的考试来临前才通

宵复习的坏习惯，把握每次测验的机会去累积错误的经

验，从错误中学习，才能更加从容面对大考。

陈筱蓓（初三勇）报道

初三级联论坛

各科备考技巧

接着，毕业于文商班的杨凯雯学姐分享关乎史地和

国文的备考技巧，理科出身的伍铭惠学姐则分享了数学

和科学的备考技巧。

学习历史最重要是先了解事情的脉络，并厘清“

人、地、事、时、因、果”六大要素。例如，制作鱼骨

笔记可以帮助记忆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此外，同学们也

可通过趣味影片了解历史事件的大体，加深记忆。地理

读图解图的部分则需要掌握地图的比例尺，常做练习进

而熟悉题型也有助于回答问题，必要时可参考历届考题。

同学们常常不明白学习马来文的意义，进而抗拒马

来文。杨凯雯学姐因此指出身为马来西亚的一份子，学

习马来文是必要的。多掌握一种语言，百利而无一害，

更能促进民族间的沟通。

至于数学，伍铭惠学姐表示千万不要解了最难的

题，就忘了最基本的题。每天坚持做练习，哪怕是5到

10题也足矣，因为解数学题贵在坚持。同学们可以从而

找到自己最擅长、最准确、最迅速的解题方式。学习科

学，理清概念和理论最为重要，应该踏实地研究课本的

◆ 杨凯雯学姐

◆ 伍铭惠学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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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而不是解题时自己推论一个理论，因为那并不一

定适用于每个题型。除此之外，小组讨论时每人都需要

独立思考，切忌单方面听讲而不参与讨论。

大目标分割成小目标

伍铭惠学姐倡导同学们善用生活中琐碎的时间，如

换节间的五分钟、放学或等车的时间解题或复习，并养

成一种好习惯。回家后也要合理安排学习时间，通过把

长远的目标分割成小目标，并适时地奖励自己，以充足

的动力去完成每一项任务。

合理管理及规划生活

学习是无止境的，只有不断累积知识才能通往成功

的道路。每天抽出2-3个小时进行复习并持之以恒，才能

充实学习生涯。在规划生活时预留一些放松时间，通过

听音乐、运动、找人倾诉或小憩片刻让大脑充电。伍铭

有信心面对考试
吕立恩（初三廉）

学姐生动活泼的分享方式，

让初三级联论坛变得非常有趣。

我学习到了不同的学习方法，最

重要的还是理解其原理与概念，

才能应对各题型的变化作出相应

的回答。我会尽力去面对即将来

临的种种考试，也希望校方可以

多举办类似的讲座分享。让我们

一起成长，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

■ 林春兰老师（右）颁赠感谢状予杨凯雯（左）和伍铭惠。

惠学姐也建议同学们以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为单位制

定生活计划表以学习控制生活中的二十四个小时，同时

严格要求自己，否则努力就功亏一篑。手机容易使同学

们在学习时分心，因此在学习中得尽量避免使用。“痛

苦，是软弱离开身体的过程。”学习规划生活，跳出舒

适圈，创造精彩的人生。

论坛来到尾声，不少同学提出自身学习时所面对的

难题，两位学姐也为同学们解惑，如：在做笔记时选用

适合自己的方法、提前准备测验以避免“开夜车”、依

据以往的考试成绩拿捏各科的复习时间。

最后，全体初三同学与两位校友一起喊出“相信自

己，我是最棒的！”为论坛拉下帷幕。

李依璇（初三廉）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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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丽老师
三年半硕士学位能够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

郑瑞玉教育基金会的协助，让我有机会重返校园

再学习。感谢学校鼓励老师们再学习，给予老师

在处理论文量表、问卷调查以及学习单的协助。

感谢学习的过程中，同组老师及高中数学老师提

供建议及研究过程中同学们认真配合。感谢你们

让我在学习过程留下许多美丽回忆！

Talmud（犹太法典）中提到：“为了了解

Talmud(犹太法典)，你必须有一个学习伙伴”

。这次学习中，感谢我有11位来自兴华的学习伙

伴。感谢大家的相互扶持，在台湾学习时，帮我

外带三餐。也谢谢家人全心全意支持我，让我专

心学习，完成我人生的另一篇章。

颜毓菁老师              荣获服务楷模奖
回想这3年的读书生涯，每逢假期前一个月

就为作业而忙录，假期一到就要往新纪元跑的日

子，是一步一脚印，踏踏实实的。撰写论文更是

一个自我沉淀、训练系统性思考、时间规划和磨

练耐力的好时机。团队很珍贵，感谢一起打拼的

伙伴，也感谢兴华的支持及各科教师与教授们的

用心。

更谢谢努力的自己。把握机会提升教师专业，

能更理解学生，为教与学增加不一样的可能性。

恭贺 我校 12 位数理老师获得硕士学位 !

◆ 我们硕士毕业啦！蹲者为陈坤祝老师；第 2 排左起为颜毓菁老师、张来芬老师、吴佩芬老师、
陈伟轩老师、林玉莲老师及林春丽老师；后排左起为洪淑芬老师、林蓁巸老师、黄世升老师、
黄树群老师及黄世基老师。

“探究之路，始于世人启迪；探究之果，摘自群体合作。”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副校长侧旁观察12名数

理老师在2016年毅然决定报读数理创意教学硕士学位，在三年的繁忙教学工作中，积极应用硕士班所学实

践于课业教学，有感而发，为老师们的勤奋、学以致用的灵活性如此总结。

她表示，教学专业成长的精进规划将持续成为学校教育发展中至为关键的课题之一。教师学有专长，

在课堂教学中能笃实引领学生学习，也是绘出“乐教、爱学”课堂精神的重要基石。她也恭喜12名顺利取

得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硕士学位的老师们，希望大家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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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淑芬老师
曾经很笃定自己不读硕班了，可遇到天时地

利人和，我报读了。

喜欢这样的一段历程，让我学习与成长。期

盼在教育这路上，走得更稳健。

陈伟轩老师
I can't go on, I'll go on !

张来芬老师
光阴似箭，转眼间，硕士班的学习生涯就画

上了句号。回首三年的点点滴滴，这段学习生涯

让我受益匪浅，对于我日后的教学大有帮助。心

中亦满怀感恩，感谢学校的支持，也感谢校内同

组老师在学习期间的经验分享与帮助。

林蓁巸老师
回首修读硕士学位的这三年多，曲折多磨

的经历，是我人生中一段不可思议的神奇修业之

旅。庆幸的是，身边出现了许多贵人，才让我安

然地熬了过来。首先，感激兴华中学资助我半费

修读此学程，并在行政上给予支持，让我在时间

与空间上更有条件走完这条路。再者更要感恩一

同努力修读此学程的同事们。修读期间的陪伴、

打气、嘘寒问暖，忙录之余还不厌其烦的对我耳

提面命，提醒我该完成的进度或事务。这一切一

切，都给予我学业上很大的助力。最后，想藉此

感恩我的家人，无论是平时或我发生车祸时，他

们无微不至照顾我的起居生活，让我可以无后顾

之忧地完成此学程。

诚挚为您们献上无限的感恩与感激。感念教

育路上有您们相伴，真好！

黄世升老师
这硕班所学到的与自己预期的不一样，但还

是坚持到毕业。人生中或许有许多事会出乎我们

的预想，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学习到自己预想之

外的一些事。

陈坤祝老师
非常感恩学校的资助、一路上相互扶持陪

伴的同学、教授们的用心指导及家人的包容与谅

解，让我能顺利完成硕士学位及提升个人教师专

业成长。

“没有教学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的教

学是盲目的。”感恩彰师大科教所王国华指导教

授的教诲，让我了解到教学与教学理论及教学与

教学研究的关系。

黄树群老师
科教硕士班对我而言，就像打开一扇窗，得

以窥探新天地。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深刻体

会科学教育体系之浩瀚深广。在教学中几番转折

方才收获的经验，早有学者为此立论总结。若能

提前认识，或能让教学更顺遂。劝勉大家：学无

止境。

吴佩芬老师
能握着自己完成的论文，感觉真好！

硕班进修一直以来是我人生清单里重要的一站。

非常感谢学校对老师进修的支持，让我有机会再

次踏上当学生的旅途。我是幸运的，我有指导教

授李文瑜博士的细心引领、口试委员温媺纯教授

以及郑琨鸿教授给予的宝贵建议。还有共车老师

们的谈笑风生、硕班同学的扶持和室友张来芬老

师和林蓁巸老师的照顾，让我忘记进修和研究

的煎熬，继续勇往直前。最后不忘感谢家人的关

心、将孩子安顿好的先生与孩子等待妈妈毕业的

耐心——我终于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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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基老师
这次硕班得以顺利完成及毕业，首先得感谢

彰化国立师范大学及新纪元的合作，让我有机会

继续深造，完成硕士梦。感谢系所的老师不辞辛

苦，千里迢迢地来到炎热如夏的马来西亚授业、

解惑，也特别感谢指导教授秦尔聪老师、陈圣昌

老师和陈勇吉老师等人让我能顺利完成论文。感

谢同届的同学尤其是淑芬、佩芬、来芬、蓁巸

及伟轩这三年来的砥砺与协助，时常给我打气加

油。除了感谢学校提供助学金外，我也想特别感

谢我的同事慧洁与棋媚，科组长林雁冰老师，教

务主任许梅韵副校长与学校行政同仁在课务及资

源上的协助，使教学能顺利完成。也感谢我的研

究对象：2017年初一孝、初一义与初一廉班的全

体学生，谢谢大家的配合，让我的研究可以顺利

完成。最后，当然不忘感谢亲爱的家人对我的支

持与鼓励。感谢之情无法一一言表，谨以此感谢

文献给所有关心与协助我的人。

林玉莲老师              荣获进修楷模奖
学无止境，学海无崖。在职硕士班的学习

历程，有享受也有煎熬。享受学习的快乐，但与

时间赛跑的日子是煎熬的。所幸这一路上有一群

并肩作战的同事同学，彼此鼓励、相互扶持。忙

碌工作之余，大家不时的讨论教学研究、指导统

计分析、论文写作等等，这一股氛围助我坚持下

去，有他们真好！

上了三年的硕士班课程，感觉对每一门课

的学习只是入门，尤其与教学有关的新知识，还

需要更多的实践与琢磨。教学研究的过程，感谢

学校的支持与学生的配合，得以顺利收集量化数

据与质性资料。读文献、分析资料和写论文的历

程，让我对教育研究的方法与价值有所体悟。期

许未来在教育路上能够更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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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享悦” 
教育研究撰写框架培训

◆ “教享悦”教育研究撰写框架培训工作坊，老师们收获满满。前排左起为邝美玉老师、林卿卿老师、许梅韵副校长、
黄雅幼老师、萧玮琳老师、颜川原老师及颜慧萍老师。后排左起为朱键鸿老师、陈胜耀老师、林坤贤老师、张喜崇
老师、邱咏芳老师、许长青老师及刘兼阀老师。

我校教育研讨与发展小组于7月

21日（星期六）8时半至11时半在科

技大楼9楼举办了由张喜崇老师主持

的“教享悦”教育研究撰写框架培训

工作坊。当天共有13位老师出席。

此项培训主要帮助老师们理清

不同类型教育研究的撰写框架。也借

此培训带领老师们完成题目、前言、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的草稿。有趣的

是，张老师以“世界咖啡馆”的模

式，让小组讨论出来的研究课题，能

面向来自其他桌的成员汇报，同时借

之丰富研究观点。

3个小时的工作坊，在学习的愉悦中，不知不觉就

结束了。参与的老师积极主动地分享了学习心得，对张

老师设计的培训内容及工作坊进行方式给予高度肯定，

并期待将来能继续再举办相关课题的深入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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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泰国天文研究成果发表会
◆ 我校代表于第五届泰国天文研究成果发表会会场合影。左起为蔡潍泽、罗加竣、黄柏捷、陈伟伦教练、林立翔及林

铭捷。

林铭捷（高二理仁）报道

6月29日至7月3日，五位远距天文观测小组成员及天

文学会会员：林铭捷、蔡维泽、罗加竣、黄柏捷和林立

翔，在陈伟伦老师的带领下，代表我校远赴泰国参与第五

届泰国天文研究成果发表会。我校代表分成三组，以英语

文分别分享天文研究成果：“小行星的天体测量”、“月

掩金星的观测报告”以及“仙后座SU恒星的亮度变化”。 

第一天抵达清迈，学生们即参与是项天文会议的开

幕仪式。第二天早上和下午分别进行天文研究报告的口

语呈现和海报分享，晚上则参观诗琳通天文公园。天文

研究报告的口语呈现分为两个环节，每组拥有8分钟的

呈现时间及7分钟的问答环节及评委团的点评与对谈。报

告涉及不同领域的天文研究，如：太阳黑子的研究、太

阳系及系外行星的研究、恒星天文学、星系及宇宙天文

学、天文设备及编程等等。

海报呈现则是以自由、轻松的形式与他人交流与分

享。我校五位代表有幸与来自泰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和

学者分享成果。晚上，与会者前往以诗琳通公主命名的

双层天文公园——诗琳通天文公园参观。天文台外的天

文广场架设5台不同类型的望远镜，如双筒望远镜、折射

式望远镜和折反射式望远镜等。而天文台则架有0.7公尺

口径，经纬仪追踪，全泰国第二大的Planet Wave Modified 

Dall-Kirkham 反射式望远镜。

第三天早上，延续前一天的口语呈现报告及海报分

享。下午则有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执行董事分享关于日食观

◆ 林立翔（左）和黄柏捷（右）为月掩金星的观测进行
报告。

测的讲座，天文会

议就此告一段落。

第 四 天 ， 我

校代表一行人到泰

国国家天文研究

所，向天文研究人

员Mr. Thanakrit 

Santikunaporn学

习行星的拍摄及照片

处理技巧。这项学习

有利于往后使用学校天文台拍摄行星，尤其是今年7月的

火星冲，为十多年难得一见拍摄火星的大好时机。

第五天，是回国的日子，感谢校方的支持，让大家

在这一次非凡的分享会获益良多！

◆ 海报呈现环节是以自由、轻松的
形式与他人交流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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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科研的喜悦
陈伟伦教练

从沙巴斗湖巴华中学的天文学会老师那里得知此次

泰国天文成果发表会的资讯时，距离会议举行的日期只

仅剩两个月。我抱着让学生自由发挥的心态，转发给远

距天文观测小组及天文学会部分学生，结果得到三组学

生的回应，我也提供了发表成果主题的建议。

对于在籍中学生，要在短短的两个月里把观测成果

整理、分析，并做出总结，期间还要兼顾学业，实属不

容易。凭着他们想出席发表会议的决心，这证明了“有

志者，事竟成”的道理与“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这次泰国天文会议（学生组），除了出席的学生获

益良多，身为教练及领队老师的我，也获益匪浅。泰国

学生的天文研究项目，直逼大学水平，真的大开眼界。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能让学生体验科研的喜悦及

其过程。除了天文知识，还有对研究分析的方式与态度

的磨练，这对日后他们在大学深造有莫大的帮助。

增广见闻，开阔视野
林铭捷（高二理仁）

从陈伟伦老师通知我们有关这个泰国天文会议的

资讯，到出发前的那一刻，其实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

这次能代表学校到国外分享本校的天文成果是在几个月

前，甚至几年前就已经有前人在实践着的目标，所以我

觉得必须感谢先前付出的同学。泰国的天文教育是极其

的普及化和专业。在那里，我见识了不同天文领域的研

究，大多数代表的年龄都与我差不多。而许多泰国中学

都有完善的天文设备，并且提供学生良好的天文教育。

泰国学生、评委和负责单位的工作人员都很友善。这次

学成的不仅仅是天文领域上的专业知识，还提升了口语的

表达能力。总的来说，见识广了，朋友多了，心胸也阔了。

◆ 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同学们学习处理已拍摄的木星照片。

不虚此行
林立翔（高一理孝）

参加了这次的成果发表会议，让我大开眼界。这趟

旅程不仅增进我们之间的感情，还让我对泰国的事物有

了不一样的看法。五天的活动，我发现泰国的学生都很

友善，而且报告都很有水准。当我们发问时，他们都很

热情地解答。这趟旅途中，有幸见识全泰国第二大的望

远镜，亦参观了天文台，让我十分惊叹，可说不虚此行。

◆ 我校代表与其他与会代表相见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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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泰第二大口径望远镜。

大开眼界的新体验
罗加竣（高三理爱）

当我在进行变星观测时，我完全没想过我们的成果

会有机会发表，更不用说是在国际舞台上。出发到泰国

前，我最担心的是自己的英语表达能力，因为这是我第

一次以英语发表。所幸莫壮燕副校长为我们的报告做提

点，让我们有充足的准备，全力以赴。由于马来西亚的

队伍只有4个，而且几乎所有泰国队伍都以泰语做报告，

所以有很多内容听不懂，只能看着他们的图片理解内

容。当各代表进行海报报告时，我发现有一些泰国学生

的英语能力较有限，所以对于听得懂中文的人，我们就

亲切地以中文做报告，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泰国学生

也很友善，有些学生即使英文不大好，他们也尽力为我们

解释。

此外，我们马来西亚的代表队伍也很荣幸有机会上

行星摄影大师的课，学习行星照片的后期处理。课堂使

用的木星照片是世界级的照片，让我们大开眼界！经过

数天的交流，我深深觉得泰国的天文教育很普及化且很

有系统，是我们马来西亚可以学习的。

这趟泰国之旅虽然让我错过了校庆，但至少我开了

眼界！我也结交了来自沙巴的朋友和许多的泰国朋友，

也算是一大收获。希望日后对天文有兴趣的学弟妹，可

以持续到泰国进行发表，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会是

一个新的体验。

获益许多
黄柏捷（高一理义）

准备的过程中,我以最大的努力去加强我的英语会

话，熟读所有的报告内容。到了发表的时候，我和队友

虽遇到了一些小问题，但都顺利解决了。最后，我很高

兴能参加这次的会议，增加了天文的知识以及与当地的

一些天文爱好者做了深入的交流，从中获益许多。

◆ 我校代表与斗湖巴华中学的两位代表（左三和四）和 NARIT 工作人员（左五）合影于 NARIT 总部，NARIT 是泰国国家
天文研究所。左一起为罗加竣和林铭捷。右一起为林立翔、蔡潍泽、陈伟伦教练和黄柏捷。

认知天文的奥秘
蔡潍泽（高三理忠）

这是一个不一样和创造很多第一次的体验之旅。感

谢校方的支持，让我在这一次非凡的分享会学了不少，

也感受到我们与泰国同学的不同。

对于天文科学性的研究，我们还需努力。我们是远

距第一批参与这类活动的同学，不管前路如何，我们誓

言将天文的奥秘带给每一位，让所有人能享受抬头仰望

星空那浩瀚的滋味！

◆ 双层天文公园——诗琳通天文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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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ing Our Hearts Out with  
Self-composed Lyrics 

Song Fest Competition 2018

Reported by ELC
◆ Junior 3 (Chicago) Champion team in action.

The final of Song Fest Competition took place 
on Wednesday 25 April at the YTL hall. Once again,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was delighted to welcome 
Ms. Alice Ong, a former English and music teacher 
of Hin Hua High School to adjudicate the finals of 
our Song Fest Competition along with our very own 
musically inclined teachers Ms. Jolyn Ong and Ms. 
Ong Shyne Ching. This year in order to boost and 
comprise the effort put in among students the prizes 
were awarded according to students’ level. There 
were winners for every level ranging from Junior 
One to Junior Three.

Music has always evolved significantly 
among students, thus creates interest and creativity 
amongst students in activities they participate. The 
competition comprised two rounds. The teams 
who topped the prelims qualified for the finals.  
During the competition, the hall was filled with 
students brimming with enthusiasm and eagerness 
to show their talents. All teams prepared well for 
the competition and a wide range of songs were 
presented. The students prepared well for the 
competition and it was interesting.   Each team had 
worked hard to comprehend the lyrics and sing the 
song with convictions. The song selected could 
be based on a famous tune of any genre with self-
composed lyrics. The song could be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acapella with any props other than musical 
instruments to produce sound effects. Judging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creativity, originality, lyrics 
(content and message), rhythm and tempo, and 
lastly, the wow factor.

As the chief judge of the day, Ms. Alice Ong 
gave some hugely 
valuable feedback to all 
the participating teams, 
highlighting on the right 
choices of melody and 
rhythm to produce an 
even better performance. 
S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first time performers 
had a lot to learn 
from the other teams 
and wished that this 
competition had given 
them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improve from 
one another.

Finally Ms. Alice announced the winners and 
Madam Boo, the Head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and Vice-principal, gave away the prizes to 
the winning classes.

◆ Ms. Alice, our Chief 
J u d g e ,  c o m m e n t i n g 
before the prize giv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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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is the list of winners:

Ms. Wendy Heng Wei Chian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 )

As a new teacher at Hin Hua 
High School, I guess I am lucky 
enough to be able to sail as a team 
with my J3 Chicago and J3 Ottawa 
students. It is truly an honour for me 
to witness and celebrate their success 
in 2018 Song Fest competition. 
Being honest, the journey towards their accomplishment 
was not easy. It was my first Song Fest competition but for 
them, it was their last. I knew we required more time and 
effort than any other team. Despite all odds, our hard work 
ultimately led us to victory. I am thankful to the students 
who showed their trust and faith in me. It was all teamwork 
and I am glad to say we did it!

Choo Xuan Liang  (Best Conductor, J3 Chicago)
First,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all teams for their 

fabulous performances during the Song Fest Competition 2018 
. I am a person who is passionate about music. I am glad to be 

◆ Mdm Boo giving away the Best Conductor award  to 
Choo Xuan Ling from J3 Chicago.

Best Conductor: Choo Xuan Liang (J3 Chicago) 

the best conductor in the competition. This is also 
our first time to be the champion in Song Fest 
Competition. Although we faced many kinds 
of difficulties while practising, we managed to 
work together as a team. We spent a lot of time 
practising. La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iss 
Wendy for her efforts in guiding us. We are 
grateful to her for giving us an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all those memorable moments in J3 
Chicago. GOGO CHICAGO! 

Elynn Ong Jia Wen 
 (J1 Champion Team)

When we heard that 
we won the first place, we 
were extremely happy! Mr. 
Dannie and the students of 
J1 Melbourne decided to 
share the prize money 
with students from J1 
Los Angeles who won 
the third place. The 
journey with my friends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final performance was filled with 
excitement. Mr. Dannie guided us along the 
way to help us out with our performance.   It 
was one of the most unforgettable memories 
we have had  in Hin Hua so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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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收获 ~ 硕果累累！
相信每个兴华的孩子都有成功的愿望；相信每个兴华的孩子都有成功的潜能；相信每个兴华的孩子都可

能取得多方面的成功。这一季，同学们在各领域的学艺成果精彩万分。恭喜得奖同学，也期待他们再接再厉！

◆ 左起为洪福孝老师、苏进存校长、吴嘉胜、刘凯铷、
陈慧琪 及许梅韵副校长兼教务处主任。

◆ 我校荣获由 Sunway University 主办的 A-Level Math 
& Logic Challenge 冠军奖项，由该校 Eilleen Kor Phei 
Ling, manager for marketing department（左二）代表
颁赠奖项予关国荣（左三）和江雨晅（左四），
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副校长（右二）和教务处助理
翁淑婷老师（右一）陪同 。

◆ 洪福孝老师带领
（后排）我校同
学刘凯铷（前排
左起）、吴嘉胜
及陈慧琪代表国
家前往泰国参加
4th Asean Student 
S c i e n c e  P r o j e c t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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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吉他社梦响演奏会》于6月30日（星期

六）晚上7时10分，在陈开蓉大讲堂举行，全体社

员大展才艺，除演绎多首经典与流行名曲，旅美

校友黄京伟博士更偕同吕昇坚同学弹奏一首自编

的《Romanza Theme and Variating》。

演奏会贯彻吉他社宗旨，将不同年代的名曲

以不同的方式呈现，曲目包括1970年代木匠兄妹

乐团的经典名曲《Yesterday Once More》，还

有曾风靡全球、在许多人的童年时期留下深刻印

象的《Doraemon》以及华晨宇改编的《我的滑板

鞋》等，成功炒热现场气氛。

上半场，主要是古典纯吉他演奏，首首乐曲

让观众感受吉他旋律的魅力及欣赏社员弹奏的技

巧。其中，黄京伟博士偕同吕昇坚社员弹奏一首自

编的《Romanza Theme and Variating》。黄老师为我

校吉他社第一批学员，曾任吉他社教练。

下半场，社员们将古典吉他，结合电子琴、

鼓、电吉他、钢琴以及主唱的歌声，以乐团的形

式演出，引起台下观众热情的应合。曲目包括时

下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插曲，让台下观众产生许

多共鸣。

最后一曲《童话》为演奏会画下完美休止

符，许多观众为参与演出的社员送上鲜花及拥

抱，以表支持与祝贺。

我校吉他社成立于1988年，至今已有30年

的历史，旨在展现从古典音乐到流行音乐，从独

奏、二重奏甚至是以乐团的形式演出，扩大吉他

社的发展空间。同学们并不自限于学会时间的练

习，经常积极参加校内外甚至是国际级的比赛，

多次为我校争光，赢得许多荣誉。

林楷泽（高一理孝）报道

吉他社          演奏会
经典与流行名曲的音乐響宴

◆ 黄京伟博士 ( 右 ) 偕同吕昇坚同学弹奏一首自编的
《Romanza Theme and Variating》，让观众听出耳油。

◆ 郭筱韵演唱《我的滑板鞋》注入了摇滚曲风和
流行说唱元素，成功炒热现场气氛。

◆ 演出曲目包括多首时下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插
曲，让台下观众产生许多共鸣。

梦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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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努力演出的社员 
李茗丽（高一理爱）

为了支持参与演出的同班同

学，我第一次观赏了吉他社的演

奏会。整场演出最让我惊叹的是

《我的滑板鞋》主唱独特的声线

以及与观众的互动，都让我留下

深刻的印象。开场曲中，团体合

奏十分的整齐。另外，吉他社不

只带来了一些经典的古典音乐，

更呈现了不少流行音乐，燃爆全场。同样身为表演社员

之一的我，看见演出的同学们在筹备间，牺牲休息时间

不断地练习，别人所看见的只是台上光鲜亮丽的他们，

却看不见他们在背后长期准备所付出的汗水。恭喜他

们，努力并没有白费，获得了观众的热情及掌声。

透过音乐传达内心想法
吕昇坚（高三文商智）

从七岁开始接触吉他的我，

万万没有想到吉他能为我的人生

带来这么多的色彩。一转眼，十

年的时间过去了，它让我有很多

站上舞台的机会，让我透过音

乐向广大的群众传达我的内心想

法。在这一次的演奏会，我给自

己打65分，因为我在音乐的处理

以及弹奏的稳定性上，都还拥有

很大的进步空间。为了这两小时半的演奏会，我们吉他

社努力地筹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后，感谢司仪、吉他

社的所有社员以及多方面的配合，让今天的演出圆满结束。

◆ 吉他社《梦響》演奏会圆满举行，感谢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和表演者的辛劳。

◆ 社员们将古典吉他，结合电子琴、鼓、电吉他、
钢琴以及主唱的歌声，以乐团的形式演出，引
起台下观众热情的反响。

HIN HUA MONTHLY  2018年 7月号44

文接上页



7 月份：有朋自远方来！

友校交流事例

◆ 我校苏进存校长（左四）与台湾中兴大学吴宗明教务长（右四）于 7 月 26 日共同签署策略联盟合作协议书。左起为
李辉祥主任、许梅韵副校长及中兴大学兽医系陈鹏文主任。右起为兴北校友会顾问萧子鸣、中兴大学教务处招生组
李静观及管理学院国际事务执行长王建富副教授。

◆ 金门县立金宁中小学于 7 月 30 日到访
我校交流，苏进存校长（左）赠送纪念
品予陈雅兰校长。

◆ 金门县立金宁中小学的同学在忠礼堂参与我校英语教学中小精心设计的
英语工作坊。

◆ 台北市金华国中合唱团于 7 月 13 日到访交流演出。

◆ 我校二十四节令鼓代表同学与金宁国中鼓队
代表同学互赠鼓队 T 恤及鼓棒。陈雅兰校长
（左）及苏进存校长（右）见证。

◆ 两 校 鼓 队 现
场切磋鼓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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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文 / 刘凯铷（高三理爱） 作  者 | 蒋勋
分类号 | C855

《孤独  六讲》

我在读了前言后便立即下定决心要把这本书看

完。而下笔写心得之时，我只看了六讲中的前二讲，

但也体悟颇多。我是个喜欢孤独、也享受孤独的人，

然而这种“癖好”却常常变成闲人口中的“孤僻”

、“怪胎”、“没朋友”。但我也只是喜欢和自己

独处，理清思绪，反省自己而已。因此，我对蒋勋先

生书中的文字不仅是认同，还有深切的感同身受。

我常向人阐述华族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或“儒家

文化”中实际存在的弊端，但总会被指责为“崇洋”

、“不珍爱自己的文化”，因而我在读至蒋先生被指

为“外国留学回来，性观念比较开放”时，是有相同

的愤怒、感慨和无奈的。一个拒绝建议的文化是无法

进步的。

全书分六卷：情欲、语言、革命、暴力、思维

和伦理，而我目前所阅的“情欲孤独”是我大为推

崇的。我们的文化过于含蓄保守，很少有“大人”愿

意主动教导正确的性知识，或向小孩解释生命从何而

来。甚至男女走在一起、谈到性的“敏感字眼”，都

会引来批评。对于这点，我和数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是

深感认同的。如果连古代文学作品《牡丹亭》、《西

厢记》、《金瓶梅》都被删减、被禁阅，那我们又怎

能责怪将青春期的好奇心转移到色情片、色情杂志上

的孩子？历史中敢于对抗群体文化的竹林七贤是孤独

的，他们特立独行，敢于做自己，不屈于达成群体文

化必须“成大事”、“平天下”的要求，但现今又有

多少“大人”会向我们提起他们？提及也大多是贬义

了。而《世说新语》中不在母亲丧礼大哭而备受指责

的阮籍，又会多少老师会提倡我们向他看齐？广义的

儒家文化，因重视伦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压抑个体

的孤独感，例如头发和装扮是自己的事，但在群体社

会里，却成为众人的事。由此可见，当群体思想大到

一个程度时，特立独行就成了大逆不道。然而一个成

熟的社会应该是尊重个体的，让每一个生命都找到存

在的价值。我们贡献自己给社会，却也同时把生命价

值的多元性给牺牲了。

儒家文化固然有积极乐观、奋进的一面，但我

觉得其最大的致命伤便是不愿正视死亡。孔子逃避

地说：“未知生，焉知死。”，但若生命诚如沙特所

言，生命本来就是向死亡走去的过程，盲目地忽略死

亡只会造成人生更大的虚无。群体文化要求我们即

使要死，也要做到“舍生取义”、“杀生成仁”，即

使是个旱鸭子也要毫不犹豫地跳下水去救溺水者。难

道死时未与“仁”、“义”挂上钩生命就了无意义了

吗？群体文化赋予我们既定的意义去活，但若生命本

无意义，我们就不能活着摸索意义吗？倘若当初汉武

帝独尊的是道家的学说，我们在面对死亡时就能如庄

子一般冷静而淡然了。对于语言，孔子说：“巧言令

色”，话说得好便要观察其行为合乎与否，但语言之

美不就存在并应用于巧言之间吗？我们从小被教导不

能用语言表达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要说合乎场合、

适宜的话，但这是否失去语言的根本目的？我们在长

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对语言要求简洁明了，若我们

今天在对话时如当初名家的惠善和庄子对话一般，大

概会被人耻笑了。

个体的独立性表现在敢于跳脱大众的群体模式，

提出怀疑和逆向的思考方式。社会需要更多特立独行

的孤独者、叛逆者，像竹林七贤般勇敢的人。孤独和

寂寞不同，寂寞会发慌，而孤独是饱满的。庄子的“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李白的《月下独酌》都是其中

的典范。孤独是一种福气，让你有机会碰触深层且真

实的自己。孤独变得不好，是因为你害怕孤独，而害

怕孤独的人就会寂寞。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没有

与自己独处的经验，不会懂得和别人相处。

HIN HUA MONTHLY  2018年 7月号46



2018年图书馆阅读主题书展

烦闷生活救援术！
9月

调剂你的高压情绪
  九月秋高气爽、风光明媚，

却也意味着学习生涯逐渐走向期末高压带，

日常生活就在举头望讲台、

低头思眠床的循环中变得带点淡淡忧伤。

 不过别担心！

图书馆特别准备了几招烦闷生活救援术，快来驱除你的烦闷！

推荐书籍
                        图书展示 1.9.2018-30.9.2018          
推荐图书借出 7.9.2018           图书借出  18.9.2018

请服用励志维他命

《关系黑洞：面对侵蚀关系的不安全感，我们该如何救赎自己？》| 周慕姿

《情绪勒索》畅销作者周慕姿心理师，从经年累月遇见的一桩桩心碎故事，厘清了酿成

现代人彼此之间“关系黑洞”的始作俑者，其实就是出自于 ──“不安全感”。

不安的父母，对时常流连在外的孩子发怒，只是希望孩子留在身边；

不安的男女，随时确认另一半的行踪，只是怕珍视的爱情遭到背叛；

不安的自我，不断质疑与批判自己，只是怕达不到他人的期望……。

然而，当我们学会解开彼此的心结，涤除造成不安全感的祸源，便有机会挣脱关系黑洞

的泥淖，不再让真心的付出变成损毁彼此的利刃，让自己更值得爱，也更懂得如何去爱。

一本关于修复关系、重建幸福最温暖的提醒！

《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心中的梦想》| 慕颜歌

每天早上，你是因为闹钟响了才不得不起床，还是因为心中有迫不及待想要去实现的梦

想？为了不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和后悔，我们只能尽力抓住一切“改变”的机会。

一点点不引人注目的努力，一点点不轻易放弃的坚持，一点点与众不同的思维，都将会

是你交换明天的筹码。我们应该超越的人，只有昨天的自己。让今天过得更有价值，才有可

能实现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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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就上瘾！爱不释手的橡皮章：50个让你刻得好又美的关键技巧》| 立泽ASAMI

∞ 由专业橡皮章作家带领，初学者找对方法后上手更快。

∞ 每一技巧都有贴心图解教学，让你也能抓到刻橡皮章的诀窍。

∞ 收录雕刻橡皮章的50个关键×必学Point！

∞ 教你如何应用在各式手作小杂货，增添生活乐趣！送给身边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Pooi Chin恋手帐：文房具的究极不思议》 | POOI CHIN

∞ 不会画画也能让手帐内页美感及气质提升的设计心法，大公开。

∞ 复古又时尚的封蜡烙印技巧及设计运用，无私分享。

∞ 礼物包装、文具手作，帮你提升送礼的心意和成就感。

∞ 英文手写字、铅字、印章、纸胶带和设计完美结合的提点，实用度再加分。

或者来点生活小情趣

你也可以跟我们这样做

《桌游课：原来我玩的不只是桌游，是人生》| 许荣哲

桌游不只是桌游，更是人性的展现、创意的表现、以及故事的呈现；

见好就收还是勇往直前？大胆买进还是保守谨慎？寻求盟友还是单打独斗？独享利益还

是创造双赢？

原来，最动人的游戏，始终与人性连结、与现实生活呼应。现在就呼朋引伴玩桌游，享

受游戏的乐趣和人际互动的温度，并挖掘其中的深刻体验和人生智慧！

《那些电影教我的事：那些一个人的事、两个人的事，关乎人生的100件事》| 水某 

超过100部电影教我们看不同角度的人生。突破100万粉丝一起追的『那些电影教我的

事』。还有一对爱看电影的小夫妻有梦、敢追，化不可能为可能的事。请翻开、收藏、涂鸦

这本与水某、水ㄤ共享回忆、分享心得的电影笔记书。

《一个人去跑步：马拉松1年级生》| 高木直子

高木直子，跑步路线越来越多样。虽然当初只是“也来跑跑看”的随意心态，没想到天

生体质竟然非常适合长跑，于是认真开始一个人跑，跟朋友一起跑，也在日本各地跑透透。

因为跑，而到处旅行，尝遍各地美食，也被在地人情味深深感动。

偶尔也起来动动身子吧

《梦想，零极限：极地超马选手陈彦博的热血人生》| 陈彦博 

超马选手陈彦博，继第一本《零下40度的勇气》后，相隔3年终于问世的极地赛事回忆

录。在这本书中，不仅记录了2010-2012年参加南极洲100公里超级马拉松、南非喀拉哈里沙

漠250公里超级马拉松，以及南美洲巴西170公里non-stop冒险赛三大站的赛事惊险历程；这

段期间，也历经了咽喉癌开刀、住院，以及最爱的“狗弟弟”皮皮离去的他，更在本书中写

下他对生命的种种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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